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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研究及教學應用-

以印尼籍華語學習者為例 

中文摘要 
關鍵字： 簡體字、繁體字、漢字辨識、漢字教學 

近年來臺灣高等教育招收東南亞國際學生的輸出南進政策，來臺的東

南亞國際學生數量有逐年增長的趨勢。然在簡化字的華語學習主流底下，

此些學生面臨到在當地已學簡化字後，而來臺卻要重新適應及辨識傳統字

之情況勢必亦逐漸增加。因此，相較過去研究討論漢字字體學習上孰優孰

劣的問題，如何讓學習簡化字的外籍學習者有效地辨識傳統字，似乎成為

更重要的議題。本研究旨在以教學語法的觀點切入，即以簡化字學習者的

角度出發，提出符合認知難易度原則的簡化字和傳統字的教學排序。本研

究針對 40位具有簡化字基礎的印尼籍華語學習者，進行背景資料的問卷調

查，並對受試者共執行含有兩個判斷作業之漢字辨識實驗。兩個實驗均是

從頻率最高前 1000 組中，挑選出來的 124 組字形相異的簡化字和相對應傳

統字字組所組成；實驗一另設計一個與傳統字相似的混淆字，以蒐集受試

者的辨識正確率和各字組的答對率，研究結果顯示：(一) 在受試者方面，

學習華語時間長短與受試者辨識正確率具有顯著正相關，亦即學習時間愈

長，其辨識正確率就愈高；(二) 就實驗字組而言，影響字組答對率的高低

是簡化字和傳統字間的字形特性關係，表示受試者判斷正確傳統字時，是

依據兩者字形關係的線索，進行判斷。在實驗二中，受試者針對 124 組相

似度進行判斷，結果發現：字組的相似程度值與其答對率呈正相關，亦即

字組的兩字體相似程度愈高，其答對率愈高。綜合實驗一、二結果發現，

兩漢字字體間具有共同特徵部件或共同字形的多寡，是由簡化字辨識傳統

字的重要關鍵。最後，本研究依據實驗獲得學習者辨識的結果，並以「學

習者偏誤」和「結構複雜度」的概念，考量 124 組「辨識答對率」和「相

似程度」，擬出共九個課序的針對印尼籍華語學習者之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

教學排序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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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f Recognizing Traditional Characters by 

Simplified Chinese Learners and its Pedagogical Applications: 

A Case Study of Indonesian Learners 

Abstract 
 

Keywords: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recognizing 

Chinese characters, teaching Chinese characters 

 

 There has been a growing trend toward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Southeast 

Asia studying abroad in Taiwan, because in recent years Taiwan has implemented the 

policy on higher education export to Southeast Asia. Since Chinese instruction is 

predominantly oriented to Mainland China’s system, not until coming to Taiwan have 

the students learned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consequently the difficulties in 

readjustment to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ord recognition progressively emerge. How 

to improve foreign learners’ effectiveness of recognizing the traditional characters 

therefore becomes an important issu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esent a 

pedagogical sequencing which is arranged in order of recognition difficulty of 

traditional characters from the viewpoint of pedagogical grammar, namely from the 

learners’ vantages. In the study, 40 participants who are all Indonesian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learners were required to complete a background questionnaire and 

to participate in two Chinese characters recognition experiments. Both two 

experiments used the same 124 Chinese characters selecting from the 1000 most 

frequent Chinese words in pairs of simplified and its corresponding traditional forms. 

In the first experiment, easily confused words in traditional form were additionally 

added into each pair to test participants’ word recognition accuracy and to calculate the 

correct answer rate of each word group. The result shows that 1) the word recognition 

accuracy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length of learning Mandarin. 2) The 

structural proximity of simplified and traditional characters affects the correct answer 

rate, that is, the structure of simplified form is the criterion for participants to recognize 

the corresponding traditional form. In the second experiment, the 124 pairs of 

characters were graded by participants according to the similarity.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similarity degree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orrect answer rate. To sum 

up, common components or graphemes between two characters are the crucial factors 

affecting participants’ to recognize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Finally, based on 

the experiment results, the concept of learners’ errors, and the structural complexity of 

characters, this study develops a pedagogical sequencing. 



 

iii 
 

目錄 

中文摘要 ........................................................................................................................... i 

英文摘要 .......................................................................................................................... ii 

目錄 ................................................................................................................................. iii 

表目錄 .............................................................................................................................. v 

圖目錄 ............................................................................................................................ vii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 .................................................................................................... 1 

第二節 研究動機 .................................................................................................... 5 

第三節 名詞釋義 .................................................................................................... 8 

第四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 10 

第五節 研究範圍 .................................................................................................. 10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12 

第一節 漢字簡化的探究 ...................................................................................... 12 

第二節 簡化字和傳統字之相關辨識研究 .......................................................... 24 

第三節 漢字認知心理的基礎與研究 .................................................................. 41 

第四節 漢字教學語法 .......................................................................................... 51 

第三章 研究方法 .......................................................................................................... 57 

第一節 研究參與者 .............................................................................................. 57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工具 ...................................................................................... 58 

第三節 辨識判斷實驗設計與材料 ...................................................................... 59 

第四節 研究設備與程序 ...................................................................................... 65 

第五節 研究分析 .................................................................................................. 70 

第四章 研究結果 .......................................................................................................... 73 

第一節 問卷調查統計 .......................................................................................... 73 

第二節 受試者的正確辨識率與相似程度判斷 .................................................. 80 

第三節 實驗一：相對應字組的答對率 .............................................................. 85 

第四節 實驗二：兩字體的相似程度判斷 .......................................................... 91 

第五節 相似程度與答對率的相關性 .................................................................. 93 

第六節 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之教學排序 .......................................................... 94 

第七節 其他發現與小結 .................................................................................... 100 

 

 

 



 

iv 
 

 

第五章 研究討論........................................................................................................ 103 

第一節 研究摘述................................................................................................ 103 

第二節 受試者正確辨識率與背景資料............................................................ 104 

第三節 字組答對率與字形差異線索................................................................ 113 

第四節 受試者與母語者字形差異度感受比較................................................ 122 

第六章 結論................................................................................................................ 125 

第一節 研究成果與應用.................................................................................... 125 

第二節 後續研究建議........................................................................................ 132 

參考文獻：中文部分.................................................................................................. 134 

參考文獻：英文部分.................................................................................................. 138 

附錄.............................................................................................................................. 141 



 

v 
 

表目錄 

表一-1 四套常用教材的使用比例 ................................................................................. 3 

表一-2 東南亞國際學生在臺數據統計 ......................................................................... 4 

表一-3 東南亞各國來臺留學生人數統計 ..................................................................... 5 

表二-1 本研究進行比較相關研究所用的簡化方式類型 ........................................... 22 

表二-2 楊忠諺(1999)與萬波(2001)所用測驗與作答方式比較 ................................. 29 

表二-3 楊忠諺(1999)與萬波(2001)的簡化方式類型系統對應表 ............................. 31 

表二-4 楊忠諺（1999）與萬波（2001）研究結果比較 ........................................... 33 

表二-5 楊忠諺(1999)和萬波(2001)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的簡化方式類型排名 ..... 36 

表二-6 前人相關研究與本研究的簡化方式類型對照表 ........................................... 40 

表二-7 語法點難易度評定原則 ................................................................................... 53 

表二-8 部件與筆畫教學排序之考量因素 ................................................................... 54 

表二-9 部件教學排序原則 ........................................................................................... 54 

表三-1 實驗一選字時刪除之字形相同對應漢字 ....................................................... 60 

表三-2 實驗二增加的組別 ........................................................................................... 63 

表三-3 研究所需用具表 ............................................................................................... 65 

表四-1 受試者性別敘述性統計 ................................................................................... 73 

表四-2 受試者年齡敘述性統計 ................................................................................... 74 

表四-3 受試者中文課程之敘述性統計 ....................................................................... 74 

表四-4 受試者學習時間長短之敘述性統計 ............................................................... 75 

表四-5 受試者學習主修學科是否為中文敘述性統計 ............................................... 75 

表四-6 受試者接觸傳統字頻率之敘述性統計 ........................................................... 76 

表四-7 受試者到過使用傳統字地區之敘述性統計 ................................................... 76 

表四-8 受試者停留使用傳統字地區多久時間之敘述性統計 ................................... 76 

表四-9 受試者學過書法課程之敘述性統計 ............................................................... 77 

表四-10 受試者書法課程的學習時間之敘述性統計 ................................................. 77 

表四-11 受試者從事中國文字相關研究之敘述性統計 ............................................. 77 

表四-12 受試者看懂傳統字的能力自評之敘述性統計 ............................................. 78 

表四-13 受試者看懂簡化字的能力自評之敘述性統計 ............................................. 78 

表四-14 受試者正確辨識率區間分布(N=40) ............................................................. 80 

表四-15 受試者正確率和年齡的相關分析矩陣 ......................................................... 81 

表四-16 受試者正確率和中文主修與否的描述性統計量 ......................................... 81 

表四-17 受試者正確率和中文主修與否的相關分析矩陣 ......................................... 82 

表四-18 受試者正確率和學習中文時間的相關分析矩陣 ......................................... 82 



 

vi 

表四-19 受試者正確率和接觸傳統字頻率的相關分析 ............................................ 83 

表四-20 受試者正確率和學習中文課型的描述統計量 ............................................ 84 

表四-21 受試者正確率和學習中文課型的相關分析矩陣 ........................................ 84 

表四-22 本研究 40位受試者對 124組實驗字組的評分一致性檢定 ...................... 85 

表四-23 實驗一 124組實驗嘗試材料的答對率區間分布 ........................................ 86 

表四-24 各答對率區間的實驗嘗試材料 .................................................................... 87 

表四-25 實驗一各字組反應時間與答對率的描述性統計 ........................................ 88 

表四-26 實驗一各字組反應時間與答對率的相關矩陣 ............................................ 88 

表四-27 實驗二：124實驗字組相似程度的描述統計 ............................................. 91 

表四-28 實驗二各實驗嘗試材料的平均值區間 ........................................................ 92 

表四-29 各實驗材料字組的答對率和相似程度的相關分析 .................................... 93 

表四-30 實驗字組的辨識理解度區間之排序分數對應表 ........................................ 97 

表四-31 受試者的實驗字組字形差異度之排序分數對應表 .................................... 97 

表四-32 各教學排序階段之實驗材料字組 ................................................................ 99 

表四-33 受試者與母語者字形差異度的相關分析矩陣 .......................................... 100 

表五-1 各答對率區間字組的三種字形特性分布情況 ............................................ 114 

表五-2 簡化方式類型與平均答對率 ........................................................................ 117 

表五-3 本研究與楊忠諺(1999)、萬波(2001)較易辨識簡化方式類型前五名對照 119 



 

vii 
 

圖目錄 

圖二-1 漢字處理的單路徑模型(A)與雙路徑模型(B) ................................................ 49 

圖三-1 實驗一呈現畫面 ............................................................................................... 62 

圖三-2 實驗二呈現畫面 ............................................................................................... 64 

圖三-3 實驗二每個嘗試中的五度量尺 ....................................................................... 64 

圖三-4 研究施測流程 ................................................................................................... 66 

圖三-5實驗一和實驗二流程示意圖 ............................................................................ 67 

圖三-6 歡迎語 ............................................................................................................... 67 

圖三-7 實驗一指導語第一頁 ....................................................................................... 68 

圖三-8 實驗一程序 ....................................................................................................... 68 

圖三-9 實驗二程序 ....................................................................................................... 69 

圖三-10 E-Merge 2.0 file 資料呈現 ............................................................................. 70 

圖三-11 研究者重新編碼後的實驗一資料 ................................................................. 71 

圖三-12 研究者重新編碼後的實驗二資料 ................................................................. 71 

圖四-1 教學排序計分程序 ........................................................................................... 98 

圖五-1 輸入、吸收與輸出三者的關係圖 ................................................................. 110 

圖五-2 各答對率區間的三種字形特性的字組比率折線圖 ..................................... 115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一、印尼華語文教學的漢字字體使用現況 

隨著近年來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華語文成為世界各國積極學習的重

要語言之一。歐、美、亞等各地的各級學校，都紛紛的開設華語文課程，

再加上也有許多外國的商業人士，因為中國近年來經濟、開發商機的種種

因素，進而重新回到各地的學校中學習華語。根據 2008 年國科會資料顯示，

初步估計已超過三千萬人學習華語，且全球約 100 個國家中，超過 2500 所

大學設有華語課程。可見全球因著中國市場的成長，而學習華語的人數隨

之增長可視為一個現象，也更可說是未來的趨勢。 

根據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至民國 99年底的統計1，印尼是全球中除了中

國以外之華人最多的國家，而其就如同上述華語熱潮的影響下，印尼不僅

學習華語的華人增多，就連當地的印尼原住民也對華語產生熱烈與高漲的

學習熱情(溫北炎，2001)。此外，華語文教育在印尼亦已被納入國民教育

當中，即華語已經成為印尼國民教育的第二外語教學的主要範疇了。而且

印尼的國家教育部校外教育司並著手準備在一些全天的中小學學校開設華

文課程，此將使華文成為排在英語之後的第二外語(溫北炎，2001)。 

華文在印尼近 40 年的歷史裡曾被列為非法語言。然而印尼政府始於

1999 年允許在校學生選修華語，民間也可開辦有關華語文教學的中文學

校，而後便有更多的國立、私立大中小學校及幼稚園紛紛開設華文課程。

因而，現今除了具有悠久歷史的國立印尼大學漢學院外，日惹、棉蘭、雅

加達、泗水和萬隆等地的大學，亦已經在學校裡開設或正在籌辦中文系。

此外，2001 年印尼與大陸教育部門簽署在印尼舉辦漢語水平考試（HSK)

的協議書，第一次在雅加達等 4個城市舉行，就已有 1192 人報名參加考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資料取自 http://www.ocac.gov.tw/public/public.asp?selno=9429&no=9429&leve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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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見，全球華語文教學正蓬勃發展，然而談及華語文教學，漢字

字體始終是備受關注的議題之一。印尼的華文從 1994 年開始復甦，經過了

從華文教育到華文教學的轉型路程，而在此過程之中，傳統字和簡化字之

漢字字體使用情形與範圍也隨之起了巨大的變化（陳玉蘭，2008)。此轉變

亦即漢字使用範圍從傳統字轉變成簡化字且簡化字使用人數逐漸擴大，陳

玉蘭（2008)曾就著這種轉變說明了三個主要原因，研究者以之為基礎並參

考其他學者的文章及計畫報告，整理詳述如下： 

（1)簡化漢字以拉丁字母的漢語拼音為讀音工具，對母語已為拼音文

字的印尼初學者來說具有讀音優勢，並加上簡化字的筆畫少，易於認讀與

書寫。筆者在此認為筆畫少，且字形表層給人易於書寫和認讀的印象，應

才是簡化字受到學習者廣泛接受與使用的主要原因。若是因為讀音的因

素，傳統字實也可藉由漢語拼音為其語音工具，而並不一定要以注音符號

表示，亦即筆者認為華語中漢字字形與語音的連結並非像其他拼音文字一

樣擁有著密切的關係，因而漢語拼音之讀音優勢應為次要因素，非為轉變

中重要的原因。 

（2)在考試鑑定方面，HSK 漢語水平考試在印尼為目前權威的華語語

言能力測驗，而在此考試中所使用的字體為簡化漢字。此測驗除了針對學

習者的能力鑑定，對於教師能力方面也有通過政府所定標準的基本要求。

亦即印尼政府為了解決專業師資缺乏的難題，加上試求華語文教學長遠的

發展，於是針對欲在國民教育體系中從事華語文教學工作的教師，提出教

師須具備「漢語水平考試成績必須在 6 級（即中等 C 級）以上」；「曾接受

印尼官方（教育部）認可的專業培訓，並獲結業證書」；「具有大專學歷（陳

清章，2002）」三個條件之明文的規定2。除了 HSK 等級規定之外的後兩點

條件亦都與中國大陸有直接密切的關係。在須獲得官方專業培訓證書的方

面，中國和印尼官方合作推動了許多短期教師培訓的課程，結業後的證書

讓印尼華文教師獲得了公開任教的護身符（宗世海、李靜，200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 98 年度專案計畫-數位學習與典藏產業推動計畫產業輔導與升級分項計

畫-東南亞主要國家華語文市場研究期中報告，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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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具有大專學歷的條件而言，中國也有提出針對印尼教師迫切需要學

歷與取得教學資格的對應策略，例如：中國泉洲華僑大學所提供的一系列

「漢語教育自學課程」（宋如瑜，2005)。由此可見，中國針對印尼以證照

主導的政策所提供的各種對策，影響印尼華語文教學甚大。 

（3)教材的選用上，以簡化字的教材為主，其因也是教學單位和教師

基於考量學習者須參加 HSK 漢語水平考試，而多有選擇簡化字教材的做

法。陳玉蘭（2008)曾對屬於印尼國民體系開辦的學校所使用的教材進行調

查，雖然調查涉及的層面包含幼兒、小學生、中學生、成年（大學生)使用

的華語文教材，但僅先針對小學生華語文教材的使用進行了深入的分析。

其調查結果為：小學階段使用中國大陸出版、新加坡出版的華語文教材共

有 96.32%，而這些教材都使用簡化字。另外，臺灣經濟部工業局 98 年度

專案計畫之東南亞主要國家華語文市場研究期中報告，也針對 2006、2007

年來臺研習的印尼華語文教師使用的教材進行調查與統計。得知印尼長久

以來缺乏適合當地學習者與當地民情的教材，且在印尼常用的四套教材，

分別為新加坡出版的《小學華文》、中國所出版的《漢語》、《漢語教程》以

及由暨南大學編寫的《中文》，下表一-1 為四套教材的使用比例： 

表一-1 四套常用教材的使用比例 

教材 新加坡 

《小學華文》 

中國 

《漢語》 

中國 

《漢語教程》 

中國暨南大學 

《中文》 

百分比 23.75% 17.50% 15.00% 8.75%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98年度專案計畫-數位學習與典藏產業推動計畫產業輔

導與升級分項計畫-東南亞主要國家華語文市場研究期中報告,2009) 

另外，根據其報告中，更顯示來臺研習的印尼華語文教師在教學時的

漢字字體使用上的統計，於 2006、2007 年來臺研習教師中，只有 5%單一

用傳統字教學者，這些使用傳統字的教師皆曾在臺灣受過教育；與上述情

況相較之下，單一使用簡化字教學的教師，則有 73.75%；其餘則有 21.25%

的教師兼用傳統字與簡化字來教學。 

由上述統計與調查可知，基於以華語為第二語言學習者，因筆畫少而

較易偏向學習簡化字、漢語考試的普及、中國在印尼投入教師培訓的積極、

教材使用多以中國出版為主的種種原因，簡化字已經成為印尼華語文教學

在漢字的使用與學習的普遍且主要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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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高等教育擴招東南亞留學生政策 

近年來我國教育部提出的高等教育輸出政策，是基於因應國內少子化

和高等學校擴張成立的現象，目的是為了解決國內大專院校日後招生不

足，此輸出政策成為這些招收不足而面臨倒閉或惡性競爭的學校解決方法

之一。臺灣欲成為東亞高等教育研究重鎮之願景，目前是以雙向方式輸出

我國高等教育產業，透過持續強化招收外國學生來臺留學政策、擴大招收

東南亞留學生及境外開課招生(繆振梅，2012)。根據 2012 年 10 月 25日中

央通訊社的報導3，教育部 2012 年 20 日到 25 日在印尼舉辦臺灣高等教育

展，由臺灣科技大學領軍，帶領了臺灣大學、清華大學、輔仁大學等近 40

所大學參與。會中各校和學生面對面交流，提供學程、申請入學及獎學金

等資訊，吸引上千人次前往參觀。會後率領的臺科大表示：「東南亞學生來

台就讀的意願亦不低，而且就往年經驗而言，歷年招收的優秀印尼學生，

求學態度積極，研究表現優異，深獲肯定；為吸引優秀學生來臺，雙方政

府也提供獎學金鼓勵學子來臺求學。」此外，臺灣亦從去年開始承辦要在

印尼設置臺灣教育中心，用以宣傳並招收印尼的學生來臺灣就學或者開辦

華語文教學。此外，根據教育部針對 96 到 98 學年度東南亞國際學生在臺

的數據統計，由表一-2可見其東南亞國際學生數量有逐年增加的趨勢。 

表一-2 東南亞國際學生在臺數據統計 

 96 97 98 

東南亞 

學生數 

國際生 

總數 
百分比 

 

東南亞 

學生數 

國際生 

總數 
百分比 

 

東南亞 

學生數 

國際生 

總數 

百分比 

學位生4 2,358 5,259 44.4% 3,022 6,258 48.29% 3,947 7,764 50.84% 

僑生 6,027 12,840 46.94% 5,822 11,462 50.9% 5,933 10,8 5463% 

華語生 2,599 10,177 25.5% 201 11,651 24.04% ,798 11,612 24.10% 
 

(資料來源：教育部電子報 418 期
5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資料來源：中央社 2012/10/25  http://www.cna.com.tw/News/aEDU/201210250077.aspx 

4
「學位生」：來臺取得學位(學士、碩士或博士)之東南亞籍留學生；「僑生」：具有華裔身分，

來臺取得學位或學習華語之學生；「華語生」：來臺學習華語的東南亞籍學生。 

 

http://www.cna.com.tw/News/aEDU/201210250077.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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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東南亞國際學生在臺學習的人數統計中，印尼學生的人數在近

幾年的東南亞國際學生總人數中皆於前三名，表一-3 呈現東南亞各國來臺

留學生統計。由表一-3 顯示，就東南亞或亞洲而言，印尼學生來臺學習的

數量，具有逐年增加的趨勢，且印尼是國際學生來臺中，不容小覷的來源

之一。 

表一-3東南亞各國來臺留學生人數統計 

國別/學年度 96 97 98 100 

越南 806 1,098 1,537 3,922 

馬來西亞 700 871 1,224 7,256 

印尼 425 534 615 2,520 

泰國 194 252 304 1,287 

菲律賓 126 173 177 429 

新加坡 30 35 52 331 

緬甸 49 41 26 560 

柬埔寨 28 17 11 9 

汶萊 0 1 1 17 

總人數 2,358 3,022 3,947 16,331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電子報 418 期6和全國大專院校外國學生生活資訊網統 

計資料7) 

第二節 研究動機 

外籍學習者在學習華語時，漢字可以說是困難卻又是重要的部分。任

何的學習活動，凡是在課堂中有教材或文本的教學，亦即只要教學活動離

不開文本、教材閱讀，就亦與漢字的認讀息息相關。不過，自 1949年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教育部電子報 418 期 http://epaper.edu.tw/topical.aspx?period_num=418&topical_sn=466&page=0 

6
 教育部電子報 418 期 http://epaper.edu.tw/topical.aspx?period_num=418&topical_sn=466&page=0 

7
 全國大專院校外國學生生活資訊網 http://ois.moe.gov.tw/html/O00Statistics.html 

http://epaper.edu.tw/topical.aspx?period_num=418&topical_sn=466&page=0
http://epaper.edu.tw/topical.aspx?period_num=418&topical_sn=466&page=0
http://ois.moe.gov.tw/html/O00Statistic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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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臺灣和中國有著本質上不同的社會制度、不同的政治體制的影響，兩

岸在經濟、教育、社會、文化等方面便有了不同而且明顯的差異，並且這

種彼此多方面的差異，也同時反映在語言文字系統當中。因此，漢字便亦

在這種兩岸的差異之下，有了各自所持的面貌，亦即臺灣所採用的是傳統

字，而中國則以簡化字為規範字。 

就漢字本身的學習上來說，漢字認知一直是學習者的最大障礙（崔永

華，2005)，對於拼音文字背景的學習者尤其是望漢字而生恐懼。而在多數

學習者面對學習漢字時認為漢語拼音很方便，而且有「我會說就好，所以

不想學漢字」的情況，加上若要學習者在這種漢字簡化字和傳統字的擇一

學習的話，必定較容易傾向選擇學習筆畫較少，書寫起來也比較容易的簡

化字。因此，在世界所掀起的學習華語文熱潮當中，我們可以觀察到華語

文中的簡化字已經成為學習市場的主流，只是這樣的情況對於同樣在華語

文教學中使用傳統字的臺灣來說，便漸漸地處於華語熱市場中的劣勢（黃

宜雯、張炳煌等人，2011)。 

以往兩岸的學者對於傳統字和簡化字的討論，多在於爭論兩者的是非

優劣與文化傳承等問題（楊忠諺，1999)。傳統字的支持者，多在強調傳統

字與簡化字相比，較有能夠傳承文化的優勢，並就學習方面而言，簡化字

簡化了字形，具有其多重缺失，例如：許多原來可從古文字解說的字失去

了優勢；為了讓寫字時少寫幾筆，卻讓學生多學了許多部件等（黃沛榮，

2011)。這些學者提出之傳統字所具有優勢的論述，雖然說明了簡化字更容

易造成學習者地負擔，加上近來學界在學傳統字識簡化字及學簡化字識傳

統字的問題上，雖普遍學者也認為學傳統字識簡化字較為容易。然而這些

論述，卻也無法改變簡化字在全世界的華語文教學中已被普遍使用之不爭

的事實，且可見此些基於學術的論點，與學習者的認知及選擇上有些許落

差。因此，這些在漢字兩字體優劣是非之討論的議題雖是值得且具有相當

的意義，只是與其立足在傾向政治或積極反對的立場之筆戰爭論。不如站

在華語文教學實際角度來看，我們該如何幫助外籍學習者有效的同時識讀

兩種字體，而且若能在已有學習簡化字的學習者的學習基礎上，利用他們

已有簡化字之漢字學習基模，讓他們不排斥並有效率及有方法的識讀傳統

字。若藉由實驗從中了解學習者的辨識率和所評估的字形相似程度排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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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並將之應用在教學排序和設計上，如此應才是華語文教學中更重要且

當務之急的議題。 

對於學習華語的外籍學習者而言，學習一種字體就已需要費盡功夫與

氣力，然在面對另一種漢字的字體時，可能產生必須當成兩種完全不同的

系統，如此的現象影響華語文簡化字和傳統字使用選擇與範圍甚大。而目

前簡化字的使用上在華語文教學中較成為主流，在上一節研究背景所提及

之印尼的華語文教學亦是如此，然而來臺學習的印尼學生卻也是臺灣高等

教育輸出東南亞政策的一大重要國家，從數據看來印尼學生人數在東南亞

國際學生總人數排名第三。由此可見，印尼學生來臺灣學習的人數是一筆

可觀的數量且有逐年增長的趨勢，因而應有為數不少的印尼學生先在當地

學習華語作為來臺灣就讀高等教育的基礎，然而所學的是簡化字為大宗，

來臺灣後所接觸到的並非簡化字，而是傳統字，學習與生活上會產生適應

上的困難。這種現象似乎也是目前臺灣華語或高等教學界會面臨到的問題。 

於是，處於少數使用傳統字地臺灣華語教學界，若能重視已有簡化字

學習背景的學生，來臺灣學習後所接觸到傳統字的困境，而因著這個辨識

研究了解學簡化字的學習者在辨識傳統字上透過學習者認知的角度所判斷

的兩字體辨識度，設法運用在設計教學，使得學習簡化字的學習者能夠快

速且有效的識讀傳統字，這應也能使傳統字在華語文教學上保持一定的地

位，而不致於傾向簡化字之一面倒的情況。 

就本研究欲探討的主題而言，亦即在有簡化字學習基礎的華語學習者

對於相對應的傳統字，以學習者的角度在兩種字體相互辨識上產生的認知

難易度為何。此外，由上一節可知，在印尼的華語學習上，不論是教材或

教師使用簡化字佔了整體之多數。因此，筆者將以簡化字使用普遍的印尼，

即針對具有學習簡化字背景的印尼華語學習者，進行兩字體的辨識認知判

斷作業，從語言學習者的認知基礎上了解這些簡化字所相對應傳統字的辨

識難易度，希望能提出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的教與學的循序漸進排序，進

而推展在簡化字教學中導入傳統字的辨識，提供針對未來已有學習簡體字

經驗的學習者一個教學排序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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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 簡化字（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曹瑞泰（2007:96)曾指出：「非漢語文字專業者大都將『簡體字』與『簡

化字』視為同義詞，然而簡體字並不等同為簡化字，只能說簡化字是以簡

體字為基礎，建構出來的，因為多數簡體字的產生也是因應當時社會使用

的需要。」黃沛榮（2011)也認為字形簡化的現象是自古以來的，而最早在

先秦時就已有此簡化的情況發生，且在歷代的俗字中更屬常見，例如古代

的省體即為簡化字形的一種方式，如：「雧」省為「集」（黃沛榮，2011)。

但是歷代中的漢字字形簡化，通常是個別的，為逐漸發展而形成的，且此

種簡化產生的漢字在整體所占的比例不多，亦不影響漢字系統的穩定性。

它並非像中國的文字改革，是突變的，而導源於〈漢字簡化方案〉所產生

的字，便稱為「簡化字」，故可見簡體字和簡化字不同。中國所稱為「簡化

字」，隱含著文字改革的目的性及方向性（黃沛榮，2006、2011)。鄒哲承

和黎明（1996)、解文艷（2006)也有類似的看法，認為簡體字和簡化字是

兩個不同的概念，簡體字為流行於群眾之中、未經整理和改進的形體較為

簡易的俗字，不具有法定性，而寫法可為一種或多種；而簡化字則指在簡

體字基礎上，透過專家整理與改進後，由政府主管公布的法定簡體字，其

寫法相對來說只有一種。 

維基百科對於「簡化字」的定義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國大陸地

區推行的規範漢字中經簡化過的漢字。同一漢字，簡化字通常比未簡化漢

字的筆畫為少。簡化字是在簡體字的基礎上經整理改進由政府主管部門公

布的法定簡體字，具有唯一性。在中國大陸，現行的簡化字是收入《漢字

簡化方案》(後發展成《簡化字總表》)中的簡化字。」由此可見，「簡體字」

和「簡化字」雖僅有一字之別，但其所謂的內涵卻相差甚遠。亦即「簡體

字」自古已有之，不具法定性；而「簡化字」是指中國現行的規範字，具

有法定性。 

就上述說明後，本文所探討的為中國現行法定使用的簡化字，且此受

到規範而成的簡化字已是全球各地華語學習者所學習的漢字字體主流。因

此，本文所研究的字體便為「簡化字」，而非歷代自古有之的「簡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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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傳統字（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兩岸有關社會、教育、文化等問題，常被國際社會拿來相提並論，「文

字」亦不例外（黃沛榮，2011:34)。與中國所推行的簡化漢字之相對應的漢

字字體一般被稱為「繁體字」，而此相對的「簡體字」與「繁體字」名稱，

普遍為全球所相繼沿用，例如我們在網頁或電腦字體上，也習慣以「繁體

中文」與「簡體中文」兩者對應作為字體的選擇。 

若從現今許多字的寫法來看，實與傳統文字字形大致相同。而自從中

國普遍推展經由簡化後的漢字字體後，在兩字體相較之下，可見傳統字的

筆畫較多。根據黃沛榮（2011:35)的說法，其認為為避免討論漢字問題時節

外生枝，因此任何有褒貶意味的稱呼都應避免使用，對於「繁體字」、「正

體字」之稱不恰當的原因，其說明是： 

由於「繁」有「繁複」、「麻煩」之意，稱傳統字形為「繁體字」使人產生誤解

或偏見，可說是對傳統字形的「蔑稱」，令人無法接受。…對於臺灣來說，現行

文字源自傳統，稱之「正體」，自屬恰當；然而在與「簡化字」相提並論的情況

下，「正體」一詞未必是最佳的選擇。因為「正」含有「標準」的意義，自稱「正

體」，當然有排斥其他字形「不正」的意味，是故此詞具有高度敏感性。（黃沛

榮，2011:35) 

而現今漢字兩字體在英文中有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與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之別。由此可見，「傳統字」之名用以表示臺

灣使用之漢字字體，其名稱和英文相應，不僅較為中性，不具強烈褒貶涵

義，且另一方面亦具有顯而易懂，不易使人產生誤解的優點。故筆者在本

文中將臺灣的所用漢字字體稱為「傳統字」，此外，文中若提及學者們的文

獻時，將不修改其他學者文獻對於字體稱呼之用法。 

三、 漢字辨識判斷作業 

本研究中的漢字辨識判斷作業，是指學習或接觸簡化字的受試者，在

實驗畫面中看到簡化字後需要做出判斷的過程。在此判斷作業中，受試者

需做出判斷反應，亦即何者是此字的正確相對應傳統字以及判斷兩字體在

字形上的相似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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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印尼籍華語學習者 

本研究所指之印尼籍華語學習者是出生地於印尼，母語為印尼語，此

外，由於本文所需接觸或學習簡化字的受試者，因此研究對象是在當地學

習華語的學習者，並且使用的教材皆為中國出版者。 

第四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旨在透過使用 E-Prime2.0 所設計的 124 組簡化字和相對應傳統

字之漢字辨識作業，了解接觸或學習簡化字的印尼華語學習者，在實驗中

辨識相對應的傳統字時的正確度，並且了解學習者對於簡化字和相對應傳

統字字形認知上的相似程度。綜合實驗結果與字頻使用度作為排序考量因

素，提出符合認知難易度原則的簡化字和傳統字的教與學先後排序。 

本文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提出以下研究問題：針對接觸與學習簡化字的

印尼籍華語學習者，在漢字兩字體的辨識判斷作業中， 

1. 受試者的正確辨識率與其基本背景資料的關係？ 

2. 所有實驗字組裡，答對率最高的是哪些？反之，答對率最低的是哪些？ 

3. 答對率最高和最低的字組之簡化字和傳統字字形間的特性各為何？ 

4. 答對率和相似程度判斷的相關性為何？是否呈現正相關？ 

5. 針對 124 組相對應簡化字和傳統字，符合認知難易度循序漸進原則之由

簡化字辨識傳統字的教學排序為何？ 

第五節 研究範圍 

本節要說明的是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範圍。其分成兩個部分，一為研究

對象的範圍；另一則為本研究漢字辨識判斷作業之實驗及教學排序的簡化

字和相對應傳統字字組挑選範圍。 

一、 印尼日惹地區 

本研究以印尼籍華語學習者為例，而上曾就此定義為出生於印尼，母

語為印尼語，且在印尼當地學習華語並使用中國出版的教材的學習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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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並非涵蓋印尼全國所有地區，而是僅針對印尼日惹地區

的學習者進行漢字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判斷作業之實驗，其中包含

Universitas Gadja Mada（簡稱 UGM)大學中文系一個班的學習者和

Universitas Atma Jaya Yogyakarta 語言中心的密集班（Intensive Mandarin 

Program，簡稱 IMP)與短期班（印尼語：Scumm)的華語學習者。 

二、 簡化字與傳統字字組 

本研究的重點為藉由所設計的漢字辨識實驗得出之結果，擬定由簡化

字辨識傳統字的教學排序。 

楊忠諺（1999)比較分析王還等（1986)的《現代漢語頻率詞典》和中

文詞知識庫小組（1993)的《新聞語料字頻統計表》前 1000 個使用頻率高

的漢字，得出了 776 個傳統字和 772 個簡化字是相對應的。並且他從這些

相對應字組中，發現字形相異的共有傳統字 289 個和簡化字 285 個，這些

字組在他研究中所附上的附錄是以字組中簡化字的筆劃少到多排列。 

因此，在實驗字組材料的範圍上，本研究則是從楊的前 1000 個使用頻

率最高的簡化字和相對應傳統字的表中，挑選其中有灰底標注為字形相異

的前 124 組簡化字和相對應傳統字字組。剩餘排列在後，字形具有差異的

相對應兩字體字組則不列入本研究的實驗以及教學排序之研究範圍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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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進行簡化字辨識傳統字判斷作業之實驗和提出其教學先後順序之前，

除了必須建立在前人相關研究的基礎上，另外也應對漢字簡化由來、漢字

簡化的方法、簡化字和傳統字的關係，以及漢字如何被辨識的歷程、視覺

加工單位有所了解。因此，本章先從漢字簡化的探究著手，了解漢字歷史

所呈現的簡化趨勢與事實，並且說明中國和臺灣各所規範的字體之差異；

接著，第二節則探討相關的簡化字和傳統字辨識研究；第三節說明漢字認

知的心理基礎與理論，了解漢字辨識的歷程與視覺單位之相關討論。最後，

第四節就漢字教學語法，探究教學語法的基礎屬性以及其排序總則、難易

度評定，並將其相關原則應用至本研究的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之教學排序。 

第一節 漢字簡化的探究 

一、 漢字簡化的趨勢 

語文具有可變性，其包含兩個方面的意義。一為語言與文字數量的可

變性，是指社會中語言與文字隨時代而變化，新的語言或字彙經由約定俗

成產生而取代不適宜或舊有的（鄭昭明，2009)；另一方面的意義，則是指

文字字形結構的可變性。就漢字而言，從圖畫文字演變到現今漢字字體，

可見文字字形演變是不可避免的。漢字擁有悠久的歷史，其字形大致在漢

代以後就固定了，此後的演變過程中出現過「繁化」與「簡化」的模式（汪

學文，1990；周質平，1994)。例如：宋元時期，許多漢字發展出部分通行

民間的簡體或俗體字，而這些簡體字在明、清代的書面記載上也仍可見，

並且流傳兩岸（鄭昭明、陳學志，1992)；至於簡字繁化的部分，根據孫伯

繩和俞運之所編的《古代簡化漢字》，其中列有簡化字 1500 個，而今通行

的僅有 115 個（李菁菁，2009)。 

由上述可見，繁化、簡化的兩條演化線是並進於中國文字演進（李菁

菁，2009)，然若以整個演變的趨勢來看，「簡化」幾乎是演變的一個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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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基於人們對於易書寫和易認讀的要求（艾偉，1949；王鳳陽，1992；

王寧，1991；胡瑞昌，1992；鄭昭明，2009 )。高更生（2002)亦指出「簡

明」是漢字發展的基本趨向，「簡」是指手段，「明」則為目的（即指字理

上音義明確以及相關字各自有自己的區別特徵而能明確無誤)，古文字、隸

書、楷書就在這樣明確的前提下簡化。由於語文的變異性，因此關於漢字

發展的基本趨向，則有「漢字發展僅是簡化」和「漢字發展趨勢非簡化，

而是穩定的」的兩種觀點。但這兩種觀點都是有所偏頗的，前者主張越簡

化越好，因此採取強制性的簡化，違反了漢字的發展規律；後者則是認為

應該維護傳承下來的傳統字，不過就上述漢字整體演變而言，這也違反了

漢字「簡化」的發展規律（高更生，2002)。隨著漢字演進主要趨勢-「簡

化」，現今中國為了積極改善文盲與整頓文字，針對訂定用字標準，前後成

立了「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並也在 1956 年和

1964年先後公布了「漢字簡化方案」和「簡化字總表」。後者分為三表，共

有 2238 個簡化字。此簡化的演進背景使得使用傳統字系統的臺灣與中國在

部分文字上有了各自的正規系統。由於產生的兩種不同系統，另也造成了

學術界上的對於漢字固有的特色是否會因簡化而消失有不少的討論，但大

部分僅在爭議優劣，並未全面性的討論（李菁菁，2009)。 

對於漢字簡化趨勢的一些事實與現狀，鄭昭明（2009)曾就三方面進行

說明，即一為「漢字的繁雜是一項事實」，是指漢字既要對外界事物意義有

所表徵，又要承載語音的訊息，所以形體的繁複瑣碎往往是不可避免的；

二為「文字的演變是一種常態，而非異態」；第三是「兩岸都使用簡體字，

只是數量彼此不同」，此雖指兩岸都有使用的情況但實有所不同，中國是政

府所規範的「簡化字」，而臺灣則仍為民間書寫而非政府規範的「簡體字」。

從漢字的演進來看，「簡化」並非中國對漢字進行的特殊改革，反而是一個

漢字演進的趨勢與事實。基於此，我們更應如同楊忠諺（1999)和李菁菁

（2009)所說：以現有的環境為考量，著眼於對於臺灣母語者或華語文教學

上如何克服繁簡的差異，以利溝通而更為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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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簡化字與傳統字比較 

在此節所探討的是簡化字與傳統字在一些方面上的比較研究。首先了

解兩字體在字形結構上，包含有漢字空間結構、構字原理以及筆畫數差異；

其次是說明前人對於漢字簡化之形聲字聲旁以及音近兼併現象所做的兩字

體比較研究。 

(一) 字形結構 

1.空間結構與構字原理 

針對兩岸差異最明顯表現在字形上，費錦昌（1993)以臺灣教育部公佈

之《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為基礎，比較分析了中國大陸的《現代漢語常

用字表》、《現代漢語通用字表》。在三表用以比較的 4768 字中，中國大陸

和臺灣字形不同的共有 1669 字（35%)，包含簡化字與傳統字、選用字與

異體字兩類，此是站在語文工作者的立場上所得的結果。然其認為若就讀

者而言，著眼於閱讀要求，而所得的統計在字形具有差異者可分為兩類：

一為「字形略有差異，但不構成閱讀障礙的共有 1864 字（占 39%)」；另一

則為「字形不同的共有 975 字（占 20%)」。本研究為了解那些字形差異的

相對應簡化字和傳統字，受試者在辨識時的正確率以及對兩者相似程度判

斷之結果，綜合兩者並加上其他相關因素而擬出教學排序。因此本研究在

漢字辨識判斷作業裡之材料便以上述所說字形差異的相對應簡化字和傳統

字為主，且進一步考慮頻率。 

不論簡化字或傳統字，每個漢字都可分析成不同層次的成分。然而簡

化後的簡化字和傳統字在字形結構上有何差異？許芳沂（2010)曾以「字形

的空間結構」和「構字原理」兩方面進行分析。就構字原理而言，簡化字

除了原有的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種外，還多了「符號字」一種，如：

以「又」符號代替重複或複雜的部件，如，「对」、「戏」、「难」、「欢」等。 

就字形空間結構而言，漢字在空間上不外乎分為單體字和合體字（賴

慶雄，1999；黃榮村、賴惠德，1999)，合體字中則有不同的組合方式，如

葉素玲等人(葉素玲、李金鈴、陳一平，1997；Yeh, 2000；葉素玲、林怡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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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鈴，2004)依據實驗所得，將漢字分為水平(包含水平二分、水平三分)、

垂直(包含垂直二分、垂直三分)、P 形、L 型和包圍之五大類；賴慶雄（1999)

將之分成上下組合式、左右排列式、內外併接式；黃榮村與賴惠德（1999)

則分為左右形、上下形、包圍形三類。簡化字的簡化改變了空間結構的情

況，依照許芳沂（2010)的分析，研究者略述如下： 

1.合體改為獨體： 

(1)原為上下結構：如，万（萬)、乐（樂)、农（農)等。 

(2)原為左右結構：如，才（纔)、出（齣)、丑（醜)等。 

(3)原為包圍結構：如，厂（廠)、飞（飛)、关（關)等。 

(4)原為左中右結構：如，术（術)、卫（衛)、办（辦)等。 

(5)原為上中下結構：如，韦（韋)。 

2.合體結構改變： 

(1)上中下結構： 

(1.1)改為上下結構：如，宁（寧)、筑（築)、蚕（蠶)等。 

(1.2)改為左右結構：如，叶(葉)。 

(1.3)改為包圍結構：如，尽（盡)。 

(2)左右結構： 

(2.1)改為上下結構：如，愿（願)、总（總)、点（點)等。 

(2.2)改為上中下結構：如，蔑（衊)、（壳)殼、离（離)等。 

(2.3)改為包圍結構：如，后（後)、困（睏)、网（網)等。 

(3)上下結構： 

(3.1)改為左右結構：如，制（製)、別（彆)、巩（鞏)等。 

(3.2)改為包圍結構：如，向（嚮)、医（醫)、庄（莊)。 

(4)左中右結構： 

(4.1)改為左右結構：如，致（緻)、碍（礙)、衬（襯)等。 

(4.2)改為上下結構：如，霉（黴)、条（條)。 

(5)包圍結構： 

(5.1)改為左右結構：如，板（闆)、肤（膚)、刮（颳)等。 

(5.2)改為上下結構：如，茧（繭)、克（剋)、辟（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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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見，簡化後的簡化字與傳統字在字形空間結構以及構字原理

上的差異。但大體而言，簡化字尚在獨體字和合體字的大內涵當中，只是

因為簡化的方法不同而使一些字形在結構大內涵上產生內部的變動。雖然

如此，受試者接觸或學習簡化字時所認識的漢字結構，和相對應傳統字的

結構有所不同，可能在受試者辨識傳統字時造成些許的影響，亦即研究者

認為由於兩字體字形空間結構的改變，受試者便可能認為簡化字和相對應

的傳統字是兩個不同的漢字，而因其具字形空間結構不同的關係，影響其

辨識出正確的相對應傳統字之結果。因此，研究者藉由本研究各實驗字組

的答對率，希冀分析出並了解字形空間結構是否如上所推測的一樣，是影

響受試者辨識率高低的兩字體字形特性因素。 

2.筆畫數對比分析 

簡化漢字指的是簡化漢字筆畫和簡化漢字通用字數（特別是淘汰異體

字)，以利於應用，而簡化漢字的筆畫是從 1956 年 1月 31日《人民日報》

發表了國務院《關於公佈〈漢字簡化方案〉的決議》和《漢字簡化方案》

開始的（胡瑞昌，1995)。許芳沂（2010)就中國《現代漢語常用字表》的

2500 字，進行簡化字和傳統字的筆畫數對比分析，其發現兩字體的筆畫差

異數，差距甚大，亦即差距從相差 1 畫到 15 畫皆有。從許芳沂（2010)的

研究中，我們可以了解被簡化的傳統字與簡化字筆畫數差異的情況，然無

法得知簡化字和傳統字的平均筆畫的差異，及其簡化所帶來的效果如何。 

在兩字體平均筆畫差異數方面，根據胡瑞昌（1995)統計，在簡化字使

用之後，日常用字平均筆畫（9.2 畫)比未簡化以前的 2000 個常用字的平均

筆畫（11.2 畫)少了 2 畫。鄭昭明（2009)則是對比中國所使用的 2100 多個

簡化字（去除異體字)與其相對應的傳統字之筆畫數上的分配，發現漢字簡

化前後的筆畫數分別為 16.01 和 10.10 畫，亦即顯示漢字筆畫平均縮減了約

6畫。此外，由於一些簡化字完全取代其對應的傳統字的情況，鄭昭明（2009)

則更進一步與《中華新字典》中並無簡化的字混合起來求其筆畫數的分配，

其筆畫數的統計結果，平均筆畫數為 11.4 畫，和純傳統字（平均筆畫數為

12.9 畫)。相較而言，減省了 1.5 畫，並亦針對考慮簡化字對於常用字書寫

上的效果，統計出簡化字和傳統字兩者的平均筆畫數僅相差 1.8 畫。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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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出簡化漢字的效果使書寫一字平均減少 1 至 2 畫，而其結果與胡瑞昌

（1995)簡化前後常用字筆畫數差異的統計結果（簡化字較傳統字平均少 2

畫)相同。 

至於筆畫數簡化的效果方面上，鄭昭明和陳學志（1992）；Cheng& Chen 

（1993）不僅統計出兩字體平均的筆畫數差異，更列出兩千多字簡化前後

筆畫數變化的分配圖(橫軸為繁體字筆畫數，縱軸為簡化後的筆畫數)，認為

字數的分配距離對角線越遠，簡化效果越佳；反之，越近則效果越差。但

由於其統計發現被簡化的傳統字之筆畫大抵在 11 到 20畫間，超過 20 畫被

簡化的傳統字僅占兩千多字的 13.9%，且這些字有一半的數量其簡化後的

筆畫數仍在 14 畫以上。因而他們認為簡化之後並未顯著降低書寫的筆畫

數，且顯示簡化的字數不多，對於書寫簡省的助益可能發揮的效果仍舊不

大。 

由兩字體筆畫數的對比分析上可見，雖然簡化字和傳統字的平均筆畫

相差 1至 2畫（胡瑞昌，1995；鄭昭明和陳學志，1992；Cheng& Chern, 1993；

鄭昭明，2009)，但其實簡化字及其相對應的傳統字，在筆畫數相差情況上，

個別的差異甚大，亦即簡化字和相對應傳統字的筆畫數差距從 1畫到 15 畫

或以上皆有（許芳沂，2010)。漢字學習對於華語學習者普遍是個棘手的難

點，且通常華語學習者將漢字看作為個別的圖畫，因此筆畫差異大的兩字

體可能造成學習者認為簡化字和相對應的傳統字是兩個不同的圖畫（字)，

而便增加了其辨識出正確傳統字的難度。因而，本研究亦希冀透過漢字辨

識判斷作業中實驗字組的答對率，探討兩字體字形筆畫數差異是否為影響

實驗字組答對率高或低的特性因素。 

(二) 兩字體表音比較探討 

一般討論到簡化字和傳統字的差異時，除了上述筆畫差異和字形空間

結構的兩字體字形方面之外，也會提及表音的部分。在漢字兩字體表音方

面的討論，又屬形聲字聲符和同音替代是最多的。研究者將分別說明前人

對簡化字和傳統字的形聲字表音功能的探討以及簡化後的同音替代現象。 

根據段玉裁歸納後，形聲字佔日常使用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而中國報

業統計一千個常用字彙，形聲字也佔了百分之五十（葉德明，2005)。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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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形聲字占了漢字整體數量的大多數。然在簡化字和傳統字之字形差

異上，雖兩者皆有形聲構字原理，而其有何差異呢？針對簡化字和傳統字

形聲比較方面，從許長安（1991)對《簡化字總表》進行統計和裘錫圭（1991)

從純文字學角度談簡化字所舉的例子，可以發現有很多簡化字顯然優於傳

統字，亦即傳統字中較不能準確表音，或甚至原本已不當聲旁的聲符，都

在簡化字當中成為較能準確表音的形聲字。 

簡化字和傳統字的同音替代之數量很多，許長安（1991)經由統計《簡

化字表》發現同音替代字共有 99個，占 21%，且這些同音替代的字可分為

三類：1.純粹的同音替代，亦即沒有形、義關聯之代替字和被代替字，如：

板（闆)、別（彆)等；2.古通用字，是指古時同音同義，兩字通用者，如：

霉（黴)、范（範)等；3.刪去形旁之古時本字，如：辟（闢)、复（復、複)

等。費錦昌（1993)分析《簡化字表》亦指出：大陸一字頂臺灣兩字的有 150

個，大陸一字頂臺灣三字的有 10個。而 160 個簡化字就代替了 330 個傳統

字（楊忠諺，1999)。此些透過同音替代方式被替代的傳統字都是簡化字所

不使用的，然這些同音替代的簡化字，不僅有音韻調完全相同者，亦有音

近者。因此可知，同音替代的方式造成了所謂一字多音的現象。 

從上所述，我們知道簡化字形聲聲符表音較好及其同音替代的情況。

楊忠諺（1999)發現雖然在單字的情況下，學繁識簡和學簡識繁在辨識率上

是差不多的，但在句子情況下，學繁識簡的辨識率高於學簡識繁，且以簡

化方式類型來看，主要展現在「省一邊」、「形聲」、「同音替代」以及「複

合」四類。楊忠諺（1999)認為「形聲」與「複合」兩類是因為簡化字形聲

字的聲旁表音作用較好，因此學繁識簡的受試者看到簡化字時，有較好的

表音提示。而「同音替代」則是因為被替代的傳統字都是在簡化字中不被

使用的，所以對於學簡識繁的受試者來說是新的一批字而較難辨識出來。

而於萬波(2001)的研究，同樣進行了學繁識簡和學簡識繁的辨識調查，其

得出的結果並不相同，其結果為在具有聲音關聯且與上述所說「形聲」與

「同音替代」相等同之「字形發生整體變化-簡化字有聲旁提示字音」、「字

形發生局部變化-簡化字局部變化部分具聲旁作用」以及「合併同音字-簡繁

字間具有聲旁聯繫」這三類中，皆為學簡識繁的新加坡大學生之辨識率高

於學繁識簡的香港大學生。兩篇研究的受試者在簡化字形聲聲符表音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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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同音替代的情況辨識率上，所得出的結果並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兩

者所選的測驗用字有所差異，但由於萬波(2001)並未呈現出測驗用字，因

而測驗用字挑選差異之推測則有待進一步商榷。但可以確定造成差異可能

原因之一，應是兩者在簡化方式類型的分類系統上各有不同，亦即萬波

(2001)對於簡化字和傳統字間具有聲音聯繫者，細分到各大類中，此外像

是「合併同音字」此大類中也細分成三類；而楊忠諺(1999)則僅有「改形-

形聲化」和「同音替代」兩類。由於簡化方式類型之分類系統不同，所包

含的測驗用字則相對有所不同，因而可能產生分析結果上的差異。 

三、 漢字簡化方式類型 

前人研究為了解學習簡化字或傳統字的受試者，在辨識另一漢字字體

時，哪些屬於容易，或者哪些對於受識者而言較為困難。於是，他們在研

究中皆將簡化字和相對應傳統字，依照它們之間的對應關係分成不同的類

別，而此對應關係常是從簡化字如何從傳統字被簡化的方法著手。即使我

們知道語言結構分類可能無法直接反映出受試者的學習與認知，但因前人

有關漢字兩字體辨識的研究皆將其測驗兩字體進行分類後分析各簡化方式

類型的辨識率結果，例如：下節將提及的漢字兩字體辨識研究，如楊忠諺

(1999)和萬波(2001)兩者的不同漢字字體學習基礎的受試者之辨識情況調

查，也將測驗字分成幾個類別。因而，本研究若要與前人研究有所連結與

比較，亦必須將本研究實驗字組依據簡化方式分成幾個類型。然由於所要

比較的前人研究之簡化方式類型有所差異，因此本研究希冀透過探討學者

所提出的簡化方式類型，進而提出一套用以比較與連結前人漢字兩字體辨

識研究之結果的簡化方式類型。 

中國在發表〈方案〉時對於簡化字並未分類，且對簡化方法更無說明，

事實上是因為每一個簡化字有時兼具好幾種性質(汪學文，1987)。不過，

張成秋(2006)則認為簡化字與傳統字雖差異甚多，但亦有原則可循，且經

過歸納後不過就十數條原則而已。許多學者提出簡化字和傳統字的對應簡

化方法的原則，雖說法並未完全達到一致，但整體來看也有其共同之處。

許芳沂(2010)就曾綜合並歸納楊五銘(1989)、路燈光與路燈照(1992)、李

樂毅(2001)、高更生(2002)以及黃沛榮(2006)對於簡化字簡化方法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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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見解，進而提出了以下十一類簡化方法，即為：1.部件特徵簡化法 2.符號

代替簡化法 3.草書楷化簡化法 4.形聲偏旁簡化法 5.會意造字簡化法 6.音近

代替簡化法 7.輪廓簡化法 8.偏旁簡化法 9.古本字代替簡化法 10.古俗字代替

簡化法 11.不具規律簡化法。而黃宜雯、張炳煌等人(2011)就由此十一類簡

化原則探討由簡識正之辨識策略，並利用《漢語水平詞彙與漢字等級大綱》

的甲級字中 266 個簡化字與傳統字字形不同的兩字體對應關係，將這些字

歸納為以下六種對應關係，分別：1.偏旁類推：例如同為言字旁的谊(誼)、

谁(誰)。2.會意造字、復古使用：例如从(從)、礼(禮)。3.符號代替：例如

层(層)、摆(擺)。4.形聲字聲旁改變：迟(遲)、础(礎)。5.輪廓簡化：例如

以部分代全體的ㄦ(兒)、医(醫)；草書楷化的车(車)、书(書)。6.同音借字：

例如面(麵)、后(後)、干(幹)。 

本文在此基礎之上，另也參考周有光(1961)、許長安(1991)、陳章太

(1992)、李大遂(1993)、鄭昭明(2009)等人對於簡化字的簡化方法及原則

之看法，用以了解各家說法的相同與相異之處，才能更全面地對於簡化字

和傳統字對應的簡化方式關係之類型有所掌握。研究者透過綜合學者說

法，發現學者多數具有共識，而分別為以下八種對應類別： 

(1)保留特徵：省略部件，只保留具代表特徵的部件。例如，医(醫)、

飞(飛)、气(氣)等。 

(2)符號代替：採用簡單符號代替複雜或重複的部分。例如，汉(漢)、

戏(戲)；聂(聶)、枣(棗)、谗(讒)等。 

(3)形聲偏旁：此類包含「用讀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取代筆畫複雜的部分」

和「創造新的形聲字」。前者的例字，如：审(審)、灯(燈)等。後者的例字，

如：态(態)、护(護)、惊(驚)等。 

(4)音近合併：以筆畫較少的同音字或近音字代換筆畫較多的字，有的

代替多個字。如，「干」代替「干、乾、幹」；「复」代替「複、復」等。 

(5)會意造字：依照部件間的意義聯繫來簡化傳統字。例如，尘(塵)、

队(隊)、笔(筆)等。 

(6)草書楷化：以歷史上已成為習慣的草書寫法，將之變換成楷書的筆 

法。如，书(書)、韦(韋)等。 

(7)輪廓簡化：簡化繁複筆畫，用以保留整字的輪廓。例如，车(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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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馬)、东(東)等。 

(8)部件(偏旁)類推：運用已經簡化的部件(包含部首)，類推至含有該

部件的字上。如，说(說)、谈(談)；针(針)、铜(銅)；挥(揮)、辉(煇)等。 

經由分析學者的簡化方式類型之分類系統，可以發現大抵都是以簡化

字和傳統字間字形上的異動為基準作為類型的區隔，因此所得的類別相差

不遠，僅是分類上的廣狹有所不同，例如多位學者都指出的「符號代替」，

而鄭昭明(2009)並無具體此類，但是其實他將符號代替的簡化字和某些聲

旁被簡化的形聲字統一放入「以少的筆畫取代複雜的部件」。而且值得一提

的是，細究鄭昭明(2009)與其他學者的類別分析上之差異，原因在於其針

對簡化字和傳統字在字形字音上的差異，因此並無涉及意義的問題，所以

像是「會意造字」一類並沒有出現他的類別當中。余毅(2007)所編著的《識

繁認簡-走近簡體字》，此教材是專門給學習或書寫繁體字的香港中文母語

者的輔助工具書，其對漢字簡化方法編排的規則類別，亦即包含有「假借

法(同音或近音代替)」、「形聲法」、「省略法」、「古為今用法」、「草書楷化

法」、「偏旁改造法」、「輪廓法」、「會意法」、「偏旁類推法」之九種類型，

除了「古為今用法」之外，其餘八種在教材裡介紹的簡化方法，與上述綜

合統整所得的八種簡化方式類型不謀而合。此外，在整理前人對於簡化方

式類型的分析時，其中也有三種僅有少數或各別學者所提出的分類：1.採

用古本字的簡化法(陳章太，1992；李大遂，1993；李樂毅，2001 黃沛榮，

2006)；2.不具規律的簡化法(路燈光與路燈照，1992、李樂毅，2001；黃沛

榮，2006)；3.單體簡化字、合體簡化字(路燈光與路燈照，1992)。然若細

從此些類型裡的例字來看，研究者認為實可併入其他類而不需另為之立類。 

在綜合分析學者們的簡化方式類型後，基本上本文的類別將以上述的

八種共有的漢字簡化方法類型為基礎，但由於探討類型的辨識率高低及難

易並非本研究主要關注的議題，僅是為與相關漢字兩字體辨識研究比較，

因此亦會參考相關研究中所採用的分類(例如：楊忠諺(1999)、萬波(2001)

以及李菁菁(2009))。因而，研究者依據楊忠諺(1999)和李菁菁(2009)的簡

化方式類型為準，進而參照上述八種類型加以修改與調整，如此一來，本

研究的分類系統便不會與相關研究離得太遠，用以降低在進行比較時所產

生的難度，亦就是本研究所提出的簡化方式類型，是基於考量因為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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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簡化方式類型有所差異而可能造成結果比較上的困難。本研究以楊

忠諺(1999)和李菁菁(2009)為主，表二-1 則呈現研究者所擬出用以比較相

關研究的簡化方式類型分類。 

表二-1 本研究進行比較相關研究所用的簡化方式類型 

類別 細類 

1. 省略 1.1 省略一處 2.2 省兩處以上 1.3 省略內外 

2. 改形 2.1 形聲簡化 

2.4 輪廓簡化 

2.2 會意簡化 

2.5 其它改形 

2.3 符號化 

 

3. 音同(近)兼併 3.1 音同(近)兼併  

由表二-1 可見，本研究在第五章討論之處用以比較的簡化方式類型，

共分為三大簡化方式類型，亦即「省略」、「改形」以及「同音替代」。作為

表表二-1 本研究類型基準的楊忠諺(1999)和李菁菁(2009)在簡化方式類型

上大致相同，而僅在「省略」的細分上有不同，楊忠諺(1999)比李菁菁(2009)

多了「省一角」，研究者認為如此的分類過於太細，且「省略一處」可包含

「省一角」，因此本研究選擇不將「省一角」列入其中。此外，楊忠諺(1999)

具有複合改形此類，其所列的例字與「改形-輪廓簡化」重疊，因而本研究

將之列入「改形-輪廓簡化」一細類中。 

此外，此簡化方式類型不論大類別或小細類，皆涵蓋於上述所綜合學

者八大簡化方式類型的內涵之下。而需要注意的地方則是研究者所做的調

整。首先，研究者刪除了學者所提出的傾向來源的草書楷化法，其刪除的

原因是研究者認為此分類是較為偏向於簡化字的來源，它和些許學者所提

出的「採用古本字的簡化法」相同，並非本研究所關注在簡化字和傳統字

之間在字形辨識上的對應規則或關係。此是就一個學習華語的學習者而

言，簡化字的來源可能固然是一個重要的知識，然這個知識也許並不那麼

直接影響他們在辨識傳統字上。亦即在僅有簡化字學習基礎的學習者，研

究者設想他們在一接觸到傳統字時，會先依照兩字體最直接的字形(筆畫、

部件、空間結構)面進行辨識的判斷。因而，本文的分類並不將「草書楷化

法」和「採用古本字的簡化法」列入分類。其次，研究者將綜合了八大簡

化方式類型的「符號代替」、「形聲偏旁」、「會意造字」以及「輪廓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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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歸納到「改形」大類之中，但其各成為此大類中的細項(即指表表二-1

中的細類 2.1-2.4)。另由於「部件(偏旁)類推」之簡化方式亦是將保留部件

或偏旁的輪廓，因此研究者亦將之納入細類 2.4之「改形-輪廓簡化」中。 

四、 小結 

本節著重探討漢字簡化的情況，並且分為三個部分進行討論：首先說

明漢字簡化歷史趨勢與事實；接著則對比簡化字和傳統字，其中包含兩字

體的空間結構和筆畫數之字形方面，另外一方面是兩字體的形聲字表音與

音近兼併的現象；最後，探討並綜合學者們所提出的簡化方式類型，擬出

供本研究用以比較前人針對漢字字體辨識研究的一套簡化方式類型系統。 

在漢字簡化的趨勢方面上，文字字形結構的可變性是語文具有可變性

之其中一方面的意義。因此，從漢字發展歷史的角度觀看漢字由圖畫文字

演變到現今漢字字體，可見漢字字形演變亦是不可避免的。大抵在漢代時，

漢字字形便已固定。而在此之後，漢字的演變雖亦有所謂的「繁化」過程，

但「簡化」過程卻是漢字整體演變的主要趨勢，其原因在於達到使人們不

論在書寫或認讀上皆更為便利之目的。由於「簡化」是漢字演進的趨勢與

事實，進而應著眼於華語學習熱潮下，華語學習者在辨識上如何克服兩岸

字體的差異，而提升兩字體的辨識能力，以利增加其學習成效。為此我們

則必須了解現行簡化字和傳統字的具有哪些差異，因為這些差異可能對於

華語學習者造成辨識難易度的影響。 

前人針對簡化字和傳統字兩字體的比較，其主要分為「字形結構」以

及「兩字體表音比較」方面進行討論。在字形結構方面，簡化字和傳統字

在空間結構上的具有變動差異性，包含兩字體之間變動差異大或小者，所

謂變動差異大者，例如有的簡化字為獨體字，而相對應的傳統字為合體字

之上下結構。且在構字原理上，簡化字則比傳統字多了「符號字」一種，

亦即只以符號替代繁複部件的構字方法。而前人討論與比較兩字體形聲字

的表音性和簡化字音近兼併的現象時，基本上認為簡化字具有較好的表音

提示。於此亦有辨識研究的結果發現由於簡化字因為表音性較好，因而以

傳統字為學習基礎的受試者在辨識測驗中能夠因為所呈現的簡化字表音

好，其能夠辨識出正確相對應的簡化字比率較高於學習簡化字的受試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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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字辨識率。因此，在本研究中，研究者亦探討上述簡化字與傳統字之

間在字形和表音上差異，與印尼籍受試者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所得出各實

驗字組的答對率是否具有關聯性。 

至於簡化方式類型部分的探討，本研究並未將實驗字組進行如前人研

究中的簡化方式類型的結構性分類，是因為依據語言結構方法的歸類並不

一定能有實際的心理歷程功效，亦即是指單純就語言學的角度看，並無法

控制受試者照著研究所定的類型辨識，其便無法實際的直接反映出受試者

的辨識認知歷程。但為試圖讓本研究與前人漢字相關研究連結並比較結果

上的異同，因此本研究先討論並綜合前人針對簡化字研究所提出的簡化方

式類型。而為便於比較，亦另以楊忠諺(1999)和李菁菁(2009)漢字兩字體

辨識的相關研究中作為將測驗字分類的簡化方式類型為基準，進而整理出

用以對比前人漢字辨識相關研究的類型架構。此簡化方式類型架構共分為

三大類，而其又細分成幾個小類，分別為 1.省略：包含 1.1 省略一處、1.2

省略兩處以上以及 1.3 省略內外；2.改形：其細分為 2.1形聲簡化、2.2 會意

簡化、2.3 符號化、2.4 輪廓簡化和 2.5 其它改形；3.音同(近)兼併。本研究

於第五章討論本研究結果與前人相關研究結果的對比時，一方面以此簡化

方式類型進行本研究兩字體辨識 124 組實驗字組的分類；另一方面亦依據

此類型架構將前人研究的結果整併。如此，在同一簡化方式類型架構下，

才能有效地進行比較，亦即較不會受到各相關研究依據不同的類型系統，

而使比較時困難度提高。 

第二節 簡化字和傳統字之相關辨識研究 

雖然漢字兩字體在華語教學領域當中經常受到討論與非議，亦即爭辯

究竟在漢字的學習上哪一種字體較好，然而實際上針對傳統字、簡體字相

互辨識的相關研究卻仍屈指可數。研究者將在本節進行漢字簡化字和傳統

字兩字體辨識研究之回顧與探討，首先說明由傳統字辨識簡化字的相關研

究；其次則是與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相關的研究；接著，回顧前人針對比

較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和由傳統字辨識簡化字的研究；最後，研究者根據

上述相關研究提出小結與說明對於本研究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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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習傳統字辨識簡化字的研究 

尹斌庸、羅聖豪(1991)；張雙慶、萬波(1996)和李菁菁(2009)是調查學

習傳統字且以華語為母語的受試者進行辨識簡化字之研究。張雙慶、萬波

(1996)僅針對受試者的單字辨識率進行調查，而尹斌庸、羅聖豪(1991)和李

菁菁(2009)則分別調查受試者的單字和句子或詞語層次，用以了解受試者在

上下文輔助情形下的辨識率。以下就個別研究的方法與結果說明之。 

張雙慶、萬波(1996)的研究旨在調查學習傳統字的學習者辨認簡化字的

情況。研究對象為 120 位香港大學一年級學生，且受試者皆從未接觸過簡

化字的教材。此研究是從《簡化字總表》中選取 400 個簡化字，讓受試者

在每一個簡化字的「能認讀」和「在非正式場合會使用」兩處勾選。其是

讓受試者單純只看到簡化字時，做出自我評估，評估自己是否能夠認讀或

是使用此簡化字。而這個研究所得出的結果為：受試者的簡化字認讀率為

65%；而使用率為 34%。此一研究僅呈現調查受試者認讀簡化字的結果，

但其缺少了進一步說明與解釋結果的部分。 

尹斌庸、羅聖豪(1991)的研究對象為 34 位留美的臺灣學生，研究中具

有「靜態」和「動態」的兩種方式，用以進行測試這些臺灣留美的學生認

讀簡化字的能力。研究中所謂「靜態」調查，是指單一個漢字的認讀；而

「動態」調查，則是指字在文章片段裡的情況。在材料的選擇與測驗實施

上，靜態研究方面，是以研究者預先挑選的 100 個常用簡化字，讓受試者

進行認讀，並且要求受試者在每一個簡化字後面寫出這個字相對應的傳統

字；另外，在動態調查中，以同樣一批的受試者進行四篇文章的朗讀，研

究者錄下受試者所朗讀的內容，而後針對四篇文章裡的 305 個簡化字進行

朗讀正確性的統計。得到的結果包含：靜態研究的結果為受試者的總正確

率為 38%；而受試者動態辨讀率為 95%。由句子的辨讀率高於單字之結果

可見，上下文輔助了受試者的簡化字辨讀。這也就說明了因為句子所伴隨

而來的情境，能幫助受試者順利地推敲出相對應另一字體，亦就提高了受

試者正確辨識的機會。 

李菁菁(2009)的研究中則以約 15-17歲的學歷測驗在中等平均值以上的

臺灣中學生，如此是為避免因受試者的傳統字認字能力而影響到受測時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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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簡化字的結果。其研究如同尹斌庸、羅聖豪(1991)，辨識測驗皆分為兩個

部分，但相異之處為在具有上下文測試當中，李菁菁(2009)提出實際生活文

字經驗中絕不可能在一句話之中只出現一個簡化字，因此研究中的情境辨

識是以詞為單位，而非採取尹斌庸、羅聖豪為了解該字在上下文語意協助

下的辨識率而僅有該字是簡化字的方式。研究材料具有 48個簡體單字和 52

個詞彙(增加了同音替代的四個詞彙)。除了同樣得到詞彙平均辨識率(66.9%)

高於單字平均辨識率(46.4%)之外，其研究中更利用所得的結果進行簡化字

和傳統字的辨識率分級，亦即由辨識容易到困難，共分為十一級，且透過

此分級了解簡化字和傳統字的親疏情況。 

她的研究結果與尹斌庸、羅聖豪(1991)在受試者正確認讀分析上所發現

的大致相同，亦即尹、羅所提出的「大陸的簡體字和臺灣通行的簡體字完

全相同(例如：团、庆、灯等)或者相差甚微(如：齐、肃、盐等)的」以及「簡

體字保留了繁體字的主要特徵，容易和原字的字形產生聯想的 (例：势

(勢)、单(單)、缠(纏)等)」的這兩類簡化字和相對應傳統字與李菁菁(2009)

的第一、二類不謀而合，都是受試者能有較容易正確無誤地認讀的類型。

此外，李菁菁之第五級以上(辨識率在 60%以下)的分類也和尹斌庸、羅聖豪

的研究結果中受試者不能夠順利正確認讀的結果正好可以對應，即其屬於

難度較高等級的字與尹斌庸、羅聖豪所提出的 1.「部分代替整體，但部分

不易聯想整體的簡體字」：如灭(滅)、业(業)、奋(奮)等；2.「另造新的形聲

字和會意字」：形聲字有迟(遲)、态(態)、苹(蘋)等，而會意字則有尘(塵)、

笔(筆)等；3.「符號字」：例如仅(僅)、叹(嘆)、赵(趙)等；4.「簡體字與繁體

字在字形上毫無關係的」：如卫(衛)、杂(雜)、叶(葉)等四類，獲得相呼應的

結果。 

上述的三個研究，張雙慶、萬波(1996)僅是調查香港學生認讀簡化字的

情況，發現其認讀率(65%)高於使用率(34%)，而這個結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因為香港學生在日常漢字使用上基本上仍是傳統字，因此受試者的使用率

當然低於認讀率。就方法上而言，其讓受試者只是勾選是否能夠認讀以及

使用與否，便可能發生受試者並非誠心作答的情況，因此這份調查的結果

似乎只能作為調查後所得的資料，而並不能推論或解釋至其他方面。至於

在尹斌庸、羅聖豪(1991)和李菁菁(2009)的研究中，受試者句子或詞語的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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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率高於單字之結果顯示了上下文情境對於辨識上的影響，並說明了簡化

字字形線索的重要。此外，李菁菁則比張雙慶、萬波和尹斌庸、羅聖豪更

進一步討論辨識率與簡化原則的關係，數據統計結果顯示僅是使用刪略字

形某些部分的簡化字之辨識率(54.3%)高於將字形改形的簡化字(41.7%)，可

見「減省筆畫或部件」是較「改形」來的「親近」之簡化方式。並且又從

辨識率高的簡化類別(「刪略-省一處」、「改形-輪廓簡略化」)和受試者的辨

識策略觀之，歸納出字形線索的重要，亦即說明在辨識測驗中受試者多依

賴字形的形狀加以辨識，但不依賴字形所承載的意義與聲音，間接解釋了

經由會意化和形聲化改形而成的簡化字辨識率較低的現象。 

二、 學習簡化字辨認傳統字的研究 

相對於上面三篇研究，吳英成(1998)則是以針對學習簡化字為主流的新

加坡受試者進行辨識傳統字的調查研究。新加坡通用的漢字為簡化字，包

括華語教材、主要的報章雜誌等，且新加坡教育部明定教師只能教授簡化

字，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來自臺灣、香港的書籍仍受到學生普遍地喜愛。

由此環境的情況，吳英成(1998)希冀透過調查了解新加坡學生是否能夠順利

閱讀傳統字，並且藉此調查研究討論新加坡推行使用簡化字是否造成與臺

灣、香港等交流上的影響或障礙。 

此調查之研究對象來自於南洋理工大學國立教育學院教育文憑班，其

中包含一年級學生 23位，二年級學生 22 位，共有 50位受試者。測試的材

料是從《現代漢語常用字頻度統計》(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1989)挑選

了頻率在前 1000 的最高頻率常用字，並且又從這些最高頻率常用字中篩選

出 100個具有鑑別性的傳統字。測試的類型和尹斌庸、羅聖豪(1991)相同，

是依照信息量的角度而言，分為孤立狀態和情境狀態兩類。就整體測驗的

過程而言，受試者在孤立狀態的測驗中，必須在單個傳統字後面寫出相對

應的簡化字，例如：「會：____」的題目形式，共有 100 題，空白處則是受

試者作答之處；另一方面，在情境狀態的測驗中，受試者需要在各題詞語

中寫出畫底線所指定傳統字地相對應之簡化字，其測驗的形式如：「會(    )

館」，而用以測驗的詞語是由所挑選的 100 個傳統字延伸出來的，且此些詞

語在情境狀態測驗的題目排列順序亦與孤立狀態測驗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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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研究結果顯示，二年級受測學生的傳統字辨識率比一年級高，並推

論其原因為二年級學生在修業期間曾閱讀傳統字古籍或資料。此外，最主

要的結果為不論是一年級或是二年級的受試者，在情境狀態測試上的辨認

表現都比孤立狀態來得好。這個結果便與上述尹斌庸、羅聖豪(1991)和李菁

菁(2009)由傳統字辨識簡化字的研究結果不謀而合，亦即皆顯示出情境給予

的意義線索，的確能夠使受試者順利辨認出正確相對應的另一字體。從前

人的研究結果，了解到受試者會利用情境給予的辨認線索來推敲所看到的

另一不熟悉的字體為何字，是我們無法否認的事實。而這也就相當於閱讀

策略中，一般讀者在閱讀時經常會利用上下文進行猜測不熟悉的生詞之意

義，亦即為 Oxford(1990)所謂的效果理論(引自楊忠諺，1999)。而此亦更加

說明華語學習上，不只語法和詞彙要透過情境來學習，而在漢字的學習上

亦是如此。 

三、 簡化字與傳統字辨識比較 

上面兩個次小節所提及的研究，都僅關注於受試者學習漢字其中一字

體而辨識另一字體的結果。而楊忠諺(1999)、萬波(2001)則是針對華語學習

上學繁識簡還是學簡識繁的議題進行探討，並且運用辨識測驗進行兩者量

化上的比較與討論。兩篇研究在研究對象上有其不同，萬波(2001)的研究，

與上述幾個漢字辨識研究一樣，其研究對象為華語母語者，即是針對香港

和新加坡的大專學生進行認讀測試，亦即 113 名香港大學生由於是學習傳

統字的基礎上，因此進行的是簡化字的認讀能力測驗；反之，104 名新加坡

的大學生則測試其傳統字的認讀能力。而楊忠諺(1999)的研究對象有兩類，

除了有臺北的以華語為母語者之外，其研究對象則更加入了外籍華語學習

者，包含在臺灣和北京的華語學習者各 30名，這是與上述其他漢字辨識相

關研究僅有華語母語者最大相異之處。關於上述針對兩篇研究的研究對象

進行說明後，以下研究者將分別對於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結果兩大方面，對

此兩篇研究進行整理並說明其中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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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方法方面 

首先，要進行研究方法方面的討論。表二-2 所呈現的為研究者針對兩

篇研究在測驗及作答方式的整理。 

表二-2 楊忠諺(1999)與萬波(2001)所用測驗與作答方式比較 

楊忠諺(1999) 萬波(2001) 

 1.漢字認讀能力測驗  

材料 共 100 個漢字(《現代漢語頻率詞典》

累計頻率 99.9%的 3626 漢字分為 100

個區間，再從中各隨機取一個漢字。) 

作答 認識該字則打勾，並說出該字意義

與造詞/句。 

 2.單字辨識及策略測驗 1.孤立狀態：單字辨識測驗 

材料 43 個測驗目標字 100 個測試用字 

作答 寫出相對應的傳統字或簡化字 

(外籍學生由施測者代寫) 

寫出相對應的傳統字或簡化字 

 3.句子辨識及策略測驗 2.語境狀態 

材料 43 句含有測驗目標字的句子 含有測試用字的 100 個詞語 

作答 填寫相對應的傳統字或簡化字 填寫相對應的傳統字或簡化字 

 4.確認理解漢字、句子測驗  

材料 43 個句子(同上)+同音替代字 

作答 1.註記理解狀況 

(1)OO：理解句子和認識漢字 

(2)XO：不理解句子但認識漢字 

(3)XX：不理解句子且不認識漢字 

2.標示同音替代字的注/拼音 

 5.訪談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楊忠諺(1991)和萬波(2001)) 

由表二-2 可見，楊忠諺(1999)的研究所採用的測驗較多於萬波(2001)。

此實因研究對象不同所致，楊忠諺(1999)中的「漢字認讀能力測驗」和「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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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理解漢字、句子測驗」是考量到外籍學習者本身的漢字能力會影響到辨

識率統計的精確性。而萬波(2001)是針對以華語為母語的香港與新加坡大專

學生所進行的測查，亦即母語者基本上認識理解測驗中的漢字，只是並未

學習過相對應的另一字體，因此研究中並未有類似調查與確認受試者認讀

能力的測驗，這點則是和楊忠諺(1999)相同，華語為母語者在其研究的「漢

字認讀能力測驗」和「確認理解漢字、句子測驗」中皆是略過的。至於作

答方式的部分，唯一不同的也是因為楊忠諺(1999)的研究對象包含有華語學

習者，因此外籍受試者在測驗中的答案皆是施測者代寫，此外其在測驗完

畢後立即訪談外籍受試者，目的在於了解受試者辨識時所採用的策略，此

也是萬波(2001)所沒有的。而在華語為母語者的部分，作答方式則與萬波相

同，皆是填寫出相對應的傳統字或簡化字。 

除了上述兩者研究中所採用的測驗與受試者作答方式方面之外，其次

從兩者在測驗用字的範圍及分類的部分進行討論。從上面比較可知，在研

究測試方法上，兩者皆與尹斌庸、羅聖豪(1991)和吳英成(1998)相同，亦即

採用兩類型的測驗，一為孤立的單字狀態；另一則為給予上下文線索的詞

語或句子的情境狀態。但在這兩篇針對學習漢字不同字體的兩類學習者辨

識另一字體的比較，其有別於前人研究的是皆非像尹斌庸、羅聖豪(1991)

和吳英成(1998)僅從頻率上篩選 100 個常用或被稱為具簡別性的漢字作為

測驗的目標字，而是另將這些目標字依照簡化字和傳統字之字體的聯繫分

類，亦即希冀在探討辨識率的同時，也能了解哪一類的簡化字和傳統字對

於受試者來說較難以辨識，或更進一步討論結果的原因。其兩者的簡化方

式類型分類系統有所不同，研究者將整理兩研究分類之對應，比較於下表

二-3，並於後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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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3 楊忠諺(1999)與萬波(2001)的簡化方式類型系統對應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楊忠諺(1991)和萬波(2001)) 

表二-3 的兩研究的簡化方式類型系統比較表，研究者是以萬波(2001)

的類型為基準，而後將楊忠諺(1991)的分類加以對應所製成的，亦即例如：

萬波的「字形發生整體變化(A 類)中的「簡化字保持輪廓(A1)，例：长(長)、

东(東)」便對應到楊忠諺的「改形」中的「輪廓化(Cat7)，例：车(車)、马(馬)」

之類別。由上表二-3 可見，兩研究的類型皆有三大類，亦即萬波的 A、B

及 C類；楊忠諺則是分成「改形」、「省略」及「同音替代」，而在三大類中

尚細分為數個小類別。 

關於類型系統建立的基礎方面，萬波(2001)是著眼於簡化字和傳統字間

具有提示作用的字形和字音聯繫，字形聯繫上則分為「整體變化 A 類」和

萬波(2001) 楊忠諺(1999) 

字 形 發 生 整 體 變

化(A 類) 

看不出形聲聯繫(A0) 改形 其他改形(Cat9) 

簡化字保持輪廓(A1) 輪廓化(Cat7) 

簡化字有聲旁提示(A2) 形聲(Cat5)  

 複合(Cat11) 

字 形 發 生 局 部 變

化(B 類) 

看不出 

形 聲 聯

繫(B0) 

換用簡單符號(B01) 

(四畫以下) 

改形 象徵符號(Cat8) 

換用簡單偏旁(B02) 

(四畫以上) 

 

字 形 聯

繫(B1) 

保持輪廓(B11) 改形 輪廓化(Cat7) 

存留特徵(B12) 省略 省一邊(Cat1)  

省兩邊(Cat2)  

省一角(Cat3)  

省內外(Cat4)  

具形旁作用提示字義

(B13) 

改形 會意(Cat6) 

具聲旁作用提示字音(B2) 改形 形聲(Cat5) 

合併同音字，擇其

中 筆 畫 較 少 者 作

為簡化字 

(C 類) 

無形、聲旁聯繫(C0) 同音替代(Cat10) 

具聲旁聯繫(C1) 

具形旁聯繫(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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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變化 B 類」，加上字音聯繫的「合併同音字 C 類」；而楊忠諺(1991)

則以周有光(1961:340-341)的漢字簡化分類為主，並輔以其他學者的分類方

法，其三大分類為「省略」、「改形」、「同音替代」。事實上，楊的三大分類

也有根據簡化字和傳統字間的字形和字音聯繫關係，亦即「同音替代」是

字音的聯繫；「省略」和「改形」兩類則為字形的聯繫。因而若我們把「改

形」和「省略」兩類同萬波的簡化方式類型對應來看，則便必須納入且打

散於包含字音字形聯繫關係之更大範疇的「整體變化 A 類」和「局部變化

B類」兩類當中，並且萬波(2001)的「局部變化 B類」中又包含有楊忠諺(1999)

的「省略」和「改形」兩種類型，然在萬波的「整體變化 A 類」中只有包

含楊忠諺的「改形」一類。此涵蓋的差異，實是因為「省略」必定為保留

其中一部分，非字形整體發生了變化而產生的兩字體聯繫關係。此外，兩

者皆有一類是不能互相對應的，亦即楊忠諺的分類多了「改形-複合」；而

萬波的「換用簡單偏旁」則是前者所沒有的。 

由上述可知，兩研究皆將測驗用字依據兩字體的關係分門別類，而萬

波(2001)除了進行分類更按頻度把目標測試字分為六級，亦即一級為字頻在

前 1-500；二級為前 501-1000；三級為前 1001-1500 以此類推至第六級則為

2501-3000 的字頻頻率。因此，萬波的研究進一步探討了字頻頻率和測試字

辨識率高低的關係。而在這個六級的分類上發現到受試者在兩種狀態測驗

的結果，不論是香港大學生辨認簡化字或新加坡大學生辨認傳統字，其皆

受到字頻級別(1-5 級)的增加，辨識率是隨之遞減。但兩組受試者在兩種測

試上之第六級的辨識率都比第五級的字來得高。針對此結果的產生，其認

為是因為第六級的簡化字和傳統字在聯繫分類上的分佈極為不平衡所致，

也就是屬於第六級按比例所篩選出來的 14組兩字體相對應字，其中就有 11

字為辨識率居第三與第四之類別為「字形聯繫(B1)」大類中的「保持輪廓

(B11)」，例：张(張)、栋(棟)」和「存留特徵(B12)，例：标(標)、产(產)」兩

類上。因此便讓第六級的簡化字和傳統字辨識率上大大的增加(萬波，2001)。 

相較而言，楊忠諺(1999)針對漢字字體不同學習基礎之外籍生進行的研

究上，雖然也考慮字頻的問題，但僅是在挑選測驗用字初始時，以高頻字

做為篩選的標準，且是依據《現代漢語頻率詞典》(王還等，1986)和《新聞

語料字頻統計表》(中文詞知識庫小組，1993)兩表中頻率最高的前 100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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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頻漢字，挑選出字形相異的簡化字和傳統字，其中包含 289 個傳統字，

簡化字則有 285 個。其後讓三位臺師大國語中心學習《實用國語會話二》

的外籍生從中圈選所學過的字，最後產生 52組簡化字和傳統字目標測驗字。 

(二) 研究結果方面 

說明與比較兩者的研究方法後，便要針對兩篇研究的研究結果方面進

行比較討論。研究者將就以下五個方面分別整理並對照說明其異同之處，

亦即單個漢字與情境(含該漢字的句子或詞語)辨識率比較、受試者認字量

與辨識率關係、學習不同漢字字體的兩組受試者辨識率的比較，以及較易

辨識的簡化方式類型與較難辨識的簡化類型。表二-4 為研究者整理所得楊

忠諺(1999)和萬波(2001)研究結果比較表。 

表二-4 楊忠諺（1999）與萬波（2001）研究結果比較 

 楊忠諺（1999） 萬波（2001） 

單個 vs.情境 句子辨識率 > 單字辨識率 詞語辨識率 > 單字辨識率 

認字量與辨

識率的關係 

認字量與辨識率成正相關 

 

香港：年級由低至高，簡化字

的辨識率呈增長趨勢。 

新加坡：年級由低至高，傳統

字辨識率呈遞減趨勢。 

兩組受試者

辨識率比較 

單字：兩組受試者基本相同 

情境： 

臺灣外籍生 > 北京外籍生 

單字：兩組受試者基本相同 

情境：香港 > 新加坡 

易辨識的簡

化方式類型 

1.省一邊 

2.省一角 

3.同音替代 

1.簡化字保持傳統字的輪廓 

2.簡化字局部變化部分保持

傳統字輪廓 

3.簡化字存留傳統字特徵 

難辨識的簡

化方式類型 

1.省兩邊 

2.會意 

3.其它改形 

1.合併同音字-兩字體間無形

旁和聲旁聯繫 

2.簡化字局部變化部分具形

旁作用提示字義 

3.簡化字局部變化部分具聲

旁作用提示字音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楊忠諺(1991)和萬波(2001)) 

由表表二-4 兩研究的結果比較顯示，我們可以發現其在單字和情境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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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的辨識率情況，以及兩組受試者辨識率比較上具有一致性的結果。亦即

就單字和情境方面而言，不論是學習漢字哪一字體或以漢字哪一字體為基

礎，受試者在情境測驗上(句子或詞語)的辨識率都高於單字測驗，而此同

於尹斌庸、羅聖豪(1991)、吳英成(1998)以及李菁菁(2009)的研究結果，

並亦再次驗證受試者能透過句子或詞語的語境，從中猜測對於較不熟悉且

不確定的另一字體為何。在兩組受試者辨識率方面，可知在單字之孤立狀

態測驗之下，不論背景為學習簡化字的受試者辨識傳統字或是背景為學習

傳統字辨識簡化字的受試者，辨識率基本上相同，並無孰優孰劣的情況。

然句子或詞語的語境測驗狀態之下，雖然相較於單字測驗，學習不同漢字

字體的兩組受試者之辨識率皆呈現提高的情形。而針對兩組的比較上，我

們由兩篇研究結果上來看，學習傳統字的受試者之簡化字辨識率(指臺灣的

外籍生(楊忠諺，1999)及香港大學生(萬波，2001)是優於學習簡體字的受

試者之傳統字辨識率(即指北京的外籍生(楊忠諺，1999)和新加坡大學生

(萬波，2001)。 

至於認字量和辨識率兩者關係的部分，楊忠諺(1999)指出無論是在北

京或臺灣學習華語的外籍學習者其認讀能力越高，其另一字體的辨識率則

亦越高，並在進行相關分析後，認字量與辨識率兩者呈現顯著正相關。萬

波(2001)研究中的香港大學生亦是如此，亦即香港大學生年級由低至高，

認字量由少至多，而其在簡化字辨識測驗中之辨識率則有遞增的趨勢。但

是萬波(2001)研究中的新加坡大學生之結果並非如此，反而是隨著年級由

低至高，其傳統字的辨識率呈現遞減的趨勢，此與同樣以新加坡大學生為

研究對象的吳英成(1998)研究所得：新加坡二年級的大學生傳統字辨識率

比一年級的大學生來得高之結果有所不同。比較萬波(2001)與吳英成(1998)

兩者可知，這可能是因為萬波(2001)各年級的人數有些不平均，而造成統

計後與吳英成(1998)產生結果上具有差異之處。 

最後，要討論的是兩篇研究中較易和較難辨識的簡化方式類型。首先，

就兩組受試者的各類型辨識率整體而言，楊忠諺(1999)指出較易辨識的簡

化方式類型前三名為「省略-省一邊(Cat1)」、「省略-省一角(Cat3)」和「同音

替代」；萬波(2001)則為「整體變化-簡化字保持傳統字輪廓(A1)」、「局部變

化-簡化字局部變化部分保持傳統字輪廓(B11)」以及「局部變化-簡化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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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傳統字特徵(B12)」。表面上看來，兩研究所得到較易辨識的簡化方式類

型並不相同。但本研究曾於上面討論兩研究的漢字簡化方法時對照其類型

(見表二-3)，從中可見楊忠諺(1999)較易辨識的「省略-省一邊」以及「省

略-省一角」，若以萬波(2001)的類型架構來看，則皆包含於「局部變化-簡

化字存留傳統字特徵」，而此簡化方式類型在萬波(2001)研究中亦為辨識率

前三名的類型。此外，經由細究楊忠諺(1999)較易辨識的第三名「同音替

代」之類型中的測驗用字，發現四個測驗目標字組有三個(即象(像)、面(麵)

和里(裡))可歸入「省略」(相同於萬波(2001)部分變化-簡化字存留傳統字

特徵)。因此整體而言，兩篇研究的兩組受試者較易辨識之簡化方式類型具

有共同性，可見簡化字若保留傳統字的特徵部件，對於不論是由簡化字辨

識傳統字或由傳統字辨識簡化字的受試者，皆為較容易辨識的兩字體簡化

方式類型。此外，在難辨識的簡化方式類型上，兩篇研究的簡化字是以會

意方式所產生的簡化方式類型皆屬於難辨識類型的第二名。而從兩篇研究

其他難以辨識的簡化方式類型，例如：「其他改形」、「合併同音字-兩字體

間無形旁和聲旁聯繫」等類型的測驗字可以歸納出一個特點，即是受試者

難以辨識的類型，基本上簡化字和傳統字在字形上的聯繫不大，甚至因為

兩字體字形相差極遠，而使受試者無法辨識出來。 

上述是就兩組受試者之整體而言，可見兩組受試者的漢字另一字體的

辨識率名列在前之類型，其簡化字和傳統字多具有字形聯繫之關係，並且

局部改變是最容易辨識的。產生此結果的原因，或許因漢字是較為重「形」

的文字體系，而使得兩字體在形體方面的聯繫最能引起受試者的注目；反

之，若簡化字與傳統字之間在字形上看不出聯繫之關係，便直接影響受試

者之辨識率(萬波，2001)。 

其次，由於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學習或接觸簡化字的印尼籍華語學習

者，因而兩研究針對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的部分擷取出來討論則是必要

的。這是由於本研究亦試著以第二章第一節最後所擬出的簡化方式類型，

了解本研究與前人研究所得的簡化方式類型辨識難易度之間的連結性。因

此，在此提取受試者為北京的外籍生(楊忠諺，1999)和新加坡大學生(萬波，

2001)的簡化方式類型辨識之情況。表二-5 呈現兩篇研究中簡化字基礎的受

試者辨識傳統字的簡化方式類型辨識率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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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5 楊忠諺(1999)和萬波(2001)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的簡化方式類型排名 

排名 楊忠諺(1999)  萬波(2001) 

1 省略-省一角  字形發生整體變化- 

簡化字保持傳統字的輪廓 

2 省略-省一邊  字形發生局部變化- 

簡化字存留傳統字的特徵 

3 改形-象徵符號  字形發生局部變化- 

簡化字局部變化部分保持傳統字輪廓 

4 同音替代-同音替代  合併同音字- 

兩字體之間具有形旁聯繫 

5 改形-輪廓化  字形發生整體變化- 

看不出形聲聯繫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楊忠諺(1991)和萬波(2001)) 

由於前面表二-3 曾對照兩篇研究的簡化方式類型，而我們知道：1.楊

忠諺(1999)「省略」大類別等同於萬波(2001)的「字形發生局部變化-簡化字

存留傳統字的特徵」。2.楊忠諺(1999)「改形-輪廓化」此類涵蓋了萬波(2001)

的「字形發生整體變化-簡化字保持傳統字的輪廓」和「字形發生局部變化

-簡化字局部變化部分保持傳統字輪廓」。3.楊忠諺(1999)「同音替代」則亦

涵蓋了萬波(2001)「合併同音字」大類別中的所有細分類。4.楊忠諺(1999)

「改形-象徵符號」等同於萬波(2001)的「字形發生整體變化-兩字體看不出

形聲聯繫」。而了解兩研究的簡化方式類型間的涵蓋關係後，進行由簡化字

到傳統字的辨識率類型排名會更加清楚。 

因此，藉由上述涵蓋關係研究者在整理成表二-5 中亦標示出藍底、綠

底、橘底和紅底，呈現兩研究間相對應的簡化方式類型。由此可見，兩篇

研究學習簡化字的受試者之簡化方式類型辨識率前五名結果相同。亦即對

於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之受試者辨識率高的類型，雖然名次之間有所差

異，但基本上皆共同落在「省略-簡化字存留傳統字特徵」、「改形-整體或局

部變化但保持傳統字輪廓」、「同音替代」以及「改形-以符號代替」四個簡

化方式類型上。整體而言，簡化字基礎的受試者辨識傳統字之較易辨識的

類型，實際上亦和前面兩組受試者的結果具有共同性，亦即一致地顯示出

受試者辨識漢字另一字體時，依據的是兩字體最顯而易見的「字形」差異



第二章 文獻探討 

37 

進行辨識，而若兩字體具有明顯的字形形體聯繫，那麼受試者便有較高的

機會正確地辨識出另一字體。 

四、 小結 

本處先總結前人針對漢字辨識研究的異同點，並藉此提出前人研究對

本研究各方面的啟示。此外，雖然本研究並未聚焦於簡化方式類型，但由

於本研究將連結前人研究所得的簡化方式類型難易的結果，用以比較與驗

證本研究之結果。因此，最後研究者則以本研究所提出的類型架構對應並

整合前人研究的分類架構，以便於第五章針對簡化方式類型結果進行討論。 

(一) 對本研究的啟示 

由上面幾個小節可知，相關漢字辨識的研究有：尹斌庸、羅聖豪(1991)

和張雙慶、萬波(1996)為「學傳統字辨識簡化字」的研究；吳英成(1998)

是針對「學簡化字辨識傳統字」的研究；而楊忠諺(1999)、萬波(2001)則

是比較兩者的辨識差異。綜觀前述各家的研究，發現他們的相同之處有：

1. 研究皆是建立在已有漢字其中一種學習與認知基礎的受試者上實施的。

2. 就研究方法而言，測驗分別皆有單個漢字的孤立狀態和語詞、句子的情

境狀態，且僅有楊忠諺(1999)因受試者為華語學習者，而由施測者代寫，

其他研究主要都集中在讓受試者寫出相對應的簡化字或傳統字。此外亦只

有尹斌庸、羅聖豪(1991)在情境狀態的認讀測驗上，採用錄下受試者朗讀

時的情況進行分析。3. 至於測驗內容的呈現上，都只有與學習基礎不同的

另一種漢字字體，例如：學習簡化字基礎的受試者之辨識測驗除了題型的

說明外，其餘全部的題目皆只有傳統字，而受試者要寫出相對應的簡化字

作為答案。其中楊忠諺(1999)在句子之情境測驗有些許差別，而是採用只

將測驗目標字以另一種字體呈現，句子中其他的漢字則為受試者所熟習的

字體。此外，五篇研究當中，僅楊忠諺是針對學習華語的受試者辨識漢字

兩字體的比較，其他則皆為中文母語者的研究。可見，漢字字體辨識研究

甚少，而針對華語學習者為研究對象者亦是寥寥無幾。 

研究者認為前人研究讓受試者寫出測驗字相對應的簡化字和傳統字的

做法，似乎並非只在測量受試者能否辨識另一種漢字字體的能力，更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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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夠正確書寫的能力，此外，再加上只給予與受試者語學習基礎不同

的漢字另一字體，使得學習者勢必需要先對另一字體進行猜測與分析，再

正確無誤地書寫出來，便讓學習者在辨識上的難度更增添了一層。且以書

寫出另一字體作為判斷受試者是否辨識另一種漢字字體的方法，研究者認

為可能忽略受試者知道此字但不會寫的狀況，如此則認定受試者無法正確

辨識是有些偏頗的，因為以這種方式斷定辨識能力已是涉及是否正確輸出

的能力，非僅單就受試者對於字體的辨識能力而言。萬波(2001)討論到新

加坡大學生的辨識率較香港大學生低的原因時，就曾提及：或許掌握的漢

字數量不夠多，超出 1500 常用字便不熟悉，以致於即使能認讀卻寫不出相

應的簡化字(萬波，2001)。除此之外，更從萬波(2001)研究中指出其中個

別新加坡大學生填上漢語拼音，並註明「會讀但寫不出字」的情況來看，

在測驗中要求受試者寫出漢字的方法，可能並非蒐集其辨識率情況的最好

方式。前人研究要求受試者寫出相對應的漢字之方法也許與其所定義的辨

識或辨認有關，就前人研究上看，基本上都認為辨識是要會寫。但為避免

此情況發生，本研究的辨識則指受試者能夠認出即可。 

藉由探討前人研究，本研究從中獲得一些啟示。首先，簡化字和傳統

辨識字組方面，研究者的辨識目標測試字也將參照前人研究從常用且頻率

高的字中挑選的做法。其次，由於前人研究指出將簡化字和傳統字的聯繫

關係進行分類時容易出現交叉分類的現象，亦即說明有些簡化字和傳統字

字組並非單一性而可以被分到好幾類中，且因為從辨識的角度不同，亦會

有將字組分到不同類型的情況。除了分類上的重疊交叉現象之外，加上「語

言學方法的歸類不一定有心理歷程的功效(曾志朗，1991)」，亦即若單就語

言學結構上的角度，無法直接反映出受試者的辨識歷程。由上述之因，本

研究以印尼籍學習者為研究對象的辨識研究，並不會先將辨識實驗字組依

據簡化方式類型分類。而本章第一節所提出的簡化方式類型是為將本研究

與前人研究作連結，討論其中的異同。 

至於辨識實驗面，前人研究皆使用單個漢字和語境兩種測驗，並且得

到受試者在語境的測驗中因為能夠從上下文推測，而其辨識率高於僅單個

漢字的辨識率之研究結果。由此多數研究皆已證明語境的辨識優於單個漢

字的情況，而且受試者多依賴字形的形狀加以辨識，而非字形所承載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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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和字音。因而本研究便關注於受試者在單個漢字字形辨識上的情況，並

且透過辨識實驗蒐集、討論，最後擬出辨識另一字體之符合循序漸進原則

的教學排序。為達到本研究擬出教學排序之目的，本研究的辨識實驗將採

用 E-Prime 軟體編製測驗，分成兩個實驗，不僅蒐集受試者的正確辨識率，

另外亦蒐集從受試者角度判斷簡化字和相對應傳統字的字形相似程度，並

以兩者作為教學排序所依據的其中兩個主要向度。實驗中提供受試者的先

備知識，亦即學習或接觸簡化字的印尼籍受試者會在辨識畫面中同時看到

簡化字和傳統字，而後受試者只要按鍵盤進行兩個實驗的判斷，用此方式

以避免前人研究中讓受試者寫出相對應字體而影響了是否能夠確實反應出

正確辨識的結果，並且設計實驗二判斷兩字體的相似程度是希冀能從受試

者的角度出發，了解受試者對於漢字兩字體的字形上差異感受。如此，則

能較直接且全面地反映出受試者在漢字兩字體辨識上的情形，且藉由本研

究的實驗一和實驗二所得的結果進行實驗字組答對率與相似程度的相關分

析，用以驗證前人研究所提及的受試者辨識時是依據兩字體間具有形體相

似特徵的說法，亦即希冀證明實驗字組字形形體上越具有高度相似，則其

答對率亦越高。若實驗字組的答對率和相似程度呈現上述的關係時，便提

高了本研究考量實驗字組的答對率、相似程度以及頻率所擬出的循序漸進

的教學排序之實行性及可信度。 

(二) 前人相關研究與本研究的簡化方式類型對照 

由於本研究希冀能和前人研究結果有所連結與比較，因而在第二章第

二節先討論學者們提出的簡化方式類型，並且綜合學者和前人有關漢字辨

識研究的類型架構，擬出本研究用以比較和連結前人研究的簡化方式類

型，包含「省略」、「改形」、「音同(近)兼併」三大類型，其中各大類又分

成些許小類，全部共有九小類。然具有簡化方式類型架構尚不足，因為本

研究所擬出的類型雖是綜合學者們而來的，但與前人相關漢字辨識研究中

的類型架構有所差異。若如此，本研究在討論與比較簡化方式類型上辨識

率排名時，便會因為類型架構上的差異而隔了一層，並提升了比較的難度。

因而，研究者將在此先進行本研究與前人相關研究的簡化方式類型對照，

了解其中的差異與各類型架構中細類之間的涵蓋關係。在此研究者便將本

研究於第二章第二節所擬出的簡化方式類型與楊忠諺(1999)、萬波(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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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李菁菁(2009)三個相關辨識研究中的類型架構進行對照與整合，呈現

於表二-6。 

表二-6 前人相關研究與本研究的簡化方式類型對照表 

 本研究 楊忠諺(1999) 萬波(2001) 李菁菁(2009) 

大

類 

1.省略 省略 B.字形發生局部變化 1.刪略 

小

類 

1.1 省一處 Cat1 省一邊 

Cat3 省一角 

 

B12 簡化字存留傳統字特徵 

(1)省一處 

1.2 省兩處以上 Cat2 省兩邊 (2)省兩處以上 

1.3 省內外 Cat4 省內外 (3)省內外 

大

類 

2 改形 改形 A.字形發生整體變化 

B.字形發生局部變化 

2.改形 

小

類 

2.1 形聲簡化 Cat5 形聲 A2 簡化字有聲旁提示字音 

B2 簡化字局部變化部分具 

聲旁作用提示字音 

(4)形聲化 

2.2 會意簡化 Cat6 會意 B13 簡化字局部變化部分具

形旁作用提示字義 

(5)會意化 

2.3 符號化 Cat8 象徵符號 B01 簡化字變化部分換用簡

單符號-四畫以下 

(6)符號化 

2.4 輪廓簡化 Cat7 輪廓化 A1 簡化字保持傳統字輪廓 

B11 簡化字局部變化部分保

持傳統字輪廓 

(7)輪廓簡略化 

2.5 其它改形 Cat9 其它改形 A0 兩者看不出形聲關係 

B02 簡化字變化部分換用 

簡單偏旁-四化以上 

(8)其它改形 

大

類 

3.音同(近)兼併 同音替代 C.合併同音字 3.同音 

小

類 

3.1 

音同(近)兼併 

Cat10 

同音替代 

C0 無形旁和聲旁聯繫 

C1 兩者具有聲旁聯繫 

C2 兩者具有形旁聯繫 

(9)同音替代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楊忠諺(1999:18)、萬波(2001:93-94)及李菁菁(2009:3)) 

從表二-6 可見，由於本研究是以楊忠諺(1999)和李菁菁(2009)的類型

為基礎，因而基本上並無太大的差異。主要的不同只有一點：是楊(1999)

「Cat1省一邊」和「省一角 Cat3」皆涵蓋在本研究「1.1 省一處」類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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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萬波(2001)的簡化方式類型對照方面，從表二-6 亦可見，有以下

的對照涵蓋關係：1.「B.字形發生局部變化-B12 簡化字存留傳統字特徵」

囊括了本研究、楊(1999)和李(2009)「省略」大類中的所有小類。2. 其多

個類型合併對照到本研究及其他兩研究僅是一類，例如：(1)「A.字形發生

整體變化」、「B.字形發生局部變化」兩大類便對應到「改形」此一大類；

(2)其中像是「形聲簡化」，則包含了萬(2001)的「A2簡化字有聲旁提示字

音」和「B2 簡化字局部變化部分具聲旁作用提示字音」兩小類；(3)「輪

廓簡化」亦包含萬(2001)的「A1簡化字保持傳統字輪廓」和「B11簡化字

局部變化部分保持傳統字輪廓」兩小類；(4)「其他改形」則涵蓋了「A0

兩者看不出形聲關係」和「B02 簡化字變化部分換用簡單偏旁-四化以上」

兩小類；(5)最後則為萬(2001)「C.合併同音字」中分有三小類，而在本研

究及其他兩研究的分類僅以一類概括(即本研究的「音同(近)兼併」、楊

(1999)和李(2009)的「同音替代」)。 

第三節 漢字認知心理的基礎與研究 

漢字包含有形、音、義三要素，其中字形所具有的圖像性，使得漢字

認知的心理歷程更為複雜(林姿君，2011)。本節討論漢字認知心理的相關

基礎概念與研究，包括了漢字辨識歷程、心理詞典、以及漢字字形相似判

斷的相關研究。 

一、 漢字辨識歷程 

漢字認知運作包含了形、音、義的感知與理解。就漢字字形組成上，

又可分為三個層次：筆畫、部件與整字(陳奕全、葉素玲，2009)，這使得

單位訊息量大於拼音文字，在認知歷程上亦更為複雜。針對漢字辨識歷程

而言，學者們多為討論其辨識路徑與漢字辨識的基本單位是整字或者部件

的兩個議題。以下筆者將分別說明，先是漢字辨識路徑，其後則為關於辨

識單位的漢字字形知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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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漢字辨識路徑 

文字的閱讀涉及了「字形的辨認(word-shape recognition)」、「語音的轉

錄(phonology recoding)」以及「字彙觸接(lexical access)」之三方面的技能

(鄭昭明，2009)。「字彙觸接」，是指一個文字符號被看到後，該符號觸及

心理字典相對應的位址，並且產生字彙或字義辨識的歷程。Perfetti, Bell, & 

Delaney(1988)也提及文字的辨識包括有字形辨識(letter recognition)、字音

辨讀(phonetic activation)、以及字義搜尋(semantic encoding)。因此，我們

了解文字的辨識歷程有其三方面，亦即對字形、字音和字義的感知與理解

(周碧香，2009)。關於文字辨識歷程的內涵，Perfetti & Zhang(1996)曾提出

定義：由文字符號提取足以辨識該符號的訊息，並利用其辨認出文字符號

的過程(1996；引自林姿君，2011)。Perfetti & Zhang(1996)所說的文字辨識

歷程，其實也就是等同於鄭昭明(2009)所提出的字彙觸接。 

由上述可知，文字的辨識包含字形、字音和字義的辨識、辨讀與搜尋。

因此，歷來的文字辨識研究中受到關注與熱烈爭論的焦點即是：字形符號

搜尋或對應到字義概念之前，其中是否存在著語音的媒介(phonological 

mediation)，亦即字形與字義間是否需要字音的連結？針對此焦點，而產生

了文字辨識歷程的途徑：「直接路徑(direct access)」、「間接路徑(indirect 

access)」與「二元路徑(dual-route model)」之三種觀點。 

直接路徑又稱為直接觸接或直通論，其是指文字符號的刺激不經由語

音的媒介，而其是文字符號直接的觸及字彙知識的提取並產生字義。其即

指從「字形」到「字義」之間是一條直接的通路(鄭昭明，2009)。支持直

接路徑的研究則有 Coltheart(1978)、Kleiman(1975)。間接路徑又可稱為語

音中介論，主張指語音訊息的轉錄是字義產生的必經過程，而且它是具有

強迫性的，Meyer, Schvaneveldt,& Ruddy(1974)、Rubenstein, Lewis,& 

Rumelhart(1971)、Perfetti, Bell, & Delaney(1988)的研究即是支持文字辨識

歷程中具有語音轉錄的證據，而其研究主要來自字彙判斷作業(lexical 

decision task)、唸字作業(naming task)、字義歸類作業(semantic judgement 

task)以及後向遮蔽作業(backward masking task)等程序的研究。其觀點與絕

大多數語言學家將文字定義為「書寫的語言」相涉，主要強調以語音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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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並且考慮到文字本身是設計用來代表或紀錄人類的語音或語言的，轉

而才代表或紀錄外界的事物，因此認為文字的形體本身指攜帶字音的訊

息，並不具有字義的訊息，而我們可以在拼音文字系統中尤能看到這種現

象(鄭昭明，2009)。 

相較直接路徑和間接路徑對於語音轉錄或中介的看法，前者認為語音

的來源是提取字義的歷程，亦即讀者必須在文字辨識或字彙觸接達成後，

再由心理字典中相對應的位址得到讀音，其非強制而具有選擇性的(陳欣

進，1997)；後者則認為語音是來自字形的轉換，它的激發在文字辨識之前，

其是必須且自動的，就語音及字義的時間歷程而言，由於字義的取得需要

語音中介，因此語音發生在先，而字義發生在後(陳欣進，1997)。除了這

兩者模式之外，有研究者認為兩種模式不足夠說明文字辨識，因此提出了

二元路徑模式(Coltheart, 2000)。該模式主張直接觸接和間接觸接兩種模式

都可以達成文字的辨識，是以功能分離為基礎建構的文字辨識歷程。因而，

二元路徑模式主張文字辨識或字彙觸接的達成是由兩條功能分離且平行運

作的路徑而來的，亦即直接和間接兩條路徑在文字辨識時同時運作，但字

彙觸接是由先接觸到心理字典的那條路徑達成。一般認為，在一般熟悉文

字辨識時，直接路徑的運作較快；相反的，在不熟悉的文字辨識時，間接

路徑的作運則較快。二元路徑模式是目前較為廣泛接受的模式，而許多研

究也從關注於直接或間接路徑的有無，轉而關心影響辨識者是使用某一路

徑的因素與情況。 

上述為針對拼音文字辨識研究所引起的辨識路徑討論。延伸到漢語

時，由於漢字的形與義之關係較為形與音的關係密切，這是與拼音文字系

統有所不同之處。於是，針對漢字辨識研究上所關心的焦點則在於歷程中

的語音轉錄的必要性以及形碼所扮演的角色，如謝娜敏 (1982)、

Seidenberg(1985)、Perfetti & Tan(1998)、吳端屯與陳欣進(2000)。此外，

從 Seidenberg(1985)、舒華與張厚粲(1987)、喻柏林、馮玲、曹河圻和李文

玲(1990)、Hue(1992)等人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頻率對於漢字辨識歷程

的影響，而且不同頻率的漢字辨識所具有的語音中介有所不同，亦即高頻

漢字不需經由語音中介，而主要由心理字典直接提取字義，為「形─義」

的直接辨識路徑；相反地，由於他們的研究發現音碼的促發效果僅發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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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頻字，因此低頻漢字的辨識上涉及語音轉錄的過程，而其主要採用聲符

線索和音近類推的策略，是「形─音─義」的間接辨識路徑。由於輸入頻

率對於語言習得的影響是自動產生的，接觸次數多，則會增加對該字的內

隱記憶(implicit memory)，且之後該字出現時，心理字典則較容易被激發

(Kirsner, 1994)。因此，可見推想，頻率之視覺熟悉性可能也會影響第二語

言學習者對於漢字的辨識歷程，而江新(2001；2004)的研究證實了初級階

段或使用拼音文字的印尼與美國學生的外語學習者對於語音線索的依賴很

高，亦即「知音─知義」的相關很高。反之，語音線索對於高級或漢字圈

的日籍學習者而言，依賴程度是較低的。 

由此可見，頻率對於語言使用者所產生的視覺熟悉性，是漢字辨識路

徑選擇的一個影響因素。林姿君(2011)綜合學者們的研究而提出：代表視

覺熟悉性高的高頻刺激字，較易採取「形─義」的直接路徑進行語義的激

發；而代表視覺熟悉性低的低頻刺激字，則經由「形─音─義」路徑來完

成漢字辨識。 

(二) 漢字字形知覺研究 

有關漢字辨識是整字先處理還是部件先處理，是漢字字形知覺研究領

域中的一個重要議題。有些學者認為漢字本身可因其知覺完形與音義完整

性的特性，而作為漢字的基本辨識單元，此派是支持整字作為辨識單元的。

其證據包括鄭昭明(1981)的研究發現受試者在真字比在假字與非字中更易

找到包含目標部件的刺激字；陳烜之(1984)發現在閱讀文章時要圈出目標

部件，出現在真字中的目標部件會比在假字中容易被忽略，而且目標部件

在高頻字中比在低頻字中容易忽略。而這個結果被認為是讀者在閱讀時，

一旦認出某字，下一個字的辨識工作就會立刻開始，亦即表示讀者會先辨

識整字，而在有足夠的其他時間才會將其拆解成部件；喻柏林、馮玲、曹

河圻和李文玲(1990)則認為由於唸部件需要的時間比唸整字來得長，是因

為把整字拆解後才能唸出部件的音，所以整字的辨識先於部件。 

然而並非所有的學者都支持整字為漢字辨識單元。陳奕全、葉素玲

(2009)曾提及漢字具有不可忽視的內在結構，使得部件先於整字的處理方

式在理論上是可行的。近來也有支持部件先於整字的證據，其包括有 Fa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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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1989)發現快速呈現三個刺激字，而部件會被錯誤的組合，例如受試者

看到「核、討、該」三個刺激字後，這些字的部件會被錯覺式的結合，而

讓受試者誤以為有「村」字出現，這便說明刺激字的部件先被激發於整字；

亦有採用字彙判斷作業的研究發現組字數很高的部件之反應較快(Taft & 

Zhu,1997；Feldman & Siok, 1997)；此外，Chen & Allport(1995)研究則發現

部件在不同的位置上所具有的訊息量與功能有所不同；而 Yeh & Li(2004)

在要求受試者寫下快速呈現的整字時，發現了重複視盲的現象，亦即重複

的部件會被忽略，顯示部件在處理的時序上先於整字。 

在此先後的爭議之下，與漢字辨識路徑相同，亦出現了並存的觀點，

即指整體與特徵的加工是並存的。喻柏林、曹河圻(1991)曾就指出整字加

工及成分加工是並存的假說，認為識別每個漢字經歷著兩類平行加工的過

程。一類為識別整字的歷程；另一則為筆畫及其組合的歷程。這種整體與

部分特徵對於漢字辨識有很好的解釋，且獲得其它研究的支持，如：喻柏

林、李朝暉(1995)。 

二、 漢字視覺識字的學習心理 

鄭昭明(1983；1991)以視覺的角度分析漢字的識字心理歷程，其認為

涉及以下三個方面的心智運作，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 字形學習與區辨： 

指經由區辨字和字之間的異同處，是掌握文字閱讀的首要必備能力之

一。字形的區辨受到「筆畫的特徵」和「學習經驗」兩個因素影響。前者

是指若兩個字之間有很多不同的筆畫特徵，則容易區辨，反之則不然；後

者則是經驗累積的越多，則越能區辨字形間細微的不同。 

(二) 建立心理字典(mental lexicon) 

人類擁有包括字彙(lexical)與概念(conceptual)的兩者知識，且它們是

互相有所連結的。人的認知系統對於語言的感官輸入進行分析與辨識時，

大腦中所存在的心理詞典也正在作用著。其存在使得我們的認知有系統地

儲存詞彙及概念訊息，因此當外在訊息輸入時，必須在心理詞典中搜尋並

提取匹配的詞條屬性，如此我們才能完成辨識而後進一步產生意義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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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心理詞典中包含有哪些？Forster(1976；引自陳永德，1997)認為包含

有兩大類的檔案，亦即主檔(master file)和三個觸接檔(access file)。前者是

儲存每一個字詞所包含的所有訊息；後者則分別用以儲存字詞的形、音、

義。因此，字詞訊息經由感官的接收而輸入時，會依照它的屬性激發上述

觸接檔中的相對應之處，再由此與主檔相關詞條以及訊息進行比對，形成

辨識字詞的歷程。心理詞典中包括的形、音、義三方面的訊息，Sandra(1994)

認為此三方面訊息是兩兩互有聯繫的。而且 Sandra 主張詞典當中的表徵又

分為兩種層次，亦即「觸接表徵(access representation)」及「語言學表徵

(linguistic representation)」。字詞的形與音的區塊是指向詞條的必經通道，

因此屬於觸接表徵的層次；而字詞的語義區塊包含了語義和句法的訊息，

因而屬於語言學表徵之層次。 

因此，心理字典系統的建立就像經過文字學習之後，在心裡面建立一

本字典，而每個字都有其位置，且每字都和它的形、音、義的訊息連結，

並也包含了經過長期文字學習後，獲得有關該文字系統的知識(包含有「漢

字組字規則知識」、「部首表義知識」以及「聲旁表音知識」三種)，其稱為

一般字彙知識(general lexical knowledge)。 

(三) 文字辨識(recognition)： 

這裡所謂的文字辨識，與字形區辨有所不同，而是指一個人在進行文

字的辨識時，以心理字典的知識主動地詮釋與分析所看到的文字符號。 

三、 漢字字形相似性判斷相關研究 

經由漢字辨識歷程的探討後，可見在漢字辨識領域中，研究者多在關

心語音與字義的問題。然在這樣的研究脈絡之下，雖漢字的形音義三者具

有密切的關係，但「字形」多半被視為達成觸接語音或字義的媒介物(葉素

玲、林怡慧和李金鈴，2004)。在漢字辨識的理論爭議當中，對於究竟在辨

識歷程中先是整字處理還是部件處理，而其各有支持的證據。此外，過去

對於字形結構的討論，亦因不同研究而提出字形結構種類及內容上的差

異。而葉素玲等人(1997)、Yeh , Li & Chen (1999)為提供一個有關漢字結

構類別的實徵資料(葉素玲、林怡慧和李金鈴，2004)，讓以中文為母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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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將各種漢字作成的字卡，依據其漢字字形相似進行分類。此研究結

果顯示，以中文為母語的大學生並非依據筆畫或視覺特徵的相似性等因

素，作為其判斷中文字形相似性；反之，他們是依據漢字字形結構作為相

似性判斷和分類的重要線索。這兩篇研究一致地得出五組以字形的結構區

隔，顯示了此分類的穩定性，而分別為水平字(如：印)、垂直字(如：念)、

P 形字(如：庫)、L 形字(如：返)以及包圍字(包括三包與全包，如：區、

固)的五組字形結構。此外，Yeh & Li(2002)更操弄讓參與者分類的刺激字，

亦即一組刺激字同時擁有兩個線索(部件和結構)，但分成一組時僅能依據

其中一種線索。其結果亦發現，大學生進行分類時，明顯地是結構的作用

凌駕於部件。中文字形結構的特性因為是由部件在不同相對位置而來的，

閱讀者整合了各部件在整字中的位置後，產生整體結構的訊息。因此，他

們提出字形結構訊息可能隨著識字與閱讀經驗增加而逐漸增加的觀點，而

這也與上述研究發現大學生以字形結構作為字形相似性的判斷依據之結果

不相違背。 

為了檢驗「識字量、閱讀經驗增加使得字形結構概念逐漸產生」的說

法，並且探討需要多長時間才能獲得抽象的字形結構概念，Yeh, Li, Takeuchi, 

Sun, & Liu(2003)將字形相似性的分類作業擴展至不同年齡與學習中文經

驗的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熟練中文的受試者(臺灣和日本的大學生)

在判斷漢字相似性是依據字形的結構特性；相反地，不熟練者(美國未學習

中文的大學生、臺灣不識字的老人與幼稚園學童)則是傾向根據局部特徵作

為線索。另外，葉素玲、林怡慧和李金鈴(2004)則取樣國小一、三、五年

級的學生，發現隨著學齡的增加，識字量提升，且字形相似性判斷則會由

局部細節逐漸轉為部件與結構。余佳娟(2007)仿照葉素玲等人的研究方

法，並從其結果欲推論至歐美籍華語學習者，提出假設：歐美外籍學習者

學習華語的過程中，隨著學習時間以及識字量增加，他們在辨識漢字字形

相似性的判斷依據亦為筆畫、部件，而後轉至結構的情況。而其判斷作業

統計出的結果亦證實此假設的成立，即使在高識字量的外籍學習者上，字

形結構的階段尚未表現成熟，但確實可以看出判斷線索轉變的趨勢。從此

漢字相似性判斷結果可見，母語者與外籍生的判斷依據大致相同，而且從

與國小學童的識字量發展比較，亦可看出國小學童與外籍學習者在識字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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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階段上呈現相似的情形。然不同之處，則有可能因為教師教法不同之故，

部首占了國小學童分類原則相當重的份量(葉素玲等人，2004)，而外籍生

大多以部件作為分類原則。 

由上述研究結果可知，外籍華語學習者與母語者不僅在判斷漢字字形

相似性上所依據的線索發展相當，即是由筆畫逐漸轉變成字形結構。 

四、 小結 

本節討論了有關漢字認知心理的基礎理論和研究，而我們透過物件辨

識或文字辨識歷程的研究，能了解人類利用已知知識吸取未知知識，並亦

驗證知識系統對於物件或文字辨識是主動且重要的。在漢字辨識路徑的研

究上，較為受到關注與熱烈爭論的焦點為字形對應到字義概念之前，是否

存在語音的謀介，亦即指字形與字義間是否需要字音的連結。雖然形音義

的關係密切，但字形多半僅被視為達成觸接語音或字義的中介，因此相對

而言，對於「字形」本身的議題便缺乏相關研究資料或者著墨較少(葉素玲、

林怡慧和李金鈴，2004)。除了辨識路徑中語音介入與否之外，針對漢字字

形的辨識上的研究，也多有部件和整字辨識的爭議。即使關於漢字字形的

研究缺乏且多爭論部件和整字辨識的先後，但我們可知，事實上不論漢字

辨識路徑究竟為「直接路徑」、「間接路徑」還是「二元路徑」，漢字字形都

是辨識過程的第一角色。對此我們可以從以下研究得到支持：Perfetti, Bell& 

Delaney(1998)和鄭昭明(2009)皆認為文字辨識所包含的三個步驟中「字形

辨識(letter/ word-shape recognition)」是第一個步驟，而字音辨讀(phonetic 

activation/ phonology recoding)和字義搜尋(字彙觸接)(lexical access)，兩者

則為緊接在後的步驟；此外，陳奕全和葉素玲(2009)歸納部件介入與否的

兩種模型，即漢字處理的單路徑模型和雙路徑模型(圖二-2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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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1 漢字處理的單路徑模型(A)與雙路徑模型(B) 

(資料來源：陳奕全、葉素玲(2009)。漢字辨識理論模型中的部件表徵。應用

心理研究，43，頁 195。) 

由此可知，無論辨識路徑或視覺辨識基本單位的爭論多麼激烈，然漢

字「字形」為漢字辨識的首要條件是不可否認的，亦即沒有漢字字形的輸

入，便也不會產生辨識歷程中所謂語音或字義的搜尋或辨讀了。因此，由

於漢字字形在辨識上是重要的，且各漢字的字形也因為筆畫、部件與結構

等變化，而與拼音文字有明顯不同的面貌。筆畫、部件與所組成結構不同

的漢字，則亦成為了字形研究上重要的題材。 

漢字簡化字和傳統字兩字體，最主要的差異即在字形上。而這些字形

上的差異也往往是使閱讀者產生辨識困難的因素，甚至因為簡化字的字形

相對於傳統字而言是較為簡易，現今簡化字在華語教學中多以成為外籍學

習者學習華語的主要漢字字體。細究簡化字和傳統字字形上的差異，在字

形上相似者實佔大多數，而這些相似的字形特性則可能使辨識上產生難易

的距離。因此，在無法改變簡化字成為學習主流的情況，本研究透過由學

習或接觸傳統字的印尼籍學習者所進行的漢字辨識判斷作業，希冀站在外

籍學習者對於漢字認知的角度，藉由所判斷出之各字組的答對率與相似程

度，歸納並理出在具有字形差異的簡化字和相對應字組間之辨識難易度，

且擬出符合認知循序漸進的辨識教學排序，使得具有簡化字基礎的學習者

能夠透過教學排序快速且有效的辨識相對應的傳統字。在漢字兩字體字組

的相似性判斷，由於非為達到了解漢字字形結構的類型，或驗證外籍學習

者的字形相似性判斷依據亦像母語者由局部特徵到字形結構之目的。因此

本研究並非採用葉素玲等人(1997；Yeh , Li & Chen 1999；2004)、余佳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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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之群聚分析，而是讓研究對象直接針對兩字體依據相似的程度進行

五度量尺的評分。雖然並未採用他們的研究方法，但從中可了解到華語母

語者和外籍學習者，在漢字字形相似性判斷依據的發展上是相似的，都是

隨著識字量及學習經驗的由少到多，判斷相似的依據則由局部特徵(筆畫、

部件)而至字形結構。由此，對於本研究筆者推測印尼籍受試者，學習經驗

增加而識字量提升應會影響其判斷出相對應傳統字的正確率。 

漢字辨識可能受到的影響，Kirsner(1994)提及輸入頻率對語言習得的

影響是自動的，且多接觸能加強其字的記憶，便較易激發心理詞典，而多

數相關研究亦支持漢字頻率高低影響辨識歷程。由此獲得的啟示為，本研

究的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的辨識教學排序，除了蒐集到本研究實驗以學習

者角度判斷的各字組答對率和相似程度之外，亦會將兩對應字組中簡化字

的頻率，作為此教學排序考量的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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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漢字教學語法 

一、 教學語法的基礎屬性 

教學語法的觀念出現得雖然很早，但在近十幾年來，許多專家學者才

逐漸有系統地研究及探討。至此之後，在華語語法和詞彙的教學上，關於

語法點和詞彙分級的教學排序已受到重視。教學語法是為達到幫助學習者

有效學習(to assist in effective learning)，讓學習者習得目的語(to induce 

acquisition)，並達到表達之目的(to help achieve performance)。因此，教學

語法是融入第二語言教學理論，重視語言學習者的個別差異，例如不同母

語背景的學習者，所需要學習的語法列表也不同。鄧守信(2009)所建立的

對外漢語教學語法體系中具有九種屬性： (一 )學習者導向體系

(learner-oriented)；(二)教師用教學語法；(三)學習者用教學語法；(四)規

範式教學語法(prescriptive)；(五)累進式教學語法(accumulative)；(六)規

則化教學語法(rule-based)；(七)列舉式教學語法(itemization- based)；(八)

定式教學語法；(九)排序式語法點(structural sequencing)。 

對於以上鄧所提出的教學語法屬性，我們所要關注的是其中的「排序

式語法點」、「累進式教學語法」與「規則化教學語法」，它們可以運用在本

研究之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的教學排序及建議上。研究者以下分別敘述之。 

(一)、排序式語法點(structural sequencing) 

語法點的排序是語法教學所思考的重點之一(鄧守信，2009)。其是根

據語法點的難易度加以排序，例如：先教了 1還是了 2？本研究關注在由簡

化字辨識傳統字的教學排序，因此雖然鄧所提出的為針對語法點的排序，

但其依據難易度的排序之方法，則成為研究者將本研究 124 組實驗材料相

對應兩字體字組進行排序的原則，期使之符合學習者導向之認知難易度的

循序漸進教學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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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累進式教學語法(accumulative) 

累進式與上述的排序性兩個屬性，鄧指出累進性原則是與學習者的第

二語言水平有關(level-based)；排序性原則與第二語言水平無關，而是與語

法點本身的難易度有關(level-independent)。陳俊光(2007:307)則曾闡述排

序性和累進式兩者之關係，其認為排序性要先於累進式，先完成語法點的

排序，而後將排序的結果，按照語言能力，以累進的方式呈現給學習者。 

「累進式」有兩個具體的觀念：「語法結構的階段性教學」(structures in 

stages/phases)和「每一階段是完整且正確的教學」(phases as complete 

units)。結合累進式與排序性應用到漢字教學上，也就是指外籍學習者所學

的漢字，應也是如此，不同難易度的漢字放在學習者不同階段上，而且對

於這些漢字所帶來的知識訊息要是完整且正確的。因此，對於由簡化字基

礎辨識傳統字的華語學習者而言，辨識教學上便應是有所排序的，否則原

先就對漢字心生恐懼的學習者來說，要學習或接觸另一個字體又將是一個

困難的嘗試。學習者較容易從其擁有的漢字基模類化的傳統字，且實驗相

對應字組在受試者辨識作業裡的答對率較高者則排序在前，而且教學上有

關簡化字與傳統字對應的規則說明與知識，對學習者的傳統字辨識上皆要

是正確有益且完整的，如此才屬於良好漢字另一字體的辨識教學。 

(三)、規則化教學語法(rule-based) 

鄧守信(2009)因 Odlin 提出的教學語法「規則」，而將「規則化」列入

教學語法的屬性之一。語法、詞彙具有規則，有的是由結構而來的；有的

則是從語義而來。而漢字也具有其規則，像是部件、結構、聲旁形旁等，

例如：有些部件基本上在字形結構位置是固定的，可能都在整字的左邊或

右邊；上邊或下邊。此外，有些傳統字對應到相應的簡化字時，我們可以

發現其有相同的規則，例如：傳統字的「話」、「說」；「銅」、「銀」；「館」、

「飲」等，其對應的簡化字「话」、「说」；「铜」、「银」；「馆」、「饮」都有

部首一致性的情況。因此，在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的教學上，亦應該利用

這些具有規則性對應的字組，並加上學習者本身對於漢字知識的基模，使

學習者在傳統字的辨識上能有效快速，達到舉一反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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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排序的總則與難易度評定 

鄧守信(2009)提出語法點的六大排序總則：亦即(一)系統內的排序；

(二)系統外的排序；(三)頻率；(四)結構依存關係；(五)結構與語義的困

難度；(六)跨語言的距離。此六點排序總則，本研究的由簡化字辨識傳統

字的漢字教學排序上，研究者將應用並遵循其中「系統內排序」、「系統外

排序」和「頻率」三個原則。所謂本研究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的系統內/外

排序，亦即研究者不僅將 124 組實驗相對應字組進行教學階段的系統外排

序，並也在含有大量字組的階段內進行排序，使得教學排序更為完善。 

難易度是語言學習與語言教學都關心的議題(鄧守信，2009)。針對何

謂困難或容易，鄧提出以下幾點說明：(一)習得較快，困難度低；(二)使

用頻率高，困難度低；(三)不易化石化，困難度低；(四)偏誤出現的頻率

低，困難度低。此外，鄧更有鑑於過去面對語法點「困難」或「容易」常

落入教學者或教材編寫者主觀的判斷，因此提出一套針對語法點或語法結

構所提出的教學語法難易度原則，如表二-7所列： 

表二-7 語法點難易度評定原則 

原則 內容 

1. 結構越複雜，困難度越高。 

2. 語義越複雜，困難度越高。 

3. 跨語言差距越大，困難度越高。 

4. 越不易類化者，困難度越高。 

5. 語用功能越強，困難度越高。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鄧守信(2009)) 

鄧的此五點原則使得教師或教材在語法點的教學設計或編寫上能夠客

觀化其主觀的判斷。 

三、 漢字部件教學排序 

由上述可見，華語語法與詞彙的教學排序逐漸受到學界的重視且已有

客觀完善的原則，然針對漢字的教學語法卻仍有待研究，但無論是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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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甚至是漢字教學，都應該採用累進式的教學方式(鄧守信、當銘美菜、

葉信鴻等，2008)。教學語法的強調是以學生為中心(鄧守信，2009)，主張

從學習者的偏誤進行分析與排序。因此，鄧等人從 96年度國科會計畫《華

語文學習者漢字偏誤數據資料庫(II)》所蒐集的語料，歸納分析漢字偏誤類

型與建置中介漢字語料庫。此外，他們視漢字教學為獨立的教學單位，非

依附於其他語法、詞彙教學上。因此，依據其分析的結果提出對於部件教

學的累進教學方式。針對部件教學的排序與累進教學，他們結合了上述教

學語法的總原則以及其偏誤統計數據，提出決定部件與筆畫教學時所要考

慮之處，呈現於表二-8。 

表二-8 部件與筆畫教學排序之考量因素 

教學 考量因素 說明 

部件 部件構字率 構字率高的部件因有其教學意義，所以先教。 

整字部件 先教可獨立成字的一個完整部件，因其曝光率高且是直接

構字的主要成分。 

部件筆畫多寡 筆畫少的先教，避免增加學習者記憶單位的負荷。 

筆畫 漢字筆畫數 初階學習者的偏誤多發生在筆畫多的漢字上，所以在教學

上必須考量漢字的筆畫多寡。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鄧守信、當銘美菜、葉信鴻等(2008)) 

除了提及部件教學所要考量的因素之外，他們在進行部件教學排序之

前，亦將原先鄧所提出的語法點難易度原則，微調成為針對漢字部件教學

排序的原則，如表二-9： 

表二-9 部件教學排序原則 

原則 內容 

1. 部件越多，困難度越高。 

2. 兩個以上部件之間位置與比例越不平均，困難度越高。 

3. 部件內部筆畫越多，困難度越高。 

4. 部件內部筆畫重複越高，困難度越高。 

5. 部件越不易類化，亦即與音和義皆無關，困難度越高。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鄧守信、當銘美菜、葉信鴻等(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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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提出漢字部件教學的排序原則後，其根據黃沛榮(2003)整理的高

頻率部件中挑選了前 50的部件進行排序處理，並且考慮「頻率」、「部件本

身是否能成字」以及「筆畫多寡」的三個因素，三個因素的給分標準為：

1.頻率方面：頻次在 200 以上者有三分、100~200 者有兩分、100 以下者則

有一分；2.在部件本身是否成字方面：能成字者有三分、不能者則為一分；

3.在部件本身筆畫多寡方面：筆畫 1~3 筆者有三分、4~6 筆者則有兩分、7

筆以上為一分。此 50 個高頻部件依據其得到的總分，分成五個階段教學排

序建議8。 

華語教學中，不論是語法點或詞彙的排序，都基於一些原則和標準，

進行加權值給分的方式，並且依據得出的總分，擬訂出其教學的先後順序，

例如張莉萍、陳鳳儀(2005)也是先將語料庫中的詞彙依據其各項標準與頻

率給予的加權值之總分後，才進行華語詞彙的分級。而鄧等人(2008)的漢

字部件教學亦是如此，依據部件在三個因素內所得的總分進行排序。 

四、 小結 

上述探討教學語法的基礎屬性、排序總則、難易度評定等內涵，以及

從鄧等人(2008)依據前些研究得到的漢字偏誤類型與結果，並以之結合教

學語法原則提出部件教學的考量因素，所進行的漢字部件教學排序，都給

予本研究一些啟示。 

在教學語法的基礎屬性面，本研究旨在根據受試者在漢字字體辨識判

斷作業中的結果與數據，擬出具有接觸或學習簡化字之基礎的學習者，學

習辨識傳統字時應有的教學先後排序及提出教學上或自學上的一些教學建

議。此便符合了「排序性」、「累進性」的屬性，此外，由於簡化字和相對

應傳統字實亦存在一些共同規則，因此在教學上，便必須提供「規則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50 個高頻部件的教學排序： 

第一階段：共 11 個，口 一 人 土 十 日 木 目 大 又 女。 

第二階段：共 9 個，亠 氵 亻 扌 月 糸 田 虫、 。 

第三階段：共 9 個，止 立 火 心 王 寸 山 士 刀。 

第四階段：共 13 個，艹 宀 ㄙ 言 冖 儿 辶 金 勹 丶 、 、 。 

第五階段：共 8 個，戈 阝 忄 厂 刂 禾 攵 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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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明與指導。 

在排序總原則和難易度評定原則面，本研究在實驗字組的難易度評定

上，除了考量影響難易度的「頻率」(使用頻率高，困難度低)，本研究亦

採取藉由實驗得出受試者於漢字字體辨識判斷作業中的各字組的「答對率」

和自身對兩字體字組之「相似程度評分」的結果。而後三者因素的總分則

為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的教學階段排序。其中考量字組的答對率的方法，

是受到鄧等人(2008)依據蒐集到的華語學習者統計的各類型偏誤率，藉此

看漢字教學的排序與提出建議的啟發，事實上李菁菁(2009)統計說明簡化

字和傳統字的親疏距離時，便亦使用各測驗字的答對率以每十個百分比唯

一單位分級。因此，本研究將各實驗字組的答對率作為排序考量因素之一，

是可靠的。換言之，答對率的考量，符合了教學難易度評定的「錯誤出現

的頻率低，困難度則也就低」之情況。至於「相似度」為考量因素之一，

是由於結構面而言，兩字體若被判斷為相似度不高，則表示傳統字與其有

基礎的簡化字結構差距太大，其便提高該簡化字相對應傳統字之辨識難度。 

得到總階段排序後，本研究會再以各個階段作為基礎，進行內部各組

漢字的計分排序。如此一來，本研究不僅就受試者對兩字體辨識之答對率

和以學習者角度所評估的兩字體的相似程度進行總教學階段排序，亦由於

某些階段可能包含有許多組相對應的簡化字和傳統字，因此，研究者認為

需要進一步將含有大量字組的階段，進行內部每一兩字體字組排序。總言

之，本研究將考量實驗所得各字組的「答對率」、「相似度」以及「頻率」

三項因素，進行 124 組兩字體字組符合認知難易度的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

之教學排序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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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本論文研究對象之組成；第二節則說明研

究的方法及工具；第三節則為研究的設備工具及整體研究程序；第四節則

分別介紹實驗一和實驗二之設計、材料與實驗程序；最後則為本文研究資

料的分析方式。 

第一節 研究參與者(participants) 

本研究採取的研究方法包括使用 E-Prime2.0 設計的由簡化字辨識傳統

字的判斷作業以及問卷調查法，研究對象為在印尼日惹地區當地接觸或學

習簡化字的印尼籍華語學習者。 

本文之研究參與者共有 40人，來自於印尼日惹(Yogyakarta)地區兩所大

學之印尼籍華語學習者，亦即 Universitas Gadja Mada(簡稱 UGM)修習中文

系課程，其使用北京語言大學所出版的《看圖說話》之華語學習者，以及

Universitas Atma Jaya Yogyakarta 語言中心的密集班(Intensive Mandarin 

Program，簡稱 IMP)與短期班(印尼語：Scumm)的華語學習者。受試者之年

齡 M =21.88，SD =5.17，而其中女性共有 33人，占總人數 82.50%。就參與

者的主修方面而言，中文主修者 12 人(30.00%)，非中文主修者 28 人

(70.00%)。在學習中文時間方面，三個月以內者為 15 人(37.50%)，三個月

以上到一年以內者 9 人(22.50%)，一年以上到兩年以內者 9人(22.50%)，兩

年以上到三年以內者 4 人(10.00%)，三年以上者 3 人(7.50%)。此外，在研

究參與者 40 人中，有 6人(15.00%)到過使用傳統字國家(如臺灣、香港、澳

門等)
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不論將此 6 人實驗資料排除或保留後，本文中研究相關分析和結果皆不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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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工具 

此小節說明本研究的所使用之研究方法與工具。整個研究包含兩個工

具：問卷調查以及兩字體辨識判斷作業，以下將分別詳細說明之。 

一、 問卷調查 

本論文所編寫的問卷，其目的在於調查研究參與者之個人基本背景資

料，以作為提供與本研究辨識作業結果相關性之變項調查，問卷項目及內

容皆有印尼語的翻譯，完整問卷請參見附錄一。 

問卷項目共有 16 題。前 4題及第 7題為提供選項的封閉式問題，調查

研究參與者的性別、年齡、出生地、母語以及學習中文時間的長短。第 5、

6、8 三題為開放式問題，為了解其目前所使用的華語教材、所上的華語課

程以及主修學科。第 9 題是封閉式問題，用以調查研究參與者所接觸傳統

字的頻率，選項為五度量尺(頻率選項：總是、偶爾、普通、很少、幾乎不)。

第 10、11 題則為了解研究參與者是否有到過使用傳統字地區之經驗(如：臺

灣、香港、澳門等)且其停留時間長短，此兩題為提供選項之封閉式問題。

藉由第 12、13題，研究者希冀探討研究參與者之有關漢字學習的經驗，如：

是否學過書法之相關課程以及是否從事漢字相關研究。第 14 與 15 題亦是

讓研究參與者評估自身看懂傳統字和簡化字的能力，即有「非常好」、「好」、

「普通」、「有點差」、「不好」之五度量尺選項以供研究對象作答。問卷最

後的第 16題，則請研究參與者填上 e-mail以供後續研究所需之聯絡方式。 

二、 兩字體辨識判斷作業之實驗：運用 E-Prime 2.0 

由於 E-Prime 軟體採用面向對象的、開放式的設計方式，透過設置對

象的屬性就能完成絕大部分的心理研究試驗程序，而且符合心理實驗程序

設計所需遵循的「結構化」、「模式化」、「流程化」三個原則(曾祥炎、陳軍，

2009)。如此便能夠使研究者減省大量且複雜的程式碼編寫過程與時間，更

能關注於實驗研究的本身。另外，E-Prime 目前的版本是 2.0，此版本能支

持中文字，而舊版本 1.x不能在 E-Prime 實驗設計中直接輸入中文漢字，否

則將破壞設計好的實驗程序。因此，本研究之漢字辨識判斷作業採用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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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漢字的 E-Prime 2.0套裝軟體進行整個兩字體的辨識判斷作業實驗程序

之編寫與設計。 

本研究運用 E-Prime 2.0 所編寫的漢字辨識判斷作業之實驗，目的在於

了解平時接觸與學習簡化字基礎的印尼籍華語學習者，辨識相對應的傳統

字之歷程，並且透過實驗結果進行分析，擬出學習傳統字之教學排序並提

出教學建議。漢字辨識判斷作業分別有兩個部分，一為讓研究參與者根據

畫面所呈現的簡化字，需從兩個傳統字選項中，選出正確相對應者，作答

形式為在鍵盤上按下所規定之代表左邊傳統字的「F」按鍵或代表右邊傳統

字的「J」按鍵，以下簡稱為實驗一；另一為研究參與者對簡化字和傳統字

字組進行相似程度的評分判斷，作答形式為五點式量表，「1」表示完全不

相似，「5」表示完全相似，以下簡稱為實驗二。關於實驗一和二之設計與

所挑選的材料之細節內容，將於第三節中詳加說明。 

第三節 辨識判斷實驗設計與材料 

漢字辨識判斷作業之實驗，所考慮使用的漢字材料必須是簡化字和傳

統字字形相異者。此外，由於實驗判斷作業的內容是漢字辨識，而研究參

與者所使用的華語教材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採用在臺灣和中國書面語皆

為高頻的漢字作為研究實驗中的材料。而在本研究中並不控制實驗漢字材

料的筆畫數，其是基於在沒有嚴格的時間限制之下，文字閱讀與辨識的程

度，並不受到筆畫數或複雜性之影響，而較容易受到文字之常用程度的影

響(鄭昭明、陳學志，1992；Hayes，1987)。 

研究者將於此節說明本研究以 E-Prime 2.0軟體所設計的漢字辨識判斷

作業實驗的設計與材料。首先，詳述本研究之實驗一的材料挑選與實驗畫

面的呈現形式；其次為實驗二的材料與畫面呈現。 

一、 實驗一：辨識正確傳統字判斷作業 

(一)、實驗材料 

本研究的辨識判斷作業之實驗的高頻漢字篩選方面，是採用楊忠諺

(1999)針對外籍生學繁識簡與學簡識繁之辨識比較與策略研究的選字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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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根據常寶儒(1987)發現王還等(1986)的《現代漢語頻率》之漢字頻率表

中，90%以上出現在各種體裁的書面資料中都是頻率最高的前 1000 個高頻

漢字。因此，楊忠諺(1999)使用了《現代漢語頻率詞典》(王還等，1986)中

的漢字頻率表以及《新聞語料字頻統計表》(中文詞知識庫小組，1993)的前

1000 個使用頻率最高的漢字作為選字範圍。楊忠諺(1999)比較分析上述兩

份資料後，製作出前 1000 個使用頻率最高的簡化字和傳統字相對應字表，

其中傳統字有 289 個，簡化字 285 個，表中的相對應字組是以筆畫數排列。

本文以楊忠諺(1999)所分析的相對應字中兩字體相異的兩百多組為基準，經

過筆者刪除一些並非簡化的字組，例如：筆畫未簡化的「角」和「解」以

及表中簡化字「象」對應到兩個傳統字「象」、「像」，然在簡化字中兩字實

各自獨立且和傳統字的字形相同，刪除的字組如表三-1 呈現。本研究的材

料最後共有 124 組相對應的簡化字和傳統字，而皆排在楊(1999)表中前面，

屬於筆畫數少的字組，這些對應字組之傳統字筆畫數在 7~14 畫。 

表三-1 實驗一選字時刪除之字形相同對應漢字10
 

 簡化字 傳統字 刪除原因 

1. 角 角 僅將豎筆突出，筆畫並未簡化。 

2. 里 里 簡化字和傳統字字形相同。 

3. 够 夠 將部件左右交換，並未簡化字形。 

4. 游 游 簡化字和傳統字字形相同。 

5. 象 象 簡化字和傳統字字形相同。 

6. 像 像 簡化字和傳統字字形相同。 

7. 解 解 原因如同「角(角)」，僅將豎筆突出。 

挑選完相對應簡化字和傳統字後，由於在實驗一當中需要蒐集受試者

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的正確判斷，用以了解其辨識的正確率。因而，必須

針對這 124 組個別設定一個與正確對應傳統字相似用來混淆的傳統字，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表格內相對應的排列，按照楊忠諺(1999)之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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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受試者在正確相對應字與混淆字中進行判斷與選擇。根據余佳娟(2007)

針對歐美外籍學生為對象所做的漢字字形相似判斷研究，發現識字量較少

的歐美籍學生在判斷字形相似性時，是根據筆畫和部件；而識字量較多的

歐美籍學生則是以字形結構作為判斷字形相似性的依據。由上述可知，從

漢字的局部特徵「筆畫」、「部件」到「字形結構」都會影響受試者判斷字

形是否相似。因此，本研究在實驗一每組相對應材料中所設定的混淆字，

便利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所研發的 ACCESS 全漢字檢索系統進行

挑選，這些挑選成為混淆字皆符合三個挑字原則：「具有一個以上相同部件

與筆畫」、「結構相同」以及「筆畫數相近」。例如：簡化字「术」挑選其傳

統字「術」的相似混淆字，則在 ACCESS 系統的「漢字檢索列」搜尋「術」

所含有的部件，由於「術」之「术」為受試者判斷重要的線索，因此將具

有相同的部件鎖定在 、 、 上，筆者點選 後得到具有部件之上

下結構、半包圍結構、左右結構以及成字結構的一些漢字，接著就在與「術」

相同為左右結構的漢字中挑選出筆畫數僅差一畫的「街」作為「术」和「術」

在實驗一裡的混淆字材料，而在放入 E-Prime 2.0材料列之前，研究者先設

定好 124 組正確與混淆字在實驗嘗試出現之畫面的位置，正確字的左右出

現位置之機率為對抗平衡，且 124 組材料是隨機出現的，亦即每個受試者

所接受的實驗判斷材料順序是不相同的。本研究實驗一完整的 124 組材料

(包含簡化字、事先設定好左右位置的相對應正確傳統字和混淆傳統字)，參

見附錄二。 

(二)、實驗畫面之呈現形式 

實驗一因需要研究參與者進行正確判斷兩個傳統字何者和簡化字是相

同的漢字，而在每一簡化字和傳統字字組上加了一個與傳統字形似的混淆

字，因此，實驗一的一組材料中共有三個漢字，包含有一個簡化字和兩個

傳統字，而此簡化字為本判斷作業實驗的刺激字，正確相對應的傳統字則

為實驗中的目標字，為了避免受試者慣性反應或猜測，目標傳統字和混淆

傳統字呈現的左右選擇機率各半，且所有材料字組隨機出現。 

此外，特別需要說明的是本研究之漢字辨識實驗與其他漢字辨識實驗

(如：探討漢字形似抑制效果或字音促發等實驗)有所不同之處，在於後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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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字和目標字在實驗程序的設計中，不呈現於同一畫面上，通常是先呈

現刺激字或促發字，而後才於下一個畫面中呈現目標字讓受試者進行判斷

或念名作業。而本研究的漢字辨識判斷作業之實驗一和二，作為刺激字的

簡化字和作為目標字的相對應傳統字皆於同一畫面中呈現，亦即實驗一的

畫面中會同時呈現三個漢字。實驗一畫面之呈現，如圖三-1。 

 

 

 

 

 

 

       圖三-1 實驗一呈現畫面 

畫面如此的呈現，由於考量到在實驗一若先呈現刺激字之簡化字後，

再於畫面中呈現一個正確相對應目標字之傳統字和一個形似混淆之傳統字

讓受試者選擇，可能使受試者需要對刺激字之簡化字進行記憶的動作，才

能再下面的畫面中作出判斷，這樣不僅增加受試者的記憶負擔，而使認知

的過程受到影響，另外可能也會因受試者回想的過程，而使得實驗時間過

長。因此，本研究實驗一的刺激字和目標字皆同時呈現，讓印尼籍華語學

習者之研究參與者面對出現同一畫面中的簡化字和傳統字時，能夠最直接

利用簡化字和傳統字之間的字形線索，進行選出正確相對應的傳統字。 

二、 實驗二：兩字體相似程度評分判斷 

(一)、實驗材料 

本研究實驗二為了解受試者對於那些字形不同的相對應簡化字和傳統

字字組所評估之相似程度，用以探討其學習的難易程度。因此，僅讓受試

者評分的實驗二之材料省去實驗一在材料中需在每一組字中設定一個混淆

傳統字的步驟。亦即實驗二的材料便是實驗一中的 124 組相對應簡化字和

傳統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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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驗二當中，我們補上一些簡化字具有一對多的情況，亦即同一個

簡化字可以同時對應到其他傳統字，而且這些傳統字和簡化字字形相同。

因此，實驗二先補上了在楊忠諺(1999)原先就列出的字形相同的對應字，

如：簡化字「里」、「游」對應到的傳統字「里」、「游」。另外，筆者也從所

挑選的 124 組內原先並沒有的字形相同對應字，如：「几」僅列出「幾」，

筆者便補上「几」；表中「云」僅有「雲」，便補上「云」等。因此，實驗

二的實驗嘗試材料增加了 6 組，則總共有 130 組材料，其補上的 6 個具有

其他字形相同的對應傳統字如表三-2。此增加的 6 組字形相同的嘗試材料，

雖然受試者在實驗二需要進行相似程度判斷，但由於其並不在實驗一當

中，因此，本研究擬定教學排序時，此 6 材料並不列入考慮，而僅作為受

試者判斷兩字體相似程度時，是否確實判斷並作答。 

表三-2 實驗二增加的組別 

項目 1. 2. 3. 4. 5. 6. 

簡化字 里 几 游 云 干 划 

傳統字 里 几 游 云 干 划 

(二)、實驗畫面之呈現形式 

本研究之實驗二，如同實驗一之考量，亦即若先呈現作為刺激字的簡

化字，才再下一個畫面呈現其相對應傳統字之目標字讓受試者評估兩字體

的相似程度，可能使受試者需要對刺激字之簡化字進行記憶的動作，而後

才能在下面的畫面中作出判斷。這樣不僅增加受試者的記憶負擔，而使認

知的過程受到影響，另外，可能也會因受試者回想的過程，而使得實驗時

間過長。因此，研究者在本研究之實驗二的設計是讓呈現畫面同時具有一

個刺激字和一個目標字(即相對應的簡化字和傳統字)，讓印尼籍華語學習者

之研究參與者面對出現同一畫面中的簡化字和傳統字時，能夠最直接利用

簡化字和傳統字之間的字形線索，進行選出正確相對應的傳統字或評估兩

字體的相似程度。實驗二簡化字和傳統字呈現之畫面，請參見圖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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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2 實驗二呈現畫面 

實驗二的畫面呈現，與實驗一有其不同之處。亦即除了作為刺激字和

目標字的相對應簡化字和傳統字外，尚有一個五度量尺以供受試者進行相

似程度的判斷操作。於畫面中提供五度量尺，其因為避免受試者忘記其所

要反應的按鍵為何，且可能需回憶數字按鍵各代表的意涵，而增加了受試

者對實驗感到困難的程度。因此，為蒐集受試者最直接快速的反應，本研

究在實驗二的畫面，將五度量尺放置在相對應簡化字和傳統字的兩個漢字

之下。完整的五度量尺，如圖三-3，實驗二進行時圖中括弧內的中文並不

會出現，在此呈現是為說明所代表的程度意涵。 

 

 

 

Sama sekali      Sedikit        Netral       Sedikit mirip   Sangat mirip 

tidak mirip     tidak mirip 

(完全不相似)   (有點不相似)     (普通)        (有點相似)    (完全相似) 

圖三-3 實驗二每個嘗試中的五度量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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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設備與程序 

第四節分有兩個部分。前一節為本研究所使用的設備與工具之介紹，

包含解說研究如何進行、漢字字體辨識作業的實驗以及問卷調查時，總體

所需的設備與運用到的工具。接著，後一節則說明本研究整體研究程序，

並輔以整體研究流程圖與漢字辨識判斷實驗的程序圖呈現之。 

一、 研究設備與工具 

基於問卷及漢字辨識判斷之研究工具的需要，研究者施測時需準備各

類用具或器材，以下依照此兩種研究工具之所需，分類列於表三-3，項目

說明於下文。 

表三-3 研究所需用具表 

研究工具 所需用具 

問卷調查 問卷 1 份 

漢字辨識判斷作業 紙本說明 1 份、電腦設備 1 組 

紙本說明：目的為讓授課教師了解研究的進行方式和受試學生在研究

當中所要操作的內容之用，使教師可以在實驗前先和受試學生們簡介研究

內容，並且從旁提供研究者進行研究之協助。紙本說明分為兩部分，一部

分為辨識判斷實驗流程(如附錄三)；另一部分為漢字辨識判斷作業實驗的完

整操作說明(如附錄四)。 

電腦設備：每個研究參與者之漢字辨識判斷作業的實驗進行，亦即包

括實驗計時、辨識材料呈現及材料之隨機程序是透過一部筆記型電腦，並

且使用之解析度為 640 * 480 的 14吋電腦螢幕。研究參與者接受實驗時距

離螢幕約 60 公分，且在實驗一和實驗二當中，研究參與者皆以按下鍵盤上

指定的按鍵作為反應。本研究的辨識材料呈現時間的控制是以毫秒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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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程序 

本研究由研究者親自進行漢字辨識判斷作業與問卷調查之施測，且為

兼顧施測之需求、受試者方便及地點的一致性，研究者選在 Universitas 

Gadja Mada 或 Universitas Atma Jaya Yogyakarta 語言中心的教室；這些教室

皆有施測所需的桌椅，且為受試者熟悉的環境，可減低其緊張感。每場次

施測 1~3 人，在施測之後每位研究參與者均獲得準備之禮品，用以感謝參

與本研究。 

本研究參與者的施測內容依序包括問卷調查以及漢字辨識判斷作業之

實驗兩部分，整體用時約 40 分鐘，流程如圖三-4。 

 

 

 

 

 

 

 

 

 

 

圖三-4 研究施測流程 

首先，研究參與者填寫問卷，而後根據問卷編號進行實驗。本研究的

漢字辨識判斷包含有實驗一和實驗二，亦即是研究參與者必須依次完成實

驗一和實驗二，整個實驗才算結束，是屬於複合實驗類型的設計。在圖三

-5 呈現了整個研究的施測過程及所花時間。研究者者另將漢字辨識判斷作

業之實驗獨立出來，以圖三-5 呈現研究參與者進行本研究之實驗一和實驗

二的流程與細節，並且在圖三-5 後的段落，詳細說明受試者進行漢字辨識

判斷作業之實驗，其完整的實驗程序。 

漢字辨識判斷作業(約 30 分鐘) 

 
1.實驗一：辨識正確相對應傳統字(15 分鐘) 

 

2.實驗二：評估一對簡化字和傳統字的相似程度(15 分鐘) 

 

問卷調查(約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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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5實驗一和實驗二流程示意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彙製並參考自曾祥炎、陳軍(2009)。E-Prime 實驗設計技術。廣

州：暨南大學出版社。頁 8。) 

從圖三-5 可見，在漢字辨識判斷作業實驗中，首先受試者進入歡迎語

的部分(共一頁，如圖三-6)，接著電腦螢幕上呈現實驗一的指導語(如圖三

-7)，共有三頁，實驗一完整的指導語參見附錄五。 

 

 

 

 

 

 

 

 

圖三-6 歡迎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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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 

結束 

提示 

實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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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個) 

 

實驗一 

正式 

實驗 

(124 個) 

 

實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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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6 個) 

 

練習 

結束 

提示 

 

實驗二 

正式 

實驗 

(130 個) 

 

結 

束 

語 

實驗二 

指 

導 

語 

 

Selamat datang di eksperimen  

 

“Pengenalan karakter mandarin tradisional melalui karakter 

mandarin yang disederhanakan” 

 

 

 

 

Silakan tekan "SPACE" untuk melanjutkan 

 

共 4 頁   (1 分鐘) 

 

實驗一 

結束 

休息 

 

共 4 頁 (1 分鐘) 

 

共 136 題      (14 分鐘) 

 

共 130 個      (14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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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7 實驗一指導語第一頁 

受試者閱畢後，會先接受 6 個練習嘗試，在受試者充分瞭解實驗一的

操作與程序的情況之下，才正式進入測驗。實驗一的每個嘗試次中，首先

會在電腦螢幕上呈現一個凝視點(+) 500 毫秒，凝視點消失之後，畫面會呈

現三個漢字，與凝視點同一位置的為刺激字之簡化字，其下方為兩個傳統

字，分別為一個正確相對應的傳統字和一個與正確選項形似的混淆字。此

時，受試者必須以盡量快而不犯錯的方式，判斷畫面中的左右兩個傳統字，

哪一個與最上方刺激字之簡化字是相同的字，若認為是左邊的傳統字就按

下鍵盤上的「F」鍵；若認為是右邊則按下鍵盤上的「J」鍵。等到受試者

做出判斷之後，會呈現 1000 毫秒的空白畫面作為休息，接著再重回到凝視

點，繼續下一個判斷。實驗一過程需時 15分鐘(實驗一程序如圖三-8)。 

 

 

 

                                               

                                                  1000毫秒 

                                                 (空白 Blank) 

                               Untill response   

                               (辨識判斷畫面) 

500 毫秒 

(凝視點 Fixation) 

圖三-8 實驗一程序 

 

+ 

 

决 

快 決 

 

 

【Panduan Eksperimen Pertama】 

 

Pertama-tama, pada bagian tengah gambar akan muncul tanda " + ", 

tataplah gambar sampai tanda tersebut menghilang. Kemudian Anda 

akan melihat 3 karakter mandarin. Baris paling atas adalah karakter 

mandarin yang disederhanakan, sedangkan baris dibawahnya adalah 

2 macam karakter mandarin tradisional. 

 

 

Silakan tekan "SPACE" untuk melanjut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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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者完成實驗一並休息後，接著就進入實驗二評估相似程度測驗的

指導語，其形式如同實驗一指導語，共有兩頁，完整的實驗一、實驗二指

導語參見附錄五。在受試者閱讀完指導語，會接受 6 個練習嘗試。若受試

者在練習之後確定充分瞭解實驗二的操作與程序後，則進入正式的實驗測

驗，共有 132 個嘗試。 

在實驗二的每一個嘗試中，首先受試者會在電腦螢幕中看到一個 500

毫秒的凝視點 (+)。等到凝視點消失之後，畫面會呈現兩個漢字，一個是簡

化字，一個是傳統字。除了兩個漢字之外，每一個嘗試的畫面中都有一個

五度量尺以及其代表的意涵，作為提示受試者判斷反應之用。受試者於此

時必須盡量快速而不犯錯做出自身對於畫面中字組(簡化字和傳統字)相似

程度的判斷，若認為「完全不相似」便按下鍵盤上的數字「1」按鍵；認為

「有點不相似」則鍵入數字「2」按鍵；以下類推至數字「5」代表「完全

相似」。等到受試者做出判斷之後，會呈現 1000毫秒的空白畫面作為休息，

接著再重回到凝視點，繼續下一個判斷作業。實驗二過程需時 15 分鐘(實

驗一程序如圖三-9)。受試者完成實驗二即結束施測。 

 

 

 

 

1000毫秒 

                                                 (空白 Blank) 

                                 Untill response     

                                (辨識判斷畫面) 

                     

    500毫秒       

 (凝視點 Fixation) 

 

圖三-9 實驗二程序 

 

 

+ 

 

决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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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分析 

本研究的分析使用 Microsoft Excel 以及 SPSS 兩軟體作為輔助。其中關

於資料輸入使用 Microsoft Excel，逐一輸入每一位受試者的原始資料，圖表

的繪製亦使用 Microsoft Excel 處理。SPSS 則用以進行受試者問卷背景資料

的描述性統計以及相關值計算等。以下依照資料來源分別說明。 

一、 問卷調查 

本研究的問卷調查內容，主要是蒐集研究對象的基本背景資料、與可

能影響辨識傳統字之相關變項。筆者針對受試者的問卷進行描述統計分

析，呈現研究對象在性別、年齡、學習時間等的分布。接著，從中挑選變

相，用以分析其與漢字辨識判斷作業實驗結果的相關性。 

二、 漢字辨識判斷作業 

(一)、資料統整 

了解實驗一和實驗二的資料如何分析之前，必須先說明受試者在實驗

中的資料如何被統整並重新編碼。首先，每一位受試者完成漢字辨識判斷

作業後，E-Prime2.0 即會產生一個資料檔案(E-DataAid)，因此本研究共有

40 個資料檔案。接著，研究者利用 E-Merge 將所有受試者的資料檔案合併

成一個總檔案，但由於 E-Prime2.0 的資料是將受試者在實驗中每一個實驗

嘗試所做的判斷如實的紀錄，因此資料的呈現與一般的 Microsoft Excel 或

SPSS有所不同，如圖三-10，亦即每一位受試者的資料包含很多橫列的資料。 

 

 

 

 

圖三-10 E-Merge 2.0 file 資料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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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所有受試者合併的檔案後，依據本研究所需要用到的資料，我們

在 E-Merge 2.0 先進行資料的整理，亦即在工具列(Tools)中選擇欄位安排

(Arrange Columns)的選項後，僅留下受試者編號、受試者在實驗一和實驗二

的判斷、簡化字、正確傳統字和混淆傳統字的欄位。由於此檔案的呈現方

式不同，筆者則將篩選所需的資料，以每一個實驗嘗試的材料為單位進行

編碼與整理成所需資料的形式，如圖三-11和圖三-12。 

 

 

 

 

圖三-11 研究者重新編碼後的實驗一資料 

 

 

 

 

圖三-12 研究者重新編碼後的實驗二資料 

 

(二)、實驗一：正確辨識相對應傳統字 

實驗一的量化分析包含兩個部分，亦即受試者的正確率以及實驗一各

實驗嘗試的答對率。前者是計算受試者正確辨識的數量與其比例，此能呈

現受試者在 124 組實驗材料中的辨識表現；後者則是計算每一個實驗嘗試

能被多少受試者答對和占總人數的比例，此統計數據能夠呈現在實驗一 124

組相對應簡化字和傳統字中，哪些對於受試者而言是較難辨識的字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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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二：兩字體相似程度判斷 

實驗二的量化分析亦包含兩個部分，亦即受試者的相似程度給分狀況

以及實驗二各實驗嘗試的相似程度。後者能呈現受試者認知中相對應兩字

體相似程度的強度，而本文對此結果的分析與討論，所採用的是各字組之

所有受試者之相似程度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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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說明資料分析整理後所得之研究結果。第一節是本研究問卷調查

的敘述性量化統計結果之呈現；第二節說明受試者在漢字辨識判斷作業中

的作答情況，及其正確率受到學習背景的影響。第三節呈現實驗一各字組

答對率的分析；第四節為實驗二兩字體相似程度判斷數據統計之結果；第

五節則為各字組答對率與其相似程度的關係；第六節為本研究由簡化字辨

識傳統字的教學排序。最後，第七節說明本研究之其他發現與總結本章的

研究結果。 

第一節 問卷調查統計 

本節研究者將所收集到的 40 份問卷資料，整理並量化統計問卷調查之

數據結果。其敘述性統計與說明，以下逐一地呈現。 

一、 性別與年齡 

關於受試者性別與年齡的統計結果，呈現於表四-1 和表四-2。由表四-1

可見，40 位受試者中，僅七位為男性(占 17.50%)，其餘 33 位為女性(占

82.50%)。表四-2 則呈現 40 位受試者之年齡分布，顯示出受試者年齡集中

在 18-22 歲(共 21 人，占 52.50%)以及 23 歲(含)以上(共 15人，占 37.50%)；

而分布在 12-14 歲和 15-17歲者，則各有 2人(各占 5%)。 

表四-1 受試者性別敘述性統計 

性別 男 女 

人數 7 33 

百分比(%) 17.50 8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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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2 受試者年齡敘述性統計 

年齡 12 歲以下 12-14 歲 15-17 歲 18-22 歲 23 歲(含)以上 

人數 0 2 2 21 15 

百分比(%) 0 5.00 5.00 52.50 37.50 

二、 出生地及母語 

在出生地與母語方面，誠如第一章名詞釋義所定義，由於本研究的研

究對象鎖定的印尼籍華語學習者為出生地為印尼者，因此問卷上出生地為

印尼，研究者才視為有效問卷，是故本研究問卷在出生地的統計，則 40位

受試者皆為印尼。此外，至於母語的問卷統計結果，亦呈現出 40位受試者

中，僅有 3 位受試者除了印尼語外，尚有其他母語，如：潮州話等；其餘

37位受試者母語皆為印尼語。 

三、 中文課程與學習時間長短 

本研究受試者的主要來源分為兩個大學的中文課程，共三種課型。一

為 UGM 大學中文系課程，所使用的教材為北京語言大學所出版的《看圖

說話》。此外，其餘受試者則為 Universitas Atma Jaya Yogyakarta 大學語言中

心的密集班（Intensive Mandarin Program，簡稱 IMP）和短期班課程的華語

學習者。密集班的受試者使用的教材為《新實用漢語課本》；短期班的受試

者則使用《漢語會話 301 句》。由表四-3顯示，受試者來自 UGM 大學的中

文系課程者有 12人，占 30%。Universitas Atma Jaya Yogyakarta 大學語言中

心密集班的則有 17 人，占 42.50%；短期班的共有 11人，占 27.50%。 

表四-3 受試者中文課程之敘述性統計 

中文課程 UGM 密集班 短期班 

人數 12 17 11 

百分比(%) 30% 42.50% 2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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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試者學習中文時間長短方面，從表四-4 可見，受試者當中學習時

間在「3 個月以內」的最多，共有 15 人（占 37.50%）；其次為學習時間在

「3 個月以上至 1 年以內」和「1 年以上至 2 年以內」，皆分別有 9 人（占

22.50%）；接著，學習時間在「2 年以上至 3年以內」的受試者，則有 4人

（占 10%）；最後，最少人數的則為學習時間在「3年以上」者，共有 3 人

（占 7.50%）。 

表四-4 受試者學習時間長短之敘述性統計 

學習時間 

長短 

3 個月以內 3 個月以上

-1 年以內 

1 年以上

-2 年以內 

2 年以上

-3 年以內 

3 年以上 

人數 15 9 9 4 3 

百分比(%) 37.50 22.50 22.50 10 7.50 

四、 主修學科是否為中文 

針對主修學科，經由受試者問卷的回答的整理與統計，呈現在表四-5。

首先，就主修是否為中文方面而言，40 位受試者中，主修學科為中文者，

共有 12 人，占 30%；其餘的為非中文主修的受試者。 

表四-5 受試者學習主修學科是否為中文敘述性統計 

主修學科 中文 非中文 

人數 12 28 

百分比(%) 30 70 

五、 接觸傳統字的頻率 

問卷中關於受試者接觸傳統字頻率的調查，數據結果顯示於表四-6。

接觸頻率為「偶爾」者，共有 14 位，占了全部人數最多者（占 35%）。其

次，則為「幾乎不」接觸傳統字的受試者，則有 12人(30%)。其後依序為 8

位「很少」接觸傳統字者，占 20%；4 位「總是」接觸傳統字，則占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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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6 受試者接觸傳統字頻率之敘述性統計 

接觸傳統字頻率 總是 偶爾 普通 很少 幾乎不 

人數 4 14 2 8 12 

百分比(%) 10 35 5 20 30 

六、 是否到過使用傳統字的地區及停留多久時間 

在問卷中調查受試者到過臺灣、香港、澳門等使用傳統字的地區之情

況，統計結果呈現於表四-7。由表四-7 可見，本研究所有受試者當中，到

過使用傳統字地區的僅有 6 位，也就是說在本研究中的受試者，絕大多數

未曾到過臺灣、香港、澳門等使用傳統字的地區。此外，這 6 位到過使用

傳統字地區者，停留的時間大多不長，其中有 3 人僅停留了「1 週以內」；

其次，則有 2 人停留時間為「1 週以上至 1 個月以內」；而僅有 1 人停留時

間較長，為「1 個月以上至 3 個月以內」，統計數據表參見表四-8。 

表四-7 受試者到過使用傳統字地區之敘述性統計 

是否到過使用傳統字的地區 是 否 

人數 6 34 

百分比(%) 15 85 

 

表四-8 受試者停留使用傳統字地區多久時間之敘述性統計 

停留時間 1 週以內 1 週以上- 

1 個月以內 

1 個月以上- 

3 個月以內 

3 個月以上 

-1 年以內 

1 年以上 

人數 3 2 1 0 0 

百分比(%) 50 33.33 16.67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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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是否學過書法課程及其學習多久時間 

受試者是否學過書法課程，以及若學過者學習多久時間之問卷調查結

果，由表四-9 和表四-10顯示。在表四-9中，可知大多數的受試者未學過書

法課程，未學過者共有 32人，占了全數的 80%。亦即僅 8 位受試者學過，

在此 8 位之中，7 位受試者的書法課程學習時間長度為「3 個月以內」；而

剩餘的 1 位受試者之書法課程學習時間長度為「3 個月以上至 1年以內」。 

表四-9 受試者學過書法課程之敘述性統計 

是否學過書法課程 是 否 

人數 8 32 

百分比(%) 20 80 

 

表四-10 受試者書法課程的學習時間之敘述性統計 

學習時間 

長短 

3 個月以內 3 個月以上

-1 年以內 

1 年以上

-2 年以內 

2 年以上

-3 年以內 

3 年以上 

人數 7 1 0 0 0 

百分比(%) 87.50 12.50 0 0 0 

八、 從事中國文字相關研究 

受試者是否從事中國文字相關研究的統計結果，如表四-11所顯示。由

此可知，40位受試者皆無從事中國文字相關研究的經驗。 

表四-11 受試者從事中國文字相關研究之敘述性統計 

從事中國文字相關研究 是 否 

人數 0 40 

百分比(%)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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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看懂傳統字、簡化字的能力自評 

至於問卷最後受試者自我評估其看懂傳統字和簡化字能力的方面，蒐

集並統計的結果，如表四-12 以及表四-13 所呈現。在自評看懂傳統字的部

分，由表四-12 可見，多數的受試者認為自己看懂傳統字的能力為「不好」

（共 16 人，占 40%）、「非常不好」（共 13人，占 32.50%）；認為自己看懂

傳統字的能力為「普通」者，則有 10 人（占 25%）。此外，受試者僅 1 人

認為自己看懂傳統字的能力為「好」（占 2.50%）。 

表四-12 受試者看懂傳統字的能力自評之敘述性統計 

其次，在看懂簡化字能力的自評部分，則從表四-13亦可見，大多數的

受試者認為自己看懂簡化字的能力偏向「普通」（共 14 人，占 35%）、「不

好」（共 13 人，占 32.50%）。與看懂傳統字能力的自評不同之處，則在於

受試者認為自己看懂簡化字的能力為「非常不好」的人數（共 6 人，占 15%），

少於認為自己看懂傳統字的能力為「非常不好」的數量（共 13 人，占

32.50%）。因此，在看懂簡化字能力的自評上，認為看懂的程度為「好」者

（共 7 人，占 17.50%），也相對認為看懂傳統字之程度為「好」者（有 1

人，占 2.50%）來得多。 

表四-13 受試者看懂簡化字的能力自評之敘述性統計 

 

 

看懂傳統字的能力自評 非常好 好 普通 不好 非常不好 

人數 0 1 10 16 13 

百分比(%) 0 2.50 25 40 32.50 

看懂簡化字的能力自評 非常好 好 普通 不好 非常不好 

人數 0 7 14 13 6 

百分比(%) 0 17.50 35 32.5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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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小結 

上述說明並呈現受試者問卷調查中的各項敘述性統計量。其中可見，

有些項目的人數統計上數量懸殊，例如：受試者到過使用傳統字地區者僅

有 6 人，其餘皆為未到過的受試者。具有這種統計數量相差甚大的問卷項

目有「性別」、「出生地及母語」、「是否到過使用傳統字的地區」、「是否學

過書法課程」、「從事中國文字相關研究」。研究者將於下節呈現受試者問卷

調查中的背景資料，與受試者正確辨識率的相關性，用以探討背景資料的

變項是否影響受試者的正確辨識率。因此，在進行相關性分析時，由於變

項上統計數量的差異之情況，將影響相關分析的顯著性結果以及信效度。

是故研究者在進行統計分析受試者背景資料變項及其正確辨識率，顯示是

否具有顯著相關時，並不將統計數量相差甚遠的變項列入分析。因此，本

章下節與正確辨識率之相關分析的背景資料變項，則為以下五項：受試者

的「年齡」、「主修學科是否為中文」、「接觸傳統字頻率」、「中文課型」、「學

習中文時間的長短」。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在以下的研究結果呈現，將會以兩個架構

說明實驗辨識的結果，亦即一為「受試者」方面，有兩部分：1.呈現受試

者能夠正確辨識出多少實驗一中的相對應傳統字和簡化字之字組，以下文

中皆稱為「受試者的正確辨識率」。2.則呈現受試者在實驗二字組相似度的

判斷結果。而此受試者方面的結果呈現在本章第二節(即下節)；另一架構

則為「實驗字組」方面，亦有兩個部分：1.各字組被多少受試者答對，以

下文中稱為「相對應實驗字組的答對率」。2.為各實驗字組被受試者所判斷

出的相似程度為何。實驗字組方面的結果，則將在本章第三節呈現。此外，

本研究的第五章結果討論之處，亦將以延續此研究結果的「以受試者為主」

和「以實驗字組為主」的兩架構，進行研究結果上更深一層的探討。總言

之，本研究文中凡是所謂「正確率」是指受試者方面而言；而提及「答對

率」者則指實驗字組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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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受試者的正確辨識率與相似程度判斷 

一、 受試者的正確辨識率 

根據 40 位受試者在實驗一程序中所作的判斷反應之結果以 Microsoft 

Excel 進行統計，亦即計算每位受試者對 124 個實驗嘗試的正確辨識題數及

正確辨識率。所有受試者於實驗一的平均答對之題數為 82題，其標準差為

13，其中答對題數最低為 58 題，答對最高的題數則為 110 題。所有受試者

的正確辨識題數與正確辨識率完整的資料，均列於附錄六。 

統計出各受試者的正確辨識率之後，將其所得比率分成五個區間，即：

45-54%、55-64%、65-74%、75-84%以及 85-94%，接著統計各區間的人數

用以了解受試者在實驗一之辨識傳統字的表現，如表四-14。 

表四-14 受試者正確辨識率區間分布(N=40) 

正確率區間 45-54% 55-64% 65-74% 75-84% 85-94% 總計 

人數 

(單位：位) 

6 15 12 5 2 40 

由表四-14 可見，受試者在實驗一的 124 個實驗辨識嘗試，共有 34 位

受試者的正確率在 55%（含）以上。其中正確率在 85%以上的共有 2 位受

試者；此外，45-54%之間的則有 6 人，而在此最低正確率區間中有 2 位受

試者的正確率低於 50%，分別為 45.60%、48.00%。 

二、 受試者正確率與其背景資料的相關性 

為了解受試者在實驗一的正確率是否受到背景資料或先備知識所影

響，以下將分成受試者的年齡、主修是否為中文、學習中文的時間、接觸

傳統字的頻率、中文課的課型等幾點因素，呈現其相關分析的資料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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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試者年齡 

受試者年齡(M = 21.88，SD = 5.17)與正確率是否具有正相關，由表四-15

可見，兩者的相關係數為.280(p > 0.05)，未達到顯著相關。亦即顯示受試者

的年齡越高，其在實驗一的正確辨識率上，並沒有相對提高的情況。 

表四-15 受試者正確率和年齡的相關分析矩陣 

 中文主修 正確率 

中文主修 Pearson 相關 1 .280 

顯著性 (雙尾)  .080 

個數 40 40 

正確率 Pearson 相關 .280 1 

顯著性 (雙尾) .080  

個數 40 40 

 

(二)、主修是否為中文 

表四-16 受試者正確率和中文主修與否的描述性統計量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中文主修 .30 .464 40 

正確率 65.99% 10.23% 40 

表四-16為受試者的正確率與其主修是否為中文的描述統計量。受試者

為中文主修者占全部樣本人數的百分之三十，而全部40位受試者的正確率平

均為65.99%，標準差為10.23%。由於是否為中文主修為真正二分名義變項，

而受試者的正確率為計量變項，因而分析此兩變項是否存在相關時，採用點

二系列相關(point-biserial correlation)，其相關分析矩陣如表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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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7 受試者正確率和中文主修與否的相關分析矩陣 

 中文主修 正確率 

中文主修 Pearson 相關 1 .253 

顯著性 (雙尾)  .115 

個數 40 40 

正確率 Pearson 相關 .253 1 

顯著性 (雙尾) .115  

個數 40 40 

在受試者是否為中文主修與其正確率的關係方面，由表四-17 之點二系

列相關係數檢定結果的呈現，可見其相關係數為.253，而受試者的正確率和

其主修是否為中文之相關性，未達顯著之結果。亦即顯示了受試者的主修

是否為中文，並不影響受試者在實驗一中是否能辨識出簡化字之正確相對

應的傳統字之正確率高低的表現。 

(三)、學習中文的時間長短 

分析受試者學習中文的時間長短與其正確率的關係，和前者是否為中

文主修採用點二系列相關的方式有所不同。原因是因為學習中文時間的長

短和正確率皆為計量變項，因此便採用適宜求兩個計量變項間的關係之

Pearson 積差相關。表四-18為受試者正確率與學習中文時間的相關分析。 

表四-18 受試者正確率和學習中文時間的相關分析矩陣 

 正確率 學習時間 

正確率 Pearson 相關 1 .380
*
 

顯著性 (雙尾)  .016 

個數 40 40 

學習時間 Pearson 相關 .380
*
 1 

顯著性 (雙尾) .016  

個數 40 40 

*. 在顯著水準為0.05 時 (雙尾)，相關顯著。 

由表四-18可見，40位受試者學習中文的時間與其正確率之相關係數

為.380 (p < 0.05)，呈現兩變項呈現顯著正相關的情況。亦即顯示了受試者學

習中文的時間越長，則在實驗一中正確率有越高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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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接觸傳統字的頻率  

表四-19 受試者正確率和接觸傳統字頻率的相關分析 

 正確率 接觸傳統字頻率 

正確率 Pearson 相關 1 -.049 

顯著性 (雙尾)  .563 

個數 40 40 

接觸傳統字頻率 Pearson 相關 -.049 1 

顯著性 (雙尾) .563  

個數 40 40 

在受試者接觸傳統字與其正確率之關係方面，與上段兩變數相同，皆

為計量變數，因而亦採用 Pearson 積差相關進行分析。由表四-19 呈現可知，

受試者的接觸傳統字頻率變項在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之正確率並無顯著相

關。亦即顯示了受試者接觸傳統字的頻率，並不影響受試者在實驗一中是

否能辨識出簡化字之正確相對應的傳統字之正確率表現。 

(五)、中文課的課型 

40 位印尼籍受試者中，研究者將其所上的中文課型分成兩類：一為綜

合課，包含有聽說讀寫，在此課程中的受試者在課堂上需要學習並書寫漢

字，此類中文課型包括的研究對象在 UGM 大學修習中文系課程，其使用

北京語言大學所出版的《看圖說話》之華語學習者，以及 Universitas Atma 

Jaya Yogyakarta 語言中心的密集班(Intensive Mandarin Program，簡稱 IMP)。

另一則為傾向聽說課，在此課程中僅訓練學生的口說與聽力，並幾乎沒有

書寫漢字，這類是指 Universitas Atma Jaya Yogyakarta 語言中心短期班(印尼

語：Scumm)的華語學習者。為了解這兩種課型是否影響受試者在實驗一的

正確率，分析一個為二分名義變項與一個為計量的變項是否相關，採用點

二系列相關(point-biserial correlation) 將兩者進行相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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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20 受試者正確率和學習中文課型的描述統計量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正確率 65.99% 10.23% 40 

中文課型 .73 .452 40 

表四-20 顯示其描述統計量。由此可見，修習綜合課之中文課型者占全

部總數的 73%。 

表四-21 受試者正確率和學習中文課型的相關分析矩陣 

 正確率 中文課型 

正確率 Pearson 相關 1 -.071 

顯著性 (雙尾)  .663 

個數 40 40 

中文課型 Pearson 相關 -.071 1 

顯著性 (雙尾) .663  

個數 40 40 

在中文課型與正確率的關係方面，由表四-21呈現可知，受試者的正確

率和其所上的中文課型，兩者未呈現顯著相關的情況。亦即顯示了受試者

所上的中文課型，並不影響受試者在實驗一中是否能辨識出簡化字之正確

相對應的傳統字之正確率高低表現。 

二、 受試者相似程度評分之一致性檢定 

受試者在實驗二中，依照五度量尺給予其相似程度評分，針對每一個

實驗嘗試中的相對應簡化字和傳統字字組，最高可以給予五分，最低則為

一分。根據受試者進行實驗時 E-Prime2.0 所蒐集到的數據，篩選每位受試

者在每一個實驗嘗試的給分，進行給分之數據統計。受試者的總給分最高

為 495分；最低則為 283 分。 

此外，本研究進一步了解了 40位受試者對於 124 組相對應實驗材料的

簡化字和傳統字評分之看法是否一致。由於求 k 個變項之一致性程度，代

表三個評分者以上的信度指標，統計方法應採用「肯德爾和諧係數」(the 

Kendall coefficient of concordance)(吳明隆，2006)。因此，本研究 40 位印尼

籍受試者對於 124 組相對應實驗字組的評分一致性檢定，如表四-22 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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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22 本研究40位受試者對124組實驗字組的評分一致性檢定 

個數 40 

Kendall's W 檢定a .348 

卡方 1714.182 

自由度 123 

漸近顯著性 .000 

a. Kendall 和諧係數 

由表四 -22呈現，Kendall 和諧係數等於 .348，轉換成卡方值約為

1714.182，p =.000 < .05。可見應拒絕需無假設(即40位受試者的評分沒有顯

著相關)，亦即表示40位受試者對於實驗中124組相對應簡化字和傳統字之字

組材料相似程度的評分頗為一致。 

第三節 實驗一：相對應字組的答對率 

本研究希望透過受試者在辨識出正確傳統字的實驗一之結果，了解平

時接觸與學習簡化字的印尼籍學習者，在實驗一 124 組相對應簡化字和傳

統字中，哪些是難以辨識的？並且這些答對率高低的字組是否具有相同的

特性？本節基於此目的，於下說明實驗一 124 組相對應漢字的答對率及其

和反應時間的關係，藉此得出其中辨識率最高和辨識率最低的字組，並於

後分析產生最高和最低答對率之差異的字形特性因素。此外，第五章則進

一步討論分析此答對率高低之間字形特性在各答對率區間的情況與趨勢。 

一、 124 組相對應漢字的答對率 

本研究旨在擬出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的教學排序，因此需要依據實驗

一中所有實驗嘗試有多少受試者答對之比率，並依此數據與下節所要說明

的受試者在實驗二兩字體相似程度的判斷結果進行整合及分析出教學的先

後順序。研究者針對實驗一的每一個實驗嘗試(即 124 組漢字辨識材料)統計

出答對人數及百分比率，所有的實驗嘗試之平均答對人數為 26.40人，其標

準差為 6.78。在 124 組實驗嘗試材料中，僅有 1 組材料之答對人數是最多

的，共有 38 人答對；答對人數最少的則為 11 人，共有 2 組材料。實驗一



由簡化字基礎辨識傳統字研究與教學應用─以印尼籍華語學習者為例 

86 

所有實驗嘗試字組材料的答對人數和答對率之完整統計資料，參見附錄七。 

在得出各實驗嘗試之答對人數及其答對率百分比後，研究者進一步就

其統計答對人數百分比的數據進行分類，與本章第一節相同亦依據數據共

分成五個區間。此五個區間是包含答對率最低的 27.5%到答對率最高的

95%，而研究者將一個區間設定為 15%，而從 25%開始，至 99%結束。因

此，所有實驗嘗試材料的答對人數之比率的五個區間為 25-39%、40-54%、

55-69%、70-84%以及 85-99%。表四-23 呈現此五個區間中所含有的實驗嘗

試(124組材料)數量。 

表四-23 實驗一124組實驗嘗試材料的答對率區間分布 

答對率區間 25-39% 40-54% 55-69% 70-84% 85-99% 總計 

實驗嘗試(單位：組) 10 19 32 42 21 124 

由表四-23 的分布來看，實驗一中的實驗嘗試(簡化字與相對應的傳統

字)被 85-99%的受試者答對者共有 21組，70-84%的受試者答對者有 42 組，

55-69%的受試者答對的則有 21組。由此結果可知，超過一半的實驗嘗試材

料，其都有 55%以上的受試者能夠判斷出簡化字正確相對應的傳統字。且

我們可以藉由此數據進行預估，亦即僅有 25-39%的 10 組實驗嘗試之相對

應簡化字和傳統字，因為辨識難度較高，所以在教學排序上的安排需較後

面的階段才進行教學。 

為了回答本研究的研究問題二：「受試者答對率最高和最低的是哪些

字？」，研究者將其數據與實驗嘗試材料作對照，並整理成表四-24，顯示

出各答對率區間中所包含的實驗嘗試之兩字體材料(表格中僅呈現簡化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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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24 各答對率區間的實驗嘗試材料 

答對率區間 實驗嘗試材料 

25-39% 国、阶、军、胜、区、乱、专、万、买、叶 

40-54% 设、里、单、脑、师、进、这、连、风、队、围、长、运、过、

号、节、义、几、无 

55-69% 门、规、减、游、温、争、笔、较、视、讨、气、约、见、执、

劳、动、却、创、马、东、达、当、众、车、团、传、农、备、

仅、业、个、园 

70-84% 决、参、带、时、状、则、测、来、鱼、场、换、们、报、势、

责、费、坚、间、务、针、着、员、儿、经、挥、杀、伤、将、

飞、习、云、会、极、为、干、发、划、书、处、画、岁、术 

85-99% 强、装、爱、两、现、张、复、须、红、预、条、问、绝、扬、

电、开、阳、妇、从、乡、产 

由受試者在實驗一所呈現的結果而言，實驗中所用以判斷的所有 124

組相對應簡化字和傳統字，其被判斷為正確的比率有所差別。亦即說明了

接觸或學習簡化字基礎的印尼籍華語學習者，在辨識與簡化字相對應的傳

統字時，每個實驗嘗試的材料是會產生不同的答對率。由於本研究假設答

對率較高的相對應簡化字和傳統字，應是兩字體字形上較能產生連結且易

於辨識的，因此，這些實驗嘗試材料在實驗一之答對率的結果，是本研究

為擬出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教學排序上的重要依據。亦即，如果某些字組

在所有受試者的判斷作業上答對情況超過半數，而那些簡化字所相對應的

傳統字可推測在辨識上是較為容易從對應簡化字字形上比較或線索找出，

可見較易於辨識；反之，如果答對率較低者，那麼則應是較難從對應的簡

化字字形上比較或線索選出的相對應傳統字。 

上述各實驗嘗試材料之兩字體有其不同的答對率，此外從表四-24亦可

見，在 124組中，共有 10組字是受試者答對率最低的字組，亦即「国(國)、

阶(階)、军(軍)、胜(勝)、区(區)、乱(亂)、专(專)、万(萬)、买(買)、

叶(葉)」，其僅有 25-39%的答對率；與之相反，最多受試者答對的字組共

有 21 組，答對率為 85-99%，亦即「强(強)、装(裝)、爱(愛)、两(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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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現)、张(章)、复(復)、须(須)、红(紅)、预(預)、条(條)、问(問)、

绝(絕)、扬(揚)、电(電)、开(開)、阳(陽)、妇(婦)、从(從)、乡(鄉)、

产(產)」。得出這些答對率最高和最低的字組之後，則需要進一步了解答對

率最高和最低字組的各別字形特性與共同點，亦即造成字組答對率最高或

最低之差異的因素。因此，研究者將在下段分別比較答對率最高和最低的

相對應簡化字和傳統字兩字體之特性與差異。 

二、 124 組相對應漢字的答對率與反應時間(RT) 

由上述我們了解本研究 124 組實驗相對應漢字的答對率分成五個區

間，顯示出在辨識上有其差別。一般而言，對於簡單好懂的事物，理解的

時間相對困難複雜的事物來得快及少，而本研究的實驗字組辨識是否也是

如此呢？因此，研究者進一步提出關於本研究實驗字組答對率與反應時間

的假設：若實驗字組的答對率愈高，而其反應時間愈少；反之，實驗字組

的答對率低，反應時間則較多，這也就是說明研究者的假設是認為兩者呈

現負相關。表四-25 和表四-26 呈現實驗字組的答對率與反應時間的相關分

析結果。 

表四-25 實驗一各字組反應時間與答對率的描述性統計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答對率 65.98790% 16.952284% 124 

實驗一RT 4481.7254 996.06661 124 

表四-26 實驗一各字組反應時間與答對率的相關矩陣 

 答對率 實驗一RT 

答對率 Pearson 相關 1 -.318
**

 

顯著性 (雙尾)  .000 

個數 124 124 

實驗一RT Pearson 相關 -.318
**

 1 

顯著性 (雙尾) .000  

個數 124 124 

**.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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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26 所呈現的是實驗一各字組的反應時間與其答對率關係。兩者的

相關係數為-.318，p = .000，達到.01 顯著水準，可見兩者呈現顯著負相關。

亦即表示答對率越高的實驗字組，其受試者在辨識時之反應時間則越少；

反之，答對率較低的字組，受試者在辨識時的反應時間便相對提高。因此

整體而言，研究者對於實驗字組的答對率和反應時間所提出的假設，獲得

支持。 

三、 答對率最高及最低字組的字形特性 

在進行統計各實驗嘗試材料之字組的答對率，以及了解答對率與反應

時間的關係後，可從表四-24 得出答對率最低的字組共有 10 組，而答對率

最高的字組則共有 21組。研究者認為使得答對率有高低差異之因，必定在

於簡化字和其相對應傳統字字形上的差異。 

許芳沂(2010)曾以「字形空間結構」、「筆畫數差異」和「簡化方式之類

型」等方面進行討論分析簡化字和傳統字，而本研究希冀從答對率最高與

最低的字組上歸納出其兩字體字形變化的特性。因此，研究者原擬亦從「簡

化字和傳統字相差之筆畫數」、「兩字體空間字形結構」兩方面，推究實驗

字組產生辨識上答對率高低差異之字形特性與因素。然而發現兩字體間的

「相差筆畫數」和「空間字形結構改變與否」兩方面，並不試用於本研究

分析出字組具有何者字形特性影響其辨識的答對率高低，例如研究者從相

差筆畫數觀之，答對率最低與最高字組之平均相差筆畫數僅有 1.05 畫之差

距，且兩者同樣皆有僅差 1畫的字組(答對率最高字組：「强(強)」、「装(裝)」

以及「两(兩)」；答對率最低字組：「决(決)」)，亦有相差至 9-10 畫之多的

字組答對率最高字組：「乡(鄉)」；答對率最低字組：「万(萬)」)。此外，若

將最低答對率和最高答對率字組之兩字體筆畫差進行獨立樣本 T檢定(詳細

資料參見附錄八)，得到變異數相等 Levene 檢定之 F 值為 0.194，p 

= .663>.05，未達顯著水準，接受虛無假設，表示二組的變異數相等。而其

t值等於 1.762，df = 29，p = .085>.05，並未達到顯著水準，亦即表示最低

答對率和最高答對率的字組在兩字體的筆畫數差上是沒有達到顯著差異

的。此外，研究者從「空間字形結構改變與否」方面觀之，發現答對率最

高和最低的字組裡，皆有簡化字和相對應傳統字之間字形結構上改變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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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且答對率最高與最低的字組中，仍皆具有一半以上的字組字形結構並

未改變，亦即說明在答對率最低字組中，雖然有 70%字形結構相同的兩字

體，但研究對象仍有很高的答錯情況。因此，字形結構改變或說不同，非

影響實驗字組是否能被研究對象正確辨識出的答對率。 

由上可知「相差筆畫數」和「空間字形結構改變與否」兩方面不能作

為本研究分析的方式。這是因為許芳沂(2010)的研究僅整理簡化字和傳統字

之間差異上的現象，與本研究討論影響辨識答對率的字形特性有所不同，

因而並不能做為本研究分析究竟實驗字組具有何字形特性，影響了答對率

的高低。 

張道行(2012)中討論兩漢字的相似度時，兩漢字是否具有相同的部件或

部件組合是其計算相似度的基礎，亦即顯示是否具有相同部件是影響相似

度的因素，由此概念，研究者更進一步仔細觀察最高答對率的字組是否具

有相同或相似的字形部件或輪廓。於是，便從直觀兩字體字組間字形變化

的方面來看，發現其過半數的簡化字雖字形上改變了，但簡化字和相對應

傳統字的關係為「被改的部件基本上保留了傳統字的原部件字形輪廓」，亦

即簡化字和傳統字在字形上並未有極大的差異，例如：最高答對率 21 字組

中的 11 組簡化字和相對應傳統字，亦即「强(強)、装(裝)、爱(愛)、两(兩)、

现(現)、张(章)、须(須)、红(紅)、预(預)、问(問)、绝(絕)」。此外，剩下的

10組，即「复(復)、条(條)、扬(揚)、电(電)、开(開)、阳(陽)、妇(婦)、从(從)、

乡(鄉)、产(產)」，研究者另亦觀察到兩字體的字形改變關係，即簡化字並

未改變字形，而是從傳統字的字形上進行刪略，亦即基本上簡化字是保留

了可代表傳統字的特徵部分。相反地，在最低答對率的字組上，除了「军(軍)」

是唯一一組保留了傳統字的原部件字形輪廓之外，其餘多數的字組都是在

「字形部件上進行改變而並未保留傳統字原部件字形之輪廓」，例如：「区

(區)」是字形上改「品」為符號「ㄨ」；或「国(國)、阶(階)、胜(勝)、乱(亂)」

則是改部件為另一較少筆畫的部件；又如「专(專)、万(萬)、买(買)、叶(葉)」

則是整體進行大幅度的字形改變，與傳統字字形差異極大。 

因此，具有最高答對率的 21 組字組其特性為簡化字保留了傳統字的輪

廓或特徵；而答對率最低的 10組字組之簡化字並未保留傳統字的輪廓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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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而是改變了傳統字的字形。由此特性亦可見，本研究之印尼籍受試者

在兩字體的辨識上依賴的是字形輪廓或特徵作為實驗一辨識的線索，這與

(1)尹斌庸、羅聖豪(1991)提出：簡體字保留繁體字的主要特徵，容易認讀，

例如单、务、缠等，以及(2)李菁菁(2009)的研究中，發現輪廓簡略化是辨

識率排名第二的，並且刪略法的總平均辨識率高於改形法，皆有一致性的

結果與說法。 

由上述比較最高答對率和最低答對率字組之字形特性可知，實驗一各

實驗字組的「簡化字是否保留傳統字之輪廓或部件特徵」，對於受試者辨識

上是重要的因素。而若細究其保留輪廓或部件特徵的因素實是簡化字的簡

化方式之類型之一，因而本研究在第五章將從實驗嘗試字組的答對率和兩

字體字形差異的關係，進一步了解答對率和簡化方式之類型的關係，且連

結與比較前人兩字體辨識的相關研究。 

第四節 實驗二：兩字體的相似程度判斷 

本節則將呈現實驗二結果，可以了解所有受試者本身判斷同一畫面中

代表同一字的相對應簡化字和傳統字時，認知上所認為其兩者的相似程度

的情況。首先，從中了解所有受試者實驗二的給分狀況。接著，會以實驗

二中的各個實驗嘗試中的相對應字組作為基礎，了解每組字的相似程度之

分數落點。 

受試者在實驗二中針對各相對應的簡化字和傳統字之相似程度的判

斷，其相似程度之字組最小值為 1.38；最大值為 4.35；平均數為 2.99；標

準差為 0.69，統計呈現如表四-27。 

表四-27 實驗二：124實驗字組相似程度的描述統計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總和 平均數 標準差 

相似程度 124 1.38 4.35 370.80 2.9903 .68968 

有效的 N 

(完全排除)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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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為了解這些相對應簡化字和傳統字的教學排序，一方面需要受

試者實驗一的答對率情況；另一方面則需以受試者的角度而言，在實驗二

中判斷其代表同字的漢字兩字體之相似程度的情況，亦即受試者以自身的

角度判斷兩字體字形上的差異，此並無正確與否的問題，此與實驗一具有

正確答案是有所不同。因此，以實驗二中每個實驗嘗試的字組來看，哪些

字對於受試者來說是相似的；哪些字則並不相似的，而其相似或不相似分

數作為程度的區別。本研究綜合統計所有受試者判斷實驗二字組相似程度

之評分(參見附錄九)，而取每個字組的平均相似程度值(取到小數第二

位)，作為後續分析與排序的基礎。 

依據實驗二所有字組的平均值來看，分成五個區間，如表四-28 所示(表

中僅顯示簡化字)： 

表四-28 實驗二各實驗嘗試材料的平均值區間 

相似程度

平均值 

數量 實驗嘗試材料 

4.35-3.75 15 决、参、减、规、强、带、爱、装、两、游、温、时、现、张、状 

3.74-3.14 42 换、测、复、须、来、则、们、场、鱼、条、预、设、争、问、红、  

里、费、责、绝、笔、扬、势、报、着、务、单、视、间、较、约、

坚、脑、门、针、讨、执、气、见、员、劳、阳、开  

3.13-2.53 38 妇、电、儿、师、进、却、挥、这、动、经、创、队、阶、连、达、

马、园、飞、杀、伤、风、将、国、围、东、胜、从、军、长、运、

会、习、过、当、号、众、极、云 

2.52-1.92 19 乡、区、产、为、传、团、车、乱、农、发、备、节、仅、处、干、

划、专、岁、书 

1.91-1.31 10 画、万、业、买、无、个、术、叶、义、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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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實驗二中的各實驗嘗試材料依據其平均相似程度數值分為五個區

間，而得出表四-28 後，我們可以回答本研究的研究問題二：「實驗二中，

受試者認知上認為相對應簡化字和傳統字之相似程度高的字為何？而相似

程度低的為何？」根據相似程度平均值等分區間，實驗嘗試材料字組相似

程度最高的字組共有 15組，亦即「决(決)、参(參)、减(減)、规(規)、强(強)、

带(帶)、爱(愛)、装(裝)、两(兩)、游(遊)、温(溫)、时(時)、现(現)、张(張)、

状(狀)」。相對而言，在最低相似程度平均值區間中的字組，則共有 9 組，

包含「万(萬)、业(業)、买(買)、无(無)、个(個)、术(術)、叶(葉)、义(義)、

几(幾)」。 

 

第五節 相似程度與答對率的相關性 

在此節，要將本研究受試者在實驗一和實驗二所有實驗嘗試材料(124

組)的判斷結果合併觀之。探討 124組在實驗一答對率和實驗二相似程度分

數的相關性，亦即為以了解「答對率高的簡化字和相對應傳統字，受試者

對它們的相似程度判定是否亦為高？」因此，研究者將所有辨識兩字體材

料的答對率和相似程度進行相關分析，如表四-29。 

表四-29 各實驗材料字組的答對率和相似程度的相關分析 

 答對率 相似程度 

答對率 Pearson 相關 1 .400
**

 

顯著性 (雙尾)  .000 

個數 124 124 

相似程度 Pearson 相關 .400
**

 1 

顯著性 (雙尾) .000  

個數 124 124 

**.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由表四-29可知，作為實驗材料的 124 組的答對率和相似程度之相關係

數為.328(p < 0.01)，兩者呈現正相關的情形。亦即表示答對率高的相對應

簡化字和傳統字字組，受試者給予高相似程度的判斷。反之，答對率越低

的字組，則其字組的相似程度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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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之教學排序 

鄧守信、當銘美菜、葉信鴻等(2008)由漢字偏誤語料看出不同程度學

習者的書寫漢字之偏誤，認為其存在層次性的偏誤顯示了漢字教學累進性

系統設置的重要，並依據學習者的偏誤類型進行排序。此外，亦認為設置

累進性排序的前提當然是單就漢字作為獨立的教學單位，而非與其它學習

項目綜合而置。 

從本研究針對 124 組實驗嘗試材料字組在實驗一和實驗二的統計數

據，亦即實驗一中 124 組實驗字組的答對率有高低不同；實驗二中 124 組

實驗字組的相似程度落點亦有差異，可以看出簡化字和相對應傳統字的辨

識上是如同鄧守信等人(2009)的偏誤語料具有其層次性的，而本研究所關

注的是如何讓學習或接觸簡化字基礎的學習者能夠循序漸進的辨識傳統

字，即本研究視漢字為獨立的教學單位，便意味著進行由簡化字辨識傳統

字的教學亦應設置一套累進性的系統之重要性。因而，本研究依據實驗中

所得出的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各字組之答對率和受試者所判斷出之兩字體

相似程度來做排序的基準，且由本文上節可知，各實驗字組的答對率和相

似程度呈顯著正相關，故以此兩者作為教學排序的指標，應能適切地反映

出學習或接觸簡化字基礎之華語學習者在辨識傳統字上的教學先後排序。 

本文於此節將說明以漢字作為教學的獨立單位之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

的教學累進性排序，亦即藉由受試者在漢字辨識判斷作業之實驗的辨識結

果，以及其他影響教學排序上的項目，計算各實驗嘗試材料字組在各項目

的分數後，並由各字組所有項目之分數相加而得到的總分進行符合認知循

序漸進的教學排序。首先，說明教學排序考量之項目及各項目的計算方式；

其次，逐項列出各項實驗結果與因素的分數結果。最後，則呈現依據各項

目分數之加總所排出的教學累進性排序。 

一、 教學排序所考量之項目 

本研究最終目的為針對 124 組實驗字組進行由簡化字基礎辨識傳統字

的教學排序。若要學習者能更有效的學習，不論語法、詞彙在進行教學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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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皆會考量到可能影響此語法點或詞彙先教或後教的因素，然於漢字兩

字體辨識的教學排序亦是如此，應需考量影響此字組教學先後的因素。如

此，本研究在進行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的教學排序所考量的因素，研究者

將於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  辨識理解度-實驗一：124 組實驗字組的答對率 

教學語法首重以學習者為中心，因此鄧守信等人(2008)從漢字偏誤資

料庫中學習者的偏誤下手，證明偏誤類型對學習者而言是具有程度上不同

的意義，進而依據結果與數據分析進行針對漢字/部件教學上的排序與應

用。而在漢字字體辨識相關研究上，李菁菁(2009)為了解由傳統字辨識簡

化字的差距以及哪些簡化字對於學習傳統字的使用者而言是察而見義的抑

或是很難跨越的，而其統計並分析單字辨識率的排序，是依據各字被多少

受試者答對的比率進行簡化字和傳統字親疏的排列。可見，教學排序是要

以學習者為重心，即是以受試者本身為出發點。因此，本研究亦便以受試

者在實驗一所進行判斷結果為主，統計各實驗字組所得到的答對率高低作

為教學排序的項目之一。亦即從受試者在實驗一中，實驗字組的答對率越

低，則其表示受試者在辨識此實驗字組時，並越不能從字形線索辨識出與

簡化字相對應之正確傳統字，因而此實驗字組的困難度越高；反之，答對

率越高的實驗兩字體字組，其困難度則越低。研究者將實驗字組的答對率，

在進行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的教學排序項目考量上，稱之為實驗字組的「辨

識理解度」。 

(二)  字形相似度-實驗二：124 組實驗字組的相似程度 

考量受試者實際判斷正確與否而產生的實驗字組答對率之外，本研究

亦認為從受試者自身學習者角度認為兩字體的相似程度亦是教學排序重要

的考量的項目，稱之為實驗字組兩字體的「字形差異度」。若以鄧守信(2009)

提出六項排序原則為基礎，其中就「母語無對應結構時，困難度越高」和

「越不易類化者，困難度越高」兩項排序原則而言，本研究受試者是學習

或接觸簡化字的華語學習者，因此所謂母語結構若視為簡化字字形基礎，

亦即受試者對於兩字體的相似程度評分越低，可知此傳統字與相對應的簡

化字字形差異很大，而其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的困難度則越高；就兩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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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類化與否而言，容易類化的情況應是受試者接觸或學習的簡化字與相

對應傳統字之字形差異上不大，可見若兩字體字形相似程度越高，則辨識

的困難度則越低；反之，若簡化字和傳統字的字形上差異甚大，對受試者

辨識而言則不易類化，而其辨識的困難度就相對來得高。事實上，在尹斌

庸與羅聖豪(1991)、楊忠諺(1999)、萬波(2001)和李菁菁(2009)的研究中，

亦發現受試者在辨識漢字的另一字體時，會因為兩字體的字形差異之聯繫

關係而影響其正確辨識率。 

如此可知，以受試者對兩字體相似程度的評斷亦是兩字體辨識教學排

序的重要項目，而需要詳加說明的是本研究所說的學習者辨識的難易度，

亦即學習者能認傳統字，而非書寫出正確的傳統字。若是書寫傳統字，那

麼難易度的情況可能相反，亦即字形結構越相似的字組其書寫的偏誤可能

越高，其是由於字形太過近似而使其在書寫時容易忽略細部差別。 

二、 各考量因素的計算方式 

由上段可知，本研究所進行的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之 124 組實驗字組

的辨識教學排序，所考量的項目包含兩項：亦即實驗一受試者對實驗字組

的辨識理解度、實驗二受試者判斷兩字體的字形差異度。此外，本研究實

驗字組是由頻率最高的前 1000 所挑選，因此，124 組頻率都是很高的字組，

而不另將頻率列為排序的考量因素。以下將分別說明各考量項目在辨識另

一字體教學排序上之給分計算的方式。 

(一)  辨識理解度 

本研究的教學排序所考量的受試者辨識理解度，是以所有受試者在實

驗一中所呈現的各實驗嘗試材料(共 124 組簡化字和相對應傳統字)答對率

為給分的基礎。而研究者在本章第二節呈現並說明所有實驗字組的答對率

情況時，將其答對率分成五個區間，亦即 25-39%、40-54%、55-69%、70-84%

以及 85-99%。在實驗字組的答對率為教學排序的考量項目之一的前提之

下，便依據答對率區間為基準進行給分，即若實驗嘗試材料的字組答對率

屬於最低答對率區間(25-39%)，則給予一分；而其答對率在 40-54%的實驗

嘗試材料字組，則給予二分，此後類推至五分。實驗字組之辨識理解度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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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與排序分數的對應，如表四-30。 

表四-30 實驗字組的辨識理解度區間之排序分數對應表 

辨識理解度區間 排序分數 

25-39% 1 

40-54% 2 

55-69% 3 

70-84% 4 

85-99% 5 

(二)  字形相似度： 

在簡化字和相對應傳統字之兩字體字形相似度的教學排序考量項目計

分上，是以 40位印尼籍受試者在實驗二中，對於 124 組材料進行兩字體相

似程度的判斷之數據為基礎，取平均值之分數落點(完整資料於附錄九)，

並依此等距分成五個相似度平均值區間(如表四-28 呈現)。本研究在字形相

似度上的計分，則以平均值區間為主，亦即例如「几(幾)」實驗材料字組相

似程度平均值為 1.38，其因落在「1.91 - 1.31」區間內，則給予一分；若如

「乡(鄉)」之平均值 2.5 在「2.52 - 1.92」內，便給予二分。其後依此類推至

五分，此是表示實驗字組達到的分數越低分者，兩者差異度越大，在教學

排序上則越後面。實驗字組的字形差異度與排序分數對應，如表四-31。 

 

表四-31 受試者的實驗字組字形差異度之排序分數對應表 

字形差異度區間  排序分數 

1.91 - 1.31 1 

2.52 - 1.92 2 

3.13 - 2.53 3 

3.74 - 3.14 4 

4.35 - 3.75 5 

在了解本研究教學排序的各考量項目的分數計算方式後，就整體教學

排序而言，首先，是實驗 124 組材料在實驗一的答對率區間為基準的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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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度計分；再者為實驗字組在實驗二的分數落點之字形結構差異度的給

分。最後，便是將兩項考量項目分數加總，得出 124 組材料的由簡化字辨

識傳統字之教學先後排序，完整的程序如圖四-1呈現。 

 

 

 

 

 

 

 

 

圖四-1 教學排序計分程序 

 

三、 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的教學排序 

首先，說明本研究的實驗字組經過「辨識理解度」及「字形差異度」

兩項考量項目的分數加總計算後，由各字組所獲得的總分，便能將 124 組

實驗字組進行教學排序，而實驗字組總分越高，表示越易於辨識，其教學

排序則越前。124 組實驗字組的總分由 2-10 分，本研究最後以每一分為一

個排序單位，且一個排序單位成為一課，亦即依照分數及運用課堂教學概

念進行 124 組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教學之學習的課序安排，共分為九課的

排序建議，如表四-32 所示。第一課是總分最高的字組(10 分)，對於學習

者而言是較為容易辨識的字組，第二課則為 9分的字組，相較 10分者則難

度較為提升，以此類推，第十課則為總分最低者(2 分)，對於學習者為困難

辨識的，因而置於排序的最後。如此的教學排序，為使學習者在前面幾課

先建立辨識基礎，且提升對於辨識傳統字的自信。 

 

【辨識理解度】 

實驗一：124 組材料所屬的答對率 

 

【字形相似度】 

實驗二：124 組材料所屬的相似程度平均值 

 

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的教學階段排序 

(124 組實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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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32 各教學排序階段之實驗材料字組 

教學排序階段 實驗字組 總分 

第一課 强(強)、爱(愛)、装(裝)、两(兩)、现(現)、张(張) 10 

第二課 决(決)、参(參)、带(帶)、时(時)、状(狀)、复(復)、须(須) 

条(條)、预(預)、问(問)、红(紅)、绝(絕)、扬(揚)、阳(陽) 

开(開) 

9 

第三課 减(減)、规(規)、游(遊)、温(溫)、换(換)、测(測)、来(來) 

则(則)、们(們)、场(場)、鱼(魚)、费(費)、责(責)、势(勢) 

报(報)、着(著)、务(務)、间(間)、坚(堅)、针(針)、员(員) 

妇(婦)、电(電)、从(從) 

8 

第四課 争(爭)、笔(筆)、视(視)、较(較)、约(約)、门(門)、讨(討) 

执(執)、气(氣)、见(見)、劳(勞)、儿(兒)、挥(揮)、经(經) 

连(連)、飞(飛)、杀(殺)、伤(傷)、将(將)、会(會)、习(習) 

极(極)、云(雲)、乡(鄉)、产(產) 

7 

第五課 设(設)、里(裡)、单(單)、脑(腦)、却(卻)、动(動)、创(創) 

达(達)、马(馬)、园(園)、东(東)、当(當)、众(眾)、为(為) 

发(發)、处(處)、干(幹)、划(劃)、岁(歲)、书(書) 

6 

第六課 师(師)、进(進)、这(這)、队(隊)、风(風)、围(圍)、长(長) 

运(運)、过(過)、号(號)、传(傳)、团(團)、车(車)、农(農) 

备(備)、仅(僅)、画(畫)、术(術) 

5 

第七課 阶(階)、国(國)、胜(勝)、军(軍)、节(節)、业(業)、个(個) 4 

第八課 区(區)、乱(亂)、专(專)、无(無)、义(義)、几(幾) 3 

第九課 万(萬)、买(買)、叶(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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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其他發現與小結 

一、受試者與母語者之字形差異度感受 

研究者針對手邊所具有關於實驗字組的字形差異度資料，亦即本研究

印尼籍受試者在實驗二中，對於 124 組實驗字組的相似程度的判斷，和母

語者之字形差異度判斷資料，討論受試者與母語者對於簡化字和傳統字字

形差異度感受是否具有差異性？ 

為了解受試者與母語者在兩字體字形差異度的感受，研究者便以受試

者在實驗二對各實驗字組的字形相似程度判斷的資料，與另外以問卷方式

蒐集到的母語者對各實驗字組的字形差異程度判斷的資料，進行相關分

析。以 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結果如表四-33。 

表四-33 受試者與母語者字形差異度的相關分析矩陣 

 受試者 母語者 

受試者 Pearson 相關 1 .806
**

 

顯著性 (雙尾)  .000 

個數 124 124 

母語者 Pearson 相關 .806
**

 1 

顯著性 (雙尾) .000  

個數 124 124 

**.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表四-32 相關分析結果顯示對於 124 組實驗字組的兩字體字形差異感

受，受試者與母語者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其相關係數為.806，p < .01。

即表示了受試者對實驗字組的相似程度評分越高，則母語者之評分亦越

高。因此整體而言，受試者與母語者對於 124 組實驗字組的字形差異感受

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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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結 

本章呈現本研究藉蒐集印尼籍受試者的問卷以及其在實驗一、實驗二

中所做出的判斷，此外亦問卷蒐集臺灣母語者對實驗字組字形差異感受等

研究方法，而後經由此些資料的統計與分析，主要的發現與結果如下： 

(一)、就印尼籍受試者而言，大部分受試者在實驗一的正確率皆於 60%

以上；40 位受試者僅有 13 位之正確率低於 60%。此外，受試者的正確率

與其學習中文時間長短存在顯著正相關，亦即受試者會隨著學習中文時間

的增長而提升其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的正確率。 

(二)、在 124 組實驗字組答對率方面，可以分成五個區間：25-39%、

40-54%、55-69%、70-84%以及 85-99%。而答對率最低在 25-39%區間的實

驗字組共有 10 組；答對率於 85-99%區間之最高者則有 21組。而且，實驗

字組的答對率與反應時間存在顯著負相關的關係。 

此外，在答對率最高和最低之字組在兩字體上有何字形差異的區別特

性之部分。發現到答對率最高之字組的兩字體字形差異為「省略-保留傳統

字特徵部件」和「改形-被改部件保留傳統字該部件之輪廓」，且具有後者

之特性的字組答對率較前者更高；相反地，答對率最低之字組的兩字體字

形差異特性為「改形-被改部件未保留傳統字該部件輪廓」，亦即兩字體字

形差異甚大，受試者無法藉由簡化字的字形線索選出正確相對應的傳統字。 

(三)、在 124 組實驗字組字形相似程度方面，依據受試者給予的評分判

斷，得出實驗字組各字的相似程度平均值。各實驗字組平均值分成五個區

間，平均值由低至高分別依序為：「1.91 - 1.31」、「2.52 - 1.92」、「3.13 

- 2.53」、「3.74 - 3.14」、「4.35 - 3.75」。可見，相似程度最高的「4.35 - 

3.75」區間共有 15組；而相似程度最低的「1.91 - 1.31」則有 10組。 

(四)、關於實驗字組答對率與其相似程度的關係，經由 SPSS 針對兩者

的相關分析上呈現顯著正相關。亦即實驗字組的答對率越高，受試者給予

的相似程度判斷越高。反之，答對率越低的字組，則其字組的相似程度越

低。研究者另視各答對率區間的實驗字組之各相似程度分數落點的數量及

比例，亦觀察到答對率區間越高，所包含的相似程度分數落點高的實驗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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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數量與佔整體比例也隨之增加。 

(五)、根據「辨識理解度」及「字形差異度」計分基礎加總後，得出由

簡化字辨識傳統字的循序漸進教學排序，並且以課序安排概念將排序編列

從第一課到第九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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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討論 

第一節 研究摘述 

本研究主要探討接觸或學習簡化字的印尼籍學習者辨識傳統字的情

況，並藉受試者在漢字辨識作業的實驗結果，了解 124 組簡化字和相對應

字形差異之傳統字的答對率和其相似程度的判斷，且進一步擬出由簡化字

辨識傳統字的教學排序。過去不論學傳統字辨識簡化字，如尹斌庸、羅聖

豪(1991)、李菁菁(2009)或是比較學習一種字體(傳統字或簡化字)辨識另

一字體(簡化字或傳統字)的辨識情況(楊忠諺，1999；萬波，2001)，都顯

示了受試者辨識另一字體的正確辨識率上，會受到簡化字和傳統字之字形

上差異的影響，亦即兩字體在字形差異越小或保留其中特徵部件者，其被

受試者答對的比率越高，例如：「簡體字保留了繁體字的主要特徵，容易和

原字的字形產生聯想的(例：势(勢)、单(單)、缠(纏)等)(尹斌庸、羅聖豪，

1991)」。除了字形上的差異，過去研究(如楊忠諺，1999；萬波，2001)也

顯示受試者的漢字識字量也會影響其在測驗裡的辨識率高低。 

研究者依前人研究推論並提出本研究的研究問題：(一)受試者的辨識

率應受到其背景資料的影響，於是欲進而了解哪些背景資料與正確辨識率

具有顯著相關性；反之，哪些則無不具有相關的關係？(二)若各簡化字和

相對應字形差異的傳統字的答對率有其高低，高答對率的字組則是容易辨

識的；反之，低答對率的字組其辨識較為困難。而且答對率高的字組因較

易辨識，在辨識反應時間上便較少較快。當正確答對率高的字組，受試者

應該也認為其兩個字形結構的相似程度高，且對於兩字為同一字的接受程

度較高。於此，本研究則提出之研究問題為答對率和相似程度判斷的關係

為何？(三)此外，依據此字組的答對率和相似程度的高度相關性，擬出的

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之教學排序應是符合認知難易度且循序漸進的。進而

回答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實驗中 124 組相對應字體之實驗嘗試材料的教學

排序為何？最後，本研究與過去研究不同之處為本研究並未先將判斷作業

中的字組材料進行分類，是因為先行分類的方式較為結構面，本研究希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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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受試者角度得出的辨識結果，在進行觀察辨識率高低的字組所具有的特

性，並藉此與前人研究進行檢驗與比較。 

研究結果顯示：(一)受試者在研究中的漢字辨識判斷作業的表現，亦

即其正確辨識率與受試者「年齡」、「主修是否為中文」、「中文課型」及「接

觸傳統字的頻率」並無顯著相關，但正確辨識率與「學習中文的時間」存

在顯著相關，顯示受試者學習時間的長短對辨識率產生影響，即假設一背

景資料的影響獲得部分的支持，於下節則討論其他和正確率不產生顯著相

關之可能原因。(二)答對率高的字組與其相似程度具有顯著相關，亦即顯

示高答對率的字組，在字形結構上受試者也認為其相似程度高；因此亦回

答了本研究的研究問題二。(三)由於答對率字組與其相似程度存在顯著相

關，而依其兩項之指標所進行的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教學排序，是符合認

知難易度、循序漸進且可靠的。 

接著，則將會依據前一章統計與分析所得到的結果，針對其中較為重

要之處加以討論與解釋。 

第二節 受試者正確辨識率與背景資料 

本研究在受試者正確率統計與其背景資料的關係之結果，顯示僅受試者

的「學習華語的時間長短」與正確率存在顯著相關。其他像是受試者「年齡」、

「主修是否為中文」、「修習的中文課型」以及「接觸傳統字頻率多寡」皆

與受試者在實驗一辨識出傳統字之正確率不存在相關。首先，說明並討論受

試者在實驗一的正確辨識率情形，而後就「學習華語的時間長短」與正確率

有顯著相關的結果進行討論及說明；最後，則分別討論背景資料與正確率不

存在相關的可能原因並提出受試者背景資料與正確率關係之結論。 

一、 受試者的正確率 

根據第四章研究結果顯示，所有受試者在實驗一的124組相對應字組平

均能正確辨識出81.73組。就其正確辨識率而言，40位受試者中有13位的正

確率低於60%，其中低於50%則有2位(45.60%；48.00%)。由此可見，過半數

的受試者之正確率皆能高於60%，即大部分的受試者皆能在實驗一中正確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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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出一半以上的實驗嘗試材料字組。研究者認為此與本研究實驗一的呈現方

式有關，亦即因為本研究所關注的是兩字體的字形差別而所造成的辨識度差

異；另外加上為避免受試者因為刺激字的記憶而增加認知辨識的負擔，因此

則將作為刺激字的簡化字與成對出現的正確相對應之傳統字及另外設置的

形似混淆傳統字。因而，受試者在實驗一的畫面中同時看到一個簡化字，和

兩個傳統字(一為正確相對應的傳統字，一為混淆的傳統字)，在辨識時被要

求盡量快速而不犯錯的方式選出認為與上方簡化字相對應的傳統字，如此受

試者進行判斷作業時，是儘可能在快速的時間下依據簡化字和傳統字的字形

差異線索辨識正確的相對應傳統字。雖然此種方式，可能無法反應受試者是

否連接到心理字典並搜尋到此字的語音和意義的知識，但是則能夠較為直接

了解受試者對於兩字體字形變化線索的掌握情況。 

此外，在萬波(2001)研究中新加坡學生的傳統字認讀能力調查，雖然其

辨識方式與本研究不同，即是讓新加坡學生根據所列出的傳統字，寫出相對

應的簡化字。但從分析傳統字認讀率與學生年級的關係表，可以發現不論是

年級的高低，其單字認讀率亦皆在60%以上。而從余佳娟(2007)發現華語學

習者的字形相似性判斷依據會隨著識字量增加而從局部特徵-筆畫、部件到

字形結構，此與臺灣小學到大學生的字形判斷依據演變過程(葉素玲等，2004)

相同，只是華語學習者字形空間結構尚未成熟到台灣大學生的程度。由此可

知，本研究從實驗一中得出過半數受試者的正確辨識率皆高於60%以上，此

結果與萬波(2001)結果一致且應為可信之證據。 

二、 受試者年齡 

由受試者年齡和其正確辨識率的相關分析矩陣(見表四-15)，可見兩者

並不具有顯著正相關。即表示「受試者的年齡增加，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的

正確辨識率應亦隨之提升」的假設未獲得支持。 

針對受試者年齡增加不影響正確率的結果，根據字形相似性的分類作業

實驗(Yeh, Li, Takeuchi, Sun, & Liu, 2003；葉素玲、林怡慧和李金鈴，2004)

顯示，發現不識字的幼稚園學童和老人，僅傾向於漢字的細節(局部特徵)作

為分類的依據，而國小五年級的學童雖然從實驗看出開始將相似部件視為整

體字形相似的判準，然其字形分類方式仍未達到臺灣大學生以整體結構為依



由簡化字基礎辨識傳統字研究與教學應用─以印尼籍華語學習者為例 

106 

據的成熟程度。然而在分類作業中，可見日本大學生以字形整體結構特性的

分類方法和臺灣大學生相同。反觀，美國大學生因從未接觸過漢字，而其分

類似乎與不識漢字的臺灣幼稚園以及老人相同，未能取出漢字中「結構」的

向度，則是傾向漢字局部特徵之細節。由此可見，年齡並非主要的關鍵因素，

但是暴露在漢字的時間長短便成為一個因素，亦即對於漢字字形訊息抽取

上，學習漢字經驗的累積比受試者本身年齡成熟度更為重要。 

三、 主修是否為中文 

根據第四章相關分析時的結果顯示，受試者主修是否為中文與其正確辨

識率不存在顯著相關，亦即筆者原先假設「受試者若主修為中文，較有可能

接觸以傳統字書寫的古代經典，因此正確辨識率應較非華語主修之受試者

高。」未獲支持。 

基於研究者原先認為受試者若主修為華語之正確辨識率會高於非中文

系之受試者，是假設印尼當地大學的中文系課程與臺灣中文系相當，因而有

部分課程需要閱讀傳統字書寫之古籍，因此可能對於傳統字較為熟悉，而有

助於提高其辨識的正確率。然研究者發現，本研究之主修為中文的受試者其

中文系的課程，純然僅在於學習華語語言之課程，亦即與語言中心學習華語

的課程較為相當。而我們從受試者所屬的UGM華語系三年制的課程表來

看，首先，可知其華語系為課程目標主要為學生經過三年的學習，能夠應用

在工業、旅遊商業等方面。其次，他們的課程多像是一般的語言課程，包含

如：語法、口語、聽力、閱讀、寫作，此外由於華語系的目標為發展學生應

用華語在工業、旅遊或商業上，所以也開設如：入門旅遊、一般管理、秘書、

飯店管理、觀光、業務等課程(完整的三年制課程表之印尼語版和中文翻譯

版，參見附錄十)。相較之下，可見本研究為中文系之受試者所上的課程並

非像是國內中文系所開設的所謂「小學」(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或「經

學」等可能接觸到傳統字的課程。而此預設主修為中文的先備知識，與實際

上本研究主修為中文的受試者存在著些許落差，或許也是造成主修是否為中

文與辨識正確率不顯著相關的因素之一。 

然以獨立樣本T檢定來看兩組(中文、非中文)的正確率是否具有顯著差

異，也可得到相同兩組沒有顯著差異的結果。獨立樣本T檢定的變異數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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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ne檢定之F值為0.008，p = 0.927 > 0.05，未達顯著水準，接受虛無假設，

表示兩組的變異數相等。其t值等於-1.613，df = 38，p = 0.115 > 0.05，並未

達到顯著差異(T檢定資料參見附錄十一)，亦即顯示在實驗一受試者的正確

辨識率，並不因為主修為中文者和非中文者，而有所差異。 

四、 學習時間的長短 

印尼籍受試者的背景資料與正確辨識率進行相關分析後，受試者中文

「學習時間的長短」與受試者在實驗一的正確辨識率存在顯著相關，亦即顯

示受試者學習中文的時間越長，其辨識傳統字的正確率也越高。而研究者認

為此兩者具有顯著的相關性，是由於受試者學習時間越長，其漢字的認讀量

及能力隨之增加；由於漢字認讀量及能力的增加，其對漢字字形訊息的掌握

也越熟悉，因此在辨識簡化字之相對應傳統字時，其辨識的正確率便也隨著

學習時間越長之認讀量多而提高。 

受試者的學習時間與漢字認讀量的關係，國內的國小、國中學生識字量

研究多顯示其兩者具有顯著相關的關係。李俊仁(Lee, 1997)從字頻表隨機選

出50字，讓小學生利用該字造詞、造句或解釋之作答方式，並由學生作答的

正確率估計小學生的識字量，發現小學生隨著年級的升高，其平均正確字數

也提高。而王瓊珠、洪儷瑜、張郁雯和陳秀芬(2008)針對一到九年級學生國

字識字量發展的研究中，也有相同的發現，一到九年級的識字量在年級間達

顯著差異，亦說明了學生的識字量隨年級增加而增長。我們知道年級的增加

即代表學習時間的增加，因此可見學習時間的增加，識字量亦隨之增長。 

在華語學習相關研究方面，由余佳娟(2007)的研究亦可見受試者的識字

量與學習時間長短的關係。在其字形相似性的實驗研究中為了解歐美籍受試

者識字量的影響，而依識字測驗的高低分數，將研究受試者分為低、中、中

高以及高識字量之四組。研究者從她所整理的23位受試者的詳細資料表發現

這四組識字量由高而低對照其受試者的學習時間，則是由學習最久的十年

(識字量分數為99分)到僅學習一星期(識字量分數為1分)，亦即學習時間越

長，漢字認讀量也越多。此外，一般在不同學習者的華語程度所定的漢字識

字量標準，亦間接顯示出學習時間與漢字識字量的關係，像是葉德明(2005)

將華語學習分為四個階段，在每一個學習階段中提出該階段學習的漢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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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認為第一學習階段學習者處於初級階段，因此最多不超過八百個漢字；第

二學習階段則發展至一千五百字左右；第三學習階段時，學習者應會的漢字

則在兩千字左右；而至第四學習階段時，漢字至少已發展至四千個左右。詞

彙的學習脫離不了漢字，且有些漢字本身就是詞彙，而許多中文能力測驗或

中文教學大綱分級，前者如漢語水平考試(HSK)、華語文能力測驗(TOP)、

中國語檢定試驗；後者如中國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辦公室組織研製的「高

等學校外國留學生漢語教學大綱(長期進修)」，皆在其中列出學習時間與詞

彙量的分級標準，例如：針對基礎階段TOP所定的學時為華語區180小時以

上、非華語區480小時以上，而其詞彙量在800個左右；高等學校外國留學生

漢語教學大綱(長期進修)的初等階段(其下分四級)，學時為800小時(亦指第

一年，每週二十小時)，而其詞彙量在2412-2462個。 

由上述可知，識字量的增加是隨著學習時間長短而變化的。葉素玲等

(2004)曾指出字形結構的訊息會隨著識字與閱讀經驗的增加而逐漸產生，並

趨於成熟的階段。雖然所說的是以華語為母語的本國人之情況，但從余佳娟

(2007)受試者識字量高低和其判斷依據差異的研究結果，我們可以知道華語

學習者字形結構的訊息，亦會隨著識字量及經驗的增加而逐步產生。此外，

在相關的漢字另一字體辨識之研究亦有一致的結果，例如：吳英成(1998)

所做的新加坡學生繁體字辨認測查，不論是孤立的單字測驗或是情境測驗，

二年級的受測學生的辨識率皆比一年級高；楊忠諺(1999)比較學繁識簡與學

簡識繁的辨識率之研究，亦顯示漢字認讀能力與另一字體的辨識率呈現顯著

的正相關。而本研究之受試者的「學習華語的時間長短」與其「實驗一正確

辨識率」所進行的相關分析，結果亦呈現具有顯著的相關性。如此，本研究

便驗證了前人研究的結果，亦即不論是國內針對本國學生或針對華語學習者

的研究結果皆顯示學習時間長短與識字量的關係，此外識字量提升能使學習

者的字形結構訊息逐漸產生並熟悉，進而正確辨識率亦隨之提高。因此，本

研究之此結果與前人有很高的一致性，而可謂得到支持與驗證。 

五、 修習的中文課型 

受試者所修習的中文課型，大致可分為包含聽說讀寫的綜合課以及聽說

的會話課。修綜合課的受試者課堂中需要練習及書寫漢字，而僅著重於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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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會話課的受試者在華語課堂中則未有書寫漢字的練習與作業。研究者對於

此修課不同之差異，認為此可能造成受試者由於書寫漢字練習而增加對漢字

的掌握優於會話課的受試者，因此有「修習需要練習漢字的綜合課之受試

者，其於實驗中的正確辨識率會高於並無練習漢字的會話課之受試者」之假

設。然根據第四章進行針對「修習華語課型」和「正確辨識率」進行的相關

分析之結果，顯示研究者之假設並未獲得支持，而兩者不存在顯著相關。 

針對此一結果，研究者發現在本研究中不論綜合課或是會話課的受試

者，其所上的華語課程使用的教材，皆有漢字之呈現，例如：被分類至綜合

課的受試者所使用的《新實用漢語課本》和《看圖說話》以及會話課的受試

者所使用的《漢語會話301句》，在這些教材中，皆以漢字呈現為主可能成

為造成不顯著相關的原因。亦即由會話課與綜合課教材可見，本研究所謂修

習會話課的受試者並非完全不接觸漢字，雖然可能因為恐懼漢字而修習此課

程，但在參與會話課學習華語的過程中，實際上也會接觸及使用教材，且因

為教材並非完全為漢語拼音之呈現，而在學習歷程的耳濡目染之下，亦漸漸

潛在地熟悉了漢字及其基本字形結構。除此之外，就研究者進行實驗之餘，

對兩種課型的觀察而言，發現雖然有綜合課和會話課的分別，事實上兩者課

堂進行的方式是相類似的，也就是綜合課即使包含有其他技能，卻以聽說為

主，漢字的認讀上多半是建立在學習者聽說的基礎上，課程進行問答或會話

方式便與會話課並無極大的差異。 

由於上述不論綜合課或會話課教材皆以漢字呈現為主，受試者皆在華語

課堂中接觸漢字，亦即會話課的受試者雖然並未被要求書寫漢字，但其亦有

漢字輸入於其華語學習過程中，而且兩類型在課程進行的方式上是相似的。

因此，研究者認為本研究討論課型與辨識正確率時，在兩種課型上的顯著性

操弄太弱，且受試者並非是有無漢字輸入之明顯分別，此可能是造成受試者

所修習華語課型與其正確率不顯著相關之原因。 

六、 接觸傳統字頻率 

研究結果顯示，受試者接觸傳統字頻率會影響受試者在實驗一中的正確

辨識率之想法，並未獲得顯著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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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r (1967)曾區別輸入(input)與吸收(intake)兩者，其認為輸入(input)

對於學習者而言，是在手邊的及可利用的；吸收(intake)則指已被學習者所

內化的。Susan M. Gass & Larry Selinker (1994)就此定義說明：這是一個任

何曾為第二語言學習者，一定都遇過的完全聽不懂一個語言之情況，而此

便是輸入，而非吸收，因為它由一耳進，從另一耳出
11
；此外，他們亦提出

輸入如何轉變成輸出的五步驟：感知的輸入(Apperceived input）、理解的

輸入(Comprehended input）、吸收(Intake）、整合(Integration）與輸出

(Output）。Kumaravadivelu (1994）不僅也認為吸收(intake)是學習者已經

完全或部分處理過的抽象實體，且完全或部分的融入學習者的發展系統

裡；另外，他並說明了輸入、吸收以及輸出(output)三者的關係，如圖五-1。 

 

 

 

 

         圖五-1 輸入、吸收與輸出三者的關係圖 

    (資料來源：Kumaravadivelu, 1994) 

由上述可知，輸入在語言習得歷程中是先於吸收的，兩者最大的差異在

於「吸收」是經由第二語言學習者將接收到的輸入理解內化到語言發展系統

當中，且通常許多過度泛化(overgeneralization)與化石化(fossilization)的情

況皆發生於此；而輸入則非如此，亦即指學習者接收到的所有與第二語言相

關的形式，此未內化到學習者的認知系統。此外，從圖五-2可見，第二語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原文：Anyone who has been in a situation of learning a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is familiar 

with the situation in which the language they hear is totally incomprehensible, to the extent 

that it may not even be possible to separate the stream into words. Whereas this is input, 

because it is available to the learner, it is not intake, because it “goes in one ear and out the 

other”(Susan M. Gass & Larry Selinker, 1994:197). 

INPUT 

INTAKE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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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的範疇是很廣的，而其中被學習者吸收的事實上僅是輸入的部分而已，

然最後真正被學習者輸出的亦是所吸收內化的少部分。 

因此，本研究受試者的接觸傳統字頻率與其在實驗一正確率未存在正相

關之結果，研究者認為可能是輸入與吸收的差別所造成的。雖然有些受試者

在問卷上表示其接觸頻率很高，而有些受試者表示接觸頻率低，而從統計分

析後，呈現接觸傳統字的頻率並不會影響辨識傳統字的正確率。就上述輸入

與吸收的概念而言，受試者接觸頻率雖很高，卻不代表他們真正地將接觸之

傳統字輸入，經由感知輸入、理解輸入至部分或完全吸收成為內化在其第二

語言認知系統中的知識。此外，就算受試者對於接觸的傳統字皆能理解，此

亦不表示其理解的內容，能夠完整的吸收。如此正是「並非所有理解的輸入

都會成為吸收12（Susan M. Gass & Larry Selinker,1994）」，亦即輸入的範

疇永遠都比所吸收的來得多且廣。因此，在本研究中接觸頻率並不能表示印

尼籍受試者對傳統字吸收的程度，其只能說明傳統字輸入的情況，這便說明

了本研究受試者接觸傳統字頻率與其在實驗一的辨識正確率之相關分析，結

果不如預期的原因。 

除了輸入不等於吸收造成不如預期的原因之外，研究者認為亦有問卷題

目設計上的問題。亦即可能是因為問卷中僅用一題封閉式問題詢問受試者所

接觸傳統字的頻率為何。由於受試者主觀判定自己所接觸傳統字的頻率為高

抑或是低，而無法像是問卷中「主修為何」、「所上的華語課程名稱」之問

題較為客觀事實呈現，亦即這種受試者根據自身實際上狀況並不會因為猶豫

而產生模稜兩可的回答。此外，受試者接觸傳統字的方式，可能也會有所差

別，例如：透過臺灣的電視劇、網際網路或者以傳統字書寫的書籍等。在這

些接觸的方式中，然若是來源為臺灣的書籍，指受試者閱讀並未轉換成簡化

字之書籍，如此可能接觸傳統字的頻率就很高，但是若為臺灣的電視劇或網

際網路，其可能接觸傳統字的頻率就比閱讀傳統字的書籍來得低，其是因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原文：This separation is important as “not all input that is comprehended becomes intake”

（Susan M. Gass & Larry Selinker, 199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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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劇及網際網路通常會有翻譯的情形，受試者在接觸時通常較專注於翻譯

後的文字，則此種傳統字的接觸情況便可能並未原汁原味了。 

綜言之，造成接觸傳統字頻率與受試者辨識正確率關係不如預期之因，

主要是受試者接觸傳統字頻率不能代表所接觸的傳統字，已從輸入內化成吸

收的知識，並且更別說成為完全能夠輸出的材料。此外，在問卷題目設計方

面，亦即所謂自陳式量表未必代表真正接觸頻率的情況，且加上每個人對於

接觸頻率高低的看法也有所不同，有的人傾向保守或有人傾向刻意都勾選接

觸頻率高的選項。如此可能無法獲得如主修和華語課型的回答明確而客觀，

是具有二分關係且為實際情況的。並且就受試者接觸傳統字的來源亦可能有

所不同，因而研究者認為，問卷關於此問題的設計不足夠，後續的相關研究

可能在此類自陳量表上需進一步了解受試者接觸傳統字的來源或目的等，用

以得到較多且深入的受試者接觸傳統字的資料，才能較深入的分析與探討。 

七、 小結 

雖對於受試者與「主修是否為華語」、「修習的華語課型」以及「接觸

傳統字的頻率」不相關之已於上幾段討論並說明其分別可能之原因。然研究

者另亦認為上述三項受試者背景資料分別與正確率進行相關分析時，未獲顯

著相關之因，可能是由於「主修是否為華語」、「修習的華語課型」以及「接

觸傳統字的頻率」並非完全獨立的變項所致。亦即是本研究在探討三項受試

者背景個別是否會影響其於實驗一辨識的正確率時，是基於三者為獨立變項

之前提，然而此一前提可能是錯誤的。在本研究中，這三項存在著兩兩變項

間具有顯著的相關。例如：若以「華語課型」來看，其與「主修是否為華語」

的相關係數為.403(P = .01)，兩者間有顯著的正相關；其與「接觸傳統字頻

率」的相關係數為-.320(P < .05)，兩者間有顯著的負相關(完整的相關分析矩

陣，請參見附錄十二)。由此顯示了本研究中所探討的「主修是否為華語」

「修習的華語課型」以及「接觸傳統字的頻率」並非獨立，這支持了研究者

上述的推測。因此，受試者的背景資料之個別項目間可能產生互相相關並影

響正確率，這或許也造成本研究變項之間與正確率相關性之結果不如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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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字組答對率與字形差異線索 

統計 124 組相對應的簡化字和傳統字在實驗一的答對率後，呈現於第

四章研究結果，我們發現可以將答對率分為五個區間，亦即字組最低答對

率為 25-39%；其次是答對率為 40-54%、55-69%以及 70-84%的字組；最後

為最高答對率的字組，其答對率在 85-99%。此外，由前一章研究結果中，

對於最高答對率的字組和最低答對率的字組進行簡單的比較與分析，進一

步說明了最高答對率的字組之特性為其 21組中的簡化字被改變的部件保留

了相對應傳統字原部件的輪廓，或是簡化字直接省略傳統字某部件而保留

了特徵部件，例如：被改變部件保留原部件之輪廓的 11 組字組為「强(強)、

装(裝)、爱(愛)、两(兩)、现(現)、张(張)、须(須)、红(紅)、预(預)、问(問)、

绝(絕)」；省略傳統字部件並保留特徵部件的 10組字組則為「复(復)、条(條)、

扬(揚)、电(電)、开(開)、阳(陽)、妇(婦)、从(從)、乡(鄉)、产(產)」。然而，

答對率最低的 10 組，其簡化字和相對應的傳統字大多數並無被改變的部件

保留原部件的輪廓或省略傳統字部件而保留特徵部件的關係，而是多數的

字組皆在字形部件上進行大幅度改變，例如：「区(區)」是字形上改「品」

為符號「ㄨ」；或「国(國)、阶(階)、园(園)、胜(勝)、乱(亂)」則是改部件

為另一較少筆畫的部件；而又如「专(專)、万(萬)、买(買)、叶(葉)」字組的

簡化字則是大幅度的字形改變，使簡化字看起來與傳統字是兩個完全不同

的漢字。可見，實驗一之簡化字和相對應傳統字的答對率，與簡化字是否(一)

保留傳統字的特徵部件、(二)改形但保留傳統字原部件的輪廓線索以及(三)

改形而並未保留被改部件之輪廓有關，而非兩字體的空間字形結構改變與

否或兩字體筆畫的相差多寡之因素。 

以下先討論最高與最低答對率字組中所得出的特性，在其他答對率區

間中的分布情形。此外，由於實驗材料字組特性，與其簡化方式應有絕大

的關係，因此研究者亦以前人的簡化方式分類為基礎，將本研究實驗中的

124組實驗嘗試材料進行分類，探討字組的答對率與簡化方式的關係，且進

一步與前人研究進行比較與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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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各答對率區間字組的三種字形特性 

第四章研究結果中，研究者僅先就最高與最低的答對率字組進行討論

其產生不同答對率的簡化字與傳統字字形關係之特性。而此處則依據改形

卻保留傳統字原部件輪廓或省略部件但保留原字的特徵部件為基礎，將其

他三個答對率區間的字組，亦加以討論 124 組所有實驗一材料之兩字體的

字形差異線索與其答對率的高低的關係。表五-1 呈現各答對率區間的三種

字形特性的字組分布情況，亦即各答對率區間中簡化字(一)被改部件保留

傳統字原部件輪廓、(二)省略傳統字但保留特徵部件以及(三)改形但並未

保留被改部件之輪廓的個別的數量與百分比。各答對率區間所包含的三種

特性之詳細字組，請參見附錄十三。 

表五-1 各答對率區間字組的三種字形特性分布情況 

答對率 

區間 

改形 

(被改部件保留 

原部件之輪廓) 

省略 

(保留傳統字 

特徵部件) 

改形 

(被改部件未保留 

原部件輪廓) 

總數 

(組) 

25-39% 1 (10.00%) 0 (0%) 9 (90.00%) 10 

40-54% 6 (31.58%) 2 (10.53%) 11 (57.89%) 19 

55-69% 13 (40.63%) 2 (6.25%) 17 (53.13%) 32 

70-84% 20 (47.62%) 10 (23.81%) 12 (28.57%) 42 

85-99% 11 (52.38%) 10 (47.62%) 0 (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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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2 各答對率區間的三種字形特性的字組比率折線圖 

上幾段曾說明本研究從最高答對率的字組和最低答對率的字組進行字

形特性的探討，而得出最高答對率的字組之簡化字和傳統字字形關係之特

性，基本上有兩種，一為簡化字改傳統字之字形，但是被改部件保留了原

部件的輪廓；二為簡化字省略傳統字的部件，但保留了傳統字之特徵部件。

最低答對率之字組則非上述兩種特性，而是簡化字和傳統字之關係為字形

改變了，但簡化字被改的部件並未保留之傳統字該部件輪廓。此外若就所

有答對率區間整體而言，由圖五-2 可見，三種特性在各答對率區間的數量

變化，作為答對率低字組特性的改形但被改部件並未保留原部件輪廓者，

從實驗字組之最低答對率(25-39%)到最高答對率(85-99%)，其百分比變化

情況則由 90.00%而驟降至 0%，即隨著答對率的提升，而有從高到低的趨

勢；相對地言，簡化字改形但被改部件保留原部件輪廓的百分比，則是由

10.00%逐漸升高至 52.38%，也就是隨著答對率的增加，其特性有由低漸高

的情形；另外，雖然在省略但保留傳統字特徵部件的百分比有些不穩定，

即答對率在 40-54%有 10.00%的字組為此特性，而答對率 55-69%的則僅有

6.25%的字組為此特性，使得其數值不因答對率由高而低而連續下降，但就

整體而言，省略但保留傳統字特徵部件的特性大致上也是隨著答對率下降

而其百分比則趨於越低的情形。 

 

(答對率區間) 

(

字
形
特
性
百
分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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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的結果可知，更驗證了答對率越高的區間中，具有越多字組之

簡化字和傳統字的字形差異關係為改形但被改部件保留原有部件的輪廓，

或是省略但保留傳統字特徵部件。而此答對率高的字組之字形差異特性，

與前人研究結果不謀而合，亦即如尹斌庸、羅聖豪(1991)所指出之簡化字

保留了傳統字的主要特徵，容易與原字的字形產生聯想，便使得大多數受

試者能正確認讀，例如：单(單)、缠 (纏)、务(務)、脑(腦)等；萬波(2001)

則發現受試者辨識率最高的前三名為(一)簡化字保持傳統字的輪廓，例

如：长(長)、东(東)、见(見)等、(二)簡化字局部變化部分保持傳統字輪

廓，例如：张(張)、栋(棟)、现(現)等以及(三)簡化字存留傳統字的特徵，

例如：标(標)、产(產)、开(開)等；李菁菁(2009)將由傳統字辨識簡化字

之辨識率分成 11 級，第 1 級到第 11 級為辨識率由低至高，而其發現受試

者辨識率高的第 1、2 級的字，亦大多與尹、羅(1991)所提及的兩字體字形

特性之關係具有一致性的結論。由此可知，研究者對於本研究影響答對率

高低的簡化字和傳統字字形差異的特性之分析是被支持的。 

二、 實驗字組答對率與簡化方式類型 

本研究從答對率最高和最低的實驗字組中，發現答對率高低與相對應

字組的簡化字和傳統字字形差異的特性有關。而且這些特性放到其他答對

率區間進行檢視時，最高答對率的實驗字組所得出的字形差異特性，亦隨

著答對率區間由低至高，其占區間整體比率便有由少到多的情況。此外，

雖然本研究並未如前人研究一樣，先將實驗字組依據簡化字的簡化方式或

兩字體的關係進行分類，是因著「語言學方法的歸納，不一定有心理歷程

的功效(曾志朗，1991)」，亦即研究者認為從表面語言結構面進行的分類，

是依據研究者主觀的判定，可能實際上無法完全符合受試者辨識時的方

式。但從本研究最高與最低答對率的實驗字組之字形差異特性來看，這些

觀察並得到各區間答對率字組之檢視，與前人進行漢字另一字體辨識的研

究時所提出簡化字的簡化方式類型密切相關。因而，在此研究者根據前人

所提出的簡化方式類型將本研究的實驗字組進行分類，並了解本研究的實

驗字組之答對率高低與簡化方式類型的關係是否與前人研究結果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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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簡化方式類型的分類上，許多學者大抵皆以傳統字和簡化字間文字

結構的異動為基準作為區隔，而本研究曾於第二章文獻探討時，以採取各

家說法且據文字特性將漢字簡化方式類型進行分類，並以楊忠諺(1999)和

李菁菁(2009)的簡化方式類型為基準，擬出用以討論和比較本研究結果與

前人結果的連結性。而簡化方式類型共分為：1.省略、2.改形與 3.同音替代

三大類型，並在大類中又細分為其他小類，總共有分成九小類，其完整的

簡化類型分類架構，可參見第二章第一節表二-4。且於第二章第三節小結

處，亦曾以此簡化方式類型架構對照前人相關研究中的類型(參見第二章第

三節)。 

在此類別的架構下，研究者將本研究 124 組實驗嘗試字組進行分類，

完整的各字組所屬之類別表，請參見附錄十四。完成實驗嘗試字組的簡化

方式類型分類後，接著為了解簡化方式類別與答對率的關係，便進一步統

計並整理各簡化方式類型與平均答對率之總表，並呈現出類型之間的答對

率排名，如表五-2所顯示。 

表五-2 簡化方式類型與平均答對率 

類型 字組數量 平均答對率 標準差 排名 

1.1 省一處 12 76.88% 13.53% 2 

1.2 省兩處以上 7 72.14% 11.13% 3 

1.3 省內外 3 86.67% 7.64% 1 

2.1 形聲簡化 9 53.33% 15.86% 9 

2.2 會意簡化 6 65.00% 11.62% 6 

2.3 符號化 13 50.96% 17.28% 8 

2.4 輪廓簡化 51 69.90% 14.33% 5 

2.5 其它改形 15 55.50% 17.96% 7 

3.1 音同(近)兼併 8 70.63% 14.50% 4 

由表五-2 的統計結果呈現，可知排名本研究前五名的簡化方式類型，

分別為以下：1.3(省略-省內外)的實驗嘗試材料字組(如：飞(飛)、开(開)等)，

平均答對率為 86.67%，是九小類型當中答對率最高的；其次第二名為類型

1.1 刪略-省一處，例如：扬(揚)、妇(婦)、时(時)等實驗字組材料，其平均

答對率為 76.88%；接著，平均答對率為排名第三、四和五名者，則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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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1.2 刪略-省兩處以上，平均答對率為 72.14%，例如：号(號)、从(從)、

术(術)等；類型 3.1 音同(近)兼併，平均答對率為 70.63%，如：复(復)、云(雲)、

发(發)等；以及類型 2.4 改形-輪廓簡略化，平均答對率為 67.98，如：东(東)、

长(長)、视(視)等實驗字組。相反地，平均答對率最低的則為類型 2.1 改形-

形聲化，平均答對率 49.44%，例如：进(進)、园(園)、运(運)等實驗辨識字

組材料。 

上述說明本研究依據所擬出的簡化方式類型，歸納本研究 124 組簡化

字和相對應傳統字實驗字組之簡化方式類型，並算出各簡化方式類型的平

均答對率與其排名；接下來，則要進行與前人研究之比較。首先，先比較

前人針對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之直接相關研究，如：楊忠諺(1999)和萬波

(2001)；其後，再進行與其他相關研究之比較，例如：尹斌庸、羅聖豪(1991)

和李菁菁(2009)。 

(一) 與楊忠諺(1999)、萬波(2001)的研究比較 

楊忠諺(1999)和萬波(2001)的研究皆是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和由傳統

字辨識簡化字兩種情況的調查與比較。前者的研究對象為在臺北和北京學

習華語的學習者；後者則為香港和新加坡的大學生。於此，研究者僅針對

上述兩篇研究中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的結果與上段歸納呈現出的本研究實

驗字組之簡化方式類型間的排名進行比較。 

首先，就排名較前表示較易辨識的簡化方式類型而言。將本研究上述

的簡化方式類型排名前五名者與楊忠諺(1999)、萬波(2001)研究中，在辨

識率較高的前五名比較，列於表五-3。 

 

 

 

 



第五章 研究討論 

119 

表五-3 本研究與楊忠諺(1999)、萬波(2001)較易辨識簡化方式類型前五名對照13 

排名 本研究 楊忠諺(1999)  萬波(2001)  

1 1.3 省內外    

B12 字形發生局部變化- 

簡化字存留傳統字的特徵(2) 

 

2 1.1 省一處 Cat3 省一角(1) 

Cat1 省一邊(2) 

 

3 1.2 省兩處以上   

4 3.1 音同(近)兼併 

 

Cat10 同音替代(4)  C2 合併同音字- 

繁簡字之間具有形旁聯繫(4) 

 

5 2.4 輪廓簡略化 Cat7 輪廓化(5)  A1 字形發生整體變化- 

簡化字保持傳統字的輪廓(1) 

B11 字形發生局部變化- 

簡化字局部變化部分保持傳統

字輪廓(3) 

 

雖然本研究所使用的簡化方式類型與楊忠諺(1999)、萬波(2001)的類

型分類系統稍有不同，且歸類的原則也有些差異。但細究其簡化方式類型

的比較，並由表五-3 可以顯示出本研究與兩研究的類型辨識答對率排名之

共同性。由此可見，不論是兩篇前人研究或是本研究，「省略」、「音同(近)

兼併」和「改形-輪廓簡略化」三者名列於辨識答對率較前者的結果基本上

相同。以下藉由說明其簡化方式類型系統間的關聯性，並進而證明上述所

說三類型排名之結果的相同性。 

在「省略」方面，本研究的此大類中的三小類位居前三名。研究者於

第二章曾比較並整合本研究與楊忠諺(1999)和萬波(2001)兩研究的簡化方

式類型(參見第二章第二節之小結)。因此，可以發現：1.萬(2001)研究中辨

識率排名第二名的「字形發生局部變化-簡化字存留傳統字的特徵」的類

型，其實不僅包含了楊忠諺(1999)研究中「省略」大類別之下的所有小類

別，亦含有本研究「刪略」大類別中的三個小類(刪略-省內外、刪略-省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表五-3 最前面的排名是本研究簡化類型答對率的排名。此外，本表以本研究的排名為基準，找

出在楊(1999)和萬(2001) 前五名的對應類型，而其類型後面括號內的數字是此類型在兩篇研究中

的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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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以及刪略-省兩處以上)。而其類型排名第二的結果與本研究省略三小類

型分別居於前三名的情況不謀而合。2.雖然楊(1999)的「省略」大類裡的細

類較多，但其中「Cat3 省略-省一角」和「Cat1 省略-省一處」皆屬於本研

究「1.1 省略-省一處」之類型。因而可見，在楊(1999)研究中「Cat3 省略-

省一角」和「Cat1 省略-省一處」分別排名為第一、二名，而對照至與本研

究相同且其排名在第二名的類型 1.1 省一處之名列於前的結果獲得互相呼

應且具一致性，更驗證了本研究「類型 1.1 省一處」排名在第二名的可信度。 

在「同音替代」方面，本研究與兩篇研究的此簡化方式類型皆為易於

辨識的第四名。其中楊忠諺(1999)與本研究相同，並未有內部的細類。而

萬波(2001)則在此類中分成三小類，在表五-3 萬(2001)第四名的「合併同

音字-繁簡字之間具有形旁聯繫」之簡化方式類型是其中之一小類。除了本

研究與兩篇研究的此類型之排名相同之外，研究者另亦經由比較兩者的測

驗字與本研究的實驗字組後，發現楊忠諺(1999)和本研究在此類的測驗或

實驗字組，大多數皆可歸入萬波(2001)「合併同音字-繁簡字之間具有形旁

聯繫」之簡化方式類型當中，例如：楊忠諺(1999)之四個「同音替代」測

驗字組中有三個，分別為「里(裡)」、「面(麵)」、「象(像)」；本研究的「干

(幹)」、「游(遊)」、「复(復)」等。因此可知，「音同(近)兼併」之簡化方式

類型，皆在本研究和楊忠諺(1999)、萬波(2001)研究中屬於較易辨識的簡

化方式類型。此外，由本研究和楊忠諺(1999)同音替代的實驗字組包含於

萬波(2001)研究之「合併同音字-繁簡字之間具有形旁聯繫」類型中，且其

辨識率排名在前的結果，亦可再次說明、印證在簡化字和傳統字的辨識上，

兩字體的字形差異是受試者對其辨識率高或低之重要的線索。  

最後關於本研究的第五名為「類型 2.4輪廓簡略化」的部分，從表五-4

亦顯示出，對照到楊(1999)的「Cat7 輪廓化」之類型也為第五名；而此類

型對照到萬波(2001)則有「字形發生整體變化-簡化字保持傳統字的輪廓」

和「字形發生局部變化-簡化字局部變化部分保持傳統字輪廓」兩簡化方式

的類型。在較易辨識的名次上，前者的排名為第一名，後者則為第三名，

亦即皆屬於較易辨識前五名的類型。此外，雖然萬(2001)將此分成「整體

變化」和「局部變化」兩類，但實際上兩者字形的改變皆為保持輪廓，且

其細分之兩小類可同時歸納在楊忠諺(1999)的「Cat7 輪廓化」和本研究的



第五章 研究討論 

121 

「2.4輪廓簡略化」之中，又楊(1999)與本研究在此類型上內涵完全相同。

因而，從上述輪廓簡略化類型之排名與各研究的類型涵蓋關係來看，即可

顯示本研究與楊忠諺(1999)、萬波(2001)得到一致的結果，亦即「2.4 輪廓

簡略化」之類型屬於較易辨識的類型。 

(二) 與尹斌庸、羅聖豪(1991)和李菁菁(2009)的研究比較 

尹斌庸、羅聖豪(1999)和李菁菁(2009)不同於本研究，其是以傳統字

學習者為研究對象，測驗辨讀簡化字之辨識率。首先，就較易辨識進行比

較；而後，再說明較不易辨識的部分。 

尹、羅(1999)所發現一般容易認讀的字為以下兩類：1.「與臺灣通行的

簡化字」和 2.「簡化字保留傳統字的主要特徵、容易聯想」，而這樣的結果

與李菁菁(2009)問卷測驗所得的結果相同，亦即李(2009)以辨識率所分出

在前第一、二級的測驗字大多符合了上述兩類字的特性。在此容易認讀方

面，本研究由於為學習或接觸簡化字的研究對象是印尼籍學習者，因此排

除上述「與臺灣通行的簡化字」此類。因而，就上述「簡化字保留傳統字

主要特徵，容易聯想」的容易辨讀字方面觀之，基本上比對本研究統計出

前三名的類型分別為「1.3 省內外」、「1.1 省一處」和「1.2 省兩處以上」，

可以發現這三類型的實驗字組與尹、羅(1999)和李(2009)有一致性的結論。 

此外，李菁菁(2009)的研究亦將測驗字進行簡化方式類型的分類，其

中平均正確率最高的前五名依序分別為「省一處(刪略)」、「輪廓簡單化(改

形)」、「符號化(改形)」、「省內外(刪略)」及「省兩處以上(刪略)」，而此

與本研究各簡化方式類型的排名也有相同的結果。不同之處，僅在於「符

號化(改形)」之類型在本研究的平均答對率排名為第八名(僅高於「形聲簡

化」一類)，而其在李的研究(2009)中此類型是第三名，是高於預期的結果，

她細究其原因，認為或許是因為選用的測驗字與臺灣通行俗體字相近有

關。相對臺灣母語者來說，由於本文研究對象是印尼籍華語學習者，並無

上述的通行俗體字可接觸，如此便可解釋本研究與李(2009)不同的地方，

亦即「符號化(改形)」對於印尼籍華語學習者而言是辨識難度較高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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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較不易辨識的方面，尹、羅(1999)和李(2009)的研究結果指出包括

「部分替代全部，但不易聯想」、「另造的形聲字和會意字」、「符號字」以

及「與傳統字字形上無關聯之簡化字」四類，且這些類型的字多在五級以

上(辨識率 60%以下)的難度(李菁菁，2009)。而這些不易辨識的字類結果，

與本研究的簡化方式類型平均辨識率較低的前四名：「2.1 形聲簡化」、「2.2

會意簡化」、「2.3 符號化」以及「2.5 其它改形」正好亦可以對應。 

(三) 小結 

為與前人相關研究進行討論與比較，本節首先透過將研究中 124 組實

驗字組依據所擬出的簡化方式類型分類，且統計九類型各別之平均辨識

率，藉此排出各簡化方式類型答對率的辨識難易之名次，其中平均答對率

最高的前五名為「1.3 省內外」、「1.1 省一處」、「1.2 省兩處以上」、「3.1 音

同(近)兼併」以及「2.5 輪廓簡略化」；相反地，正確率較低的則為「2.1 形

聲簡化」、「2.2 會意簡化」、「2.3符號化」以及「2.5其它改形」之四類型。 

其次，研究者依據前人相關的漢字兩字體辨識研究結果進行對照與比

較。比較之後，發現不論是本研究所得出之答對率較高的簡化方式類型或

較難辨識的類型，皆得到前人研究結果的相呼應。而且不僅是獲得與本研

究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直接相關的研究結果(即楊忠諺(1999)和萬波

(2001))之一致性的對應，更另與由傳統字辨識簡化字的研究結果(即尹、

羅(1991)和李菁菁(2009))相同，由此便亦可以了解簡化字和傳統字之間的

差距是有共同脈絡可循的。此外，藉由前人研究的驗證以及由本研究較易

辨識的類型(如：省略、輪廓簡略化)和相對較難辨識的類型(如：形聲簡化、

會意簡化、符號化等)之結果觀之，便亦可顯示出受測的印尼籍簡化字學習

或接觸者和受測為傳統字使用的母語者相同，亦即指其多依賴字形的形狀

加以辨識，由此，研究者依據答對率最高和最低實驗字組所推論的影響答

對率高低的字形特性便能得到相當程度的呼應。 

第四節 受試者與母語者字形差異度感受比較 

本研究不僅在實驗二中讓印尼籍的受試者進行 124 組實驗字組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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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判斷，另亦了解以華語為臺灣母語者針對此 124 組簡化字和傳統字字

形上的差異。關於母語者與受試者對實驗字組字形差異度的感受，研究者

在第四章藉由 SPSS 以 Spearman 相關進行兩者的相關性的分析，得到母語

者和受試者對實驗字組字形差異的評分上存在顯著的正相關(相關係數

為.806，p < .01)，即受試者認為某實驗字組兩字體之字形差異小，則母語

者亦有相同的判斷。由此可見，受試者與母語者在簡化字和傳統字之字形

差異上的感受極為相同。 

本研究根據手邊資料而發現受試者語母語者對於漢字兩字體的字形差

異度感受相同之結果，在同樣關注於漢字字形的字形相似性判斷之相關研

究之發現相同。亦即我們依據葉素玲等(1997；Yeh et al., 1999；Yeh et al., 

2003；2004)一系列研究和余佳娟(2007)仿照前者研究方法探討歐美外籍學

習者漢字字形相似性判斷相比較，可以發現母語者與華語學習者在字形相

似性判斷的歷程相當。余佳娟(2007)曾就自身研究所得的歐美外籍學習者

漢字字形相似性判斷結果，分別與葉素玲(Yeh et al., 2003；2004)兩篇研究

進行比較，從中發現(一)判斷依據會隨著識字量增加而變化：即指未學過中

文的美國大學生和低識字量組的歐美外籍學習者在判斷中文字形相似性

時，依據圖形判斷字形相似性，而其心理是混沌不明的狀態。然開始學習

中文的外籍學習者，對於中文字的知識進行心理基模的同化、調適或重組，

因此隨著識字量的增加，判斷字形相似性的依據亦從圖形筆畫之細微特徵

發展到部件和結構。(二)國小學童與外籍生字形判斷依據發展上相似：即其

指出雖國小學童與歐美外籍學生的識字量不能和臺灣大學生相提並論，不

過從實驗結果來看，不僅從國小學童與歐美外籍學習者的識字量看出兩者

在學習中文的發展階段上極為相似，亦顯示出隨著識字量的增加，判斷相

似性的依據大致相同，皆是以筆畫分類字形的判斷依據逐漸遞減，而至逐

步傾向於部件和字形結構。本研究受試者與母語者對 124 組實驗字組的字

形差異度感受呈顯著相關之發現，與上述研究皆關注於母語者和華語學習

受試者在漢字字形相似之議題上，雖然方法的使用不同，但從中了解到母

語者和華語學習者在漢字字形相似性具有相同的發展歷程與感受。 

除了漢字字形相似性判斷的研究之外，與本研究同樣為辨識漢字另一

字體的研究，如楊忠諺(1999)比較兩字體辨識的情況，其經由辨識測驗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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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進行母語者和學習簡化字、傳統字的華語學習者辨識策略的調查與分

析，發現不論是母語者或是華語學習者在辨識另一字體的辨識策略使用趨

勢上大致相同，亦即不管是在單字或是句子情境的情況下，其辨識漢字另

一字體的策略皆是屬於外形策略的「部件」和「形似」。且若就句子情況而

言，其三組受試者共有之主要四項辨識策略當中，顯示了母語者、學習簡

化字的受試者或是學習傳統字的受試者三組受試者受到漢字外形影響甚

大。此外，林姿君(2011)運用心智圖法探討以英語為母語漢語學習者之漢

字聯想，其結果亦顯示受試者對於四個刺激字的聯想類型排序與預試之母

語者相同，且此結果與過去對母語者的聯想研究亦一致。並就聯想類型分

布的變化而言，也可以發現華語學習者對漢字的聯想傾向隨其程度的提

升，逐漸地接近母語者。 

由上述關於漢字的研究可見，華語學習者與母語者在漢字字形辨識判

斷上，有相同的辨識歷程，亦即由筆畫至部件，雖然無法達到與臺灣大學

生依據字形結構判斷字形是否相似之成熟狀態，但顯示出兩者判斷字形相

似性的依據上之共同性。且在楊忠諺(1999)的研究中，驗證了 Ju & 

Jackson(1995)發現漢字字形上所提供的訊息對於成人母語者在辨識漢字

時，扮演著基本且重要的角色之說法。亦即代表華語母語者在漢字的辨識

時，雖然能夠透過視覺、語音或語意等多重線索之處理歷程(曾志朗，

1991:549)，但運用漢字外形所提供的訊息，卻是母語者開始學習認讀漢字

時最先學習到的策略，因而即使到了成人時期，利用漢字外形的辨識策略

仍對於辨識是相當重要的。如此，本研究分析出各實驗字組在實驗一的影

響答對率高低的兩字體字形差異之特性便得到支持，而與前人針對母語者

辨識另一字體的研究(尹庸斌、羅聖豪(1991)；李菁菁(2009))分析之結果

相同。綜合上述字形相似性判斷、漢字另一字體辨識和漢字聯想研究，並

結合本研究受試者與母語者對於所有實驗字組的兩字體字形差異度存在顯

著正相關的結果，可見第二語言學習者與母語者的漢字辨識發展歷程，不

僅字形相似判斷依據由筆畫到字形結構、漢字辨識以字形所提供的訊息為

主要策略，且在漢字聯想的發展以及對於漢字兩字體的差異度，皆呈現共

通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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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研究旨在擬定出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的教學排序，由於需要先了解各組簡

化字和相對應傳統字的難易度，因此首先研究者以 E-prime2.0 軟體設計出包含有

124組字形相異的漢字兩字體辨識判斷作業之實驗，並以印尼日惹地區之印尼籍

華語學習者為研究對象。實驗所得的各字組答對率和被評之相似度資料經過分析

與統整，且遵循教學語法的排序原則，計算各字組在考量因素所得的總分，最後

則據此得出符合認知難易度的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的循序漸進教學排序。 

為達研究目的，首先於第一章說明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與範圍；第二

章則探討學者對於漢字簡化的探究、漢字兩字體辨識、漢字認知心理的基礎與理

論、漢字教學語法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做為本研究進一部論述的基礎；第三章擬

定並說明研究方法，包含問卷調查和漢字兩字體辨識判斷作業之實驗。前者用以

了解研究對象的主修、學習華語時間長短、所修習的中文課型以及接觸傳統字的

頻率等方面的用以分析之相關基本資料；後者則是為達本研究擬出教學排序的重

點，亦即藉由實驗得到的各字組答對率和相似度將成為排序的重要考量因素。第

四章通過問卷調查和漢字兩字體辨識判斷作業之實驗結果的分析，由此說明研究

結果：受試者辨識正確率與其基本資料的相關性、各字組答對率及相似度的情

況、答對率與相似度的相關性、影響字組答對率的字形特性等，最後便依據答對

率、相似度以及簡化字的頻率，將 124 組實驗字組進行辨識教學排序；第五章則

針對上述研究結果進行討論，了解有此結果的可能因素與原因，並且提出與探討

本研究的其他發現；第六章為研究結果總結，分成兩個部分：研究成果與應用、

研究限制與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第一節 研究成果與應用 

本節分為兩個方面，一為研究成果，一為研究成果之應用的部分。研究成果

主要包括印尼籍受試者在本研究的漢字辨識實驗中，其整體辨識的情況、受試者

的辨識正確率受到受試者本身什麼因素的影響，以及漢字兩字體辨識字組的答對

率情況以及影響答對率高低的線索等。至於研究成果的教學應用面，主要則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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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透過本研究所擬出的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的辨識教學排序及其特色。 

一、 研究成果 

本研究透過問卷與漢字兩字體辨識判斷作業之實驗，綜合分析具有接觸或學

習簡化字基礎的印尼籍華語學習者辨識傳統字的相關資訊。問卷蒐集了受試者的

主修、學習華語多久時間、中文課型、接觸傳統字頻率等資料，這些資料用作於

與受試者的辨識實驗判斷結果進行統計分析；漢字兩字體辨識判斷作業之實驗，

呈現實驗字組的答對率與其相似程度，而字組的答對率和相似程度，是研究者用

以達到本研究目的，即排出 124 組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教學排序之主要依據的兩

項因素。首先，研究者將呈現本研究印尼籍華語學習者之受試者，在由簡化字辨

識傳統字的整體辨識情況；接著，則逐一細說本研究的幾個主要發現。 

(一)、受試者整體辨識情況 

本研究在分析結果時，如同第四章呈現研究結果開宗明義之說明，主要分為

「受試者方面」和「實驗字組方面」。前者包含「受試者能正確辨識出多少組字

的統計(即本文所謂辨識正確率」和「受試者對實驗字組相似度的判斷」；後者

則含有「124 組實驗字組被多少受試者答對的統計(即本文所說答對率)」和「實

驗字組被判斷出的相似度分數」。 

首先，說明受試者方面。就受試者辨識正確率而言，大部分受試者在實驗一

的正確率皆於 60%以上；在 40 位受試者中，僅有 13 位之正確率低於 60%。對於

此結果，研究者並也透過問卷的方式蒐集受試者的相關背景資料，用作分析受試

者辨識正確率高低與哪一項背景資料具有相關性。因此，藉由相關性分析，可見

受試者的正確率與其學習中文時間長短存在顯著正相關，亦即受試者會隨著學習

中文時間的增長而提升其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的正確率。就受試者對實驗字組相

似度給分的判斷而言，受試者對於 124 組簡化字和傳統字字組的評斷具有一致

性，亦即表示 40 位受試者在每組實驗字字組的相似度給分上，不具有差異性，

而是相同或相近的。 

接著，就實驗字組而言。在 124組實驗字組答對率方面，可以分成五個區間：

25-39%、40-54%、55-69%、70-84%以及 85-99%。而答對率最低在 25-39%區間

的實驗字組共有 10 組；答對率於 85-99%區間之最高者則有 21 組。而且，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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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組的答對率與反應時間存在顯著負相關的關係。 

而在答對率最高和最低之字組在兩字體上有何字形差異的區別特性之部

分。研究者進一步觀察各區間的字組，發現到答對率高的字組和答對率低的字組

具有不同的特性，亦即答對率最高之字組的兩字體字形差異為「省略-保留傳統

字特徵部件」和「改形-被改部件保留傳統字該部件之輪廓」的字形特性，而且

字組若具有後者之特性者，答對率較前者更高；相反地，答對率最低之字組的兩

字體字形差異特性為「改形-被改部件未保留傳統字該部件輪廓」，亦即兩字體字

形差異甚大，受試者無法藉由簡化字的字形線索選出正確相對應的傳統字。 

最後，關於實驗字組答對率與其相似程度，經由 SPSS 針對兩者的相關分析

上呈現顯著正相關。亦即實驗字組的答對率越高，受試者給予的相似程度判斷越

高。反之，答對率越低的字組，則其字組的相似程度越低。研究者另視各答對率

區間的實驗字組之各相似程度分數落點的數量及比例，亦觀察到答對率區間越

高，所包含的相似程度分數落點高的實驗字組數量與佔整體比例也隨之增加。 

(二)、主要成果 

以下幾點成果，為研究者在本研究整體辨識情況中的重點與主要發現。此

外，它們亦可作為本研究的研究問題之回應。 

1.學習中文時間長短影響其辨識正確率 

在受試者辨識正確率上，40 位受試者在實驗一的 124 相對應字組中，平均

能正確辨識出 81.73 組。其中有 13位的正確率低於 60%，且低於 50%僅有 2位。

可見，六成八(27/40)的受試者皆能在實驗一中正確辨識出一半以上的實驗嘗試材

料字組，此與萬波(2001)研究相比較，發現新加坡大專生的傳統字單字辨識率大

都在 60%以上，與本研究過半數的受試者辨識率之結果呈現一致。 

而從受試者正確率和背景資料的相關分析而言，結果顯示印尼籍受試者學習

華語時間的長短與其正確辨識率存在顯著正相關。許多研究多已顯示漢字識字量

與學習時間呈現顯著正相關，且不同識字量的受試者，其具有的漢字知識亦就有

所不同，對於漢字的熟悉性亦有所差異。因此，本研究受試者的學習華語時間與

其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之正確率呈現顯著正相關，便不僅驗證前人研究的結果，

亦反映出學習時間長的受試者，具有較長時間的接觸與學習漢字，其簡化字的識



由簡化字基礎辨識傳統字研究與教學應用-以印尼籍華語學習者為例 

128 

字量相對而言亦較高於學習時間短的受試者。 

由於識字量的提升，對漢字知識與字形結構訊息亦逐漸熟悉，如此，有關漢

字的基模便較為完善，而其辨識傳統字之正確率亦就隨識字量與學習時間的增加

而有提高的趨勢。因此可見，雖然華語學習者接觸或學習的是簡化字，但因為其

簡化字識字量的增加，對於其辨識傳統字上便是有益的，如此，經由實驗結果擬

出符合循序漸進原則之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的辨識教學排序，則將成為學習者兩

字體辨識教學有利且有效的方法。 

2.答對率高低字組的字形特性線索 

由漢字兩字體辨識判斷作業之實驗所得的結果，可以將字組的答對率分成五

個區間(25-39%、40-54%、55-69%、70-84%以及 85-99%)，其中最低答對率的字

組共有 10組；而最高答對率的字組則有 21 組。由於兩字體相差的筆畫數所得的

獨立樣本 T 檢定之結果，顯示最低和最高字組的兩字體相差筆畫數並沒有顯著差

異，因此可知兩字體在筆畫數上差異，並不會影響字組的答對率。此外，我們從

字形結構來看，在最低答對率之 10 組內，簡化字和相對應傳統字具有不同空間

字形結構者占 30%；最高答對率之 21 組，具有字形結構差異的兩字體則占

28.57%。由此比例可見，簡化字和相對應傳統字的字形結構不同，會影響字組所

得到的答對率高低。 

然而究竟是如何的字形結構差異，會產生實驗字組的答對率？研究者便進一

步針對最高和最低答對率的字組分析其兩字體的字形特性，亦即從中了解傳統字

和簡化字具有的影響答對率的字形特性線索為何？從研究者的分析結果，顯示出

最高答對率字組之兩字體具有「簡化字改形但部件保留了傳統字部件的輪廓線

索」和「簡化字保留傳統字的特徵部件」；最低答對率字組之兩字體間字性特性

則為「簡化字在字形上改變，但並未保留傳統字輪廓或特徵部件」。此外，依據

此觀察，延伸至其他區間進行分析時，可以明顯地發現具有「簡化字改形但部件

保留傳統字原部件的輪廓」字形特性線索的字組在答對率區間比例，隨著答對率

區間的提升(由 25-39%至 55-69%，再至 85-99%)亦有增加的情況；反之，「簡化

字在字形上改變，但並未保留傳統字輪廓或特徵部件」之字形特性，字組在區間

中的比例隨答對率的提升，則有減少的情形，甚至在最高答對率中根本沒有此兩

字體間字形特性的字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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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關於漢字兩字體相關辨識的研究顯示，受試者多憑藉兩字體的字形形狀

特性加以辨識，而在兩字體字形特性上，受試者主要依賴字形輪廓以及主要特徵

部件進行辨識，因此兩字體若有此兩者字形關係，則有較高的辨識答對率。本研

究從字組的答對率由高至低，所分析出的高答對率字組之兩字體多具有「簡化字

改形，但改變的部件保留傳統字部件的輪廓」以及「簡化字保留傳統字特徵部件」

兩個字形特性結果，與前人研究可謂獲得呼應。 

3.字組答對率與相似度呈現顯著正相關 

根據漢字兩字體辨識判斷作業，實驗得到 124組實驗字組的答對率以及其相

似度。研究者對此兩者的關係，推測為字組的相似度越高，而其答對率亦越高。

並且由於兩者為本研究教學排序重要考量因素，因此我們並不希望字組答對率和

相似度有顯著的差異，如此教學排序的困難度便加深，且綜合兩個考量因素所得

的教學排序，似乎也會因為兩者有顯著差異而降低了可靠性。 

因而，本研究在 124 組簡化字和傳統字教學的排序之前，針對實驗字組材料

的答對率和相似度進行了相關分析。從相關分析結果，可見字組的答對率和其被

評定的相似度在.01 的顯著水準上，呈現顯著正相關(相關係數為.806，p <.01)。

亦即研究者所做的「字組兩字體的相似度越高，其答對率則越高」推測，獲得支

持。此外，研究者便以實驗所得之字組答對率和相似度，作為由簡化字辨識傳統

字之教學排序其中的主要考量因素。 

二、 教學應用 

本研究的應用面，則為研究者透過漢字辨識實驗所得出的結果，並且考量其

頻率後，擬出的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的辨識教學排序。首先，說明此辨識教學排

序的特色；最後，則提出研究者對於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的幾點教學建議。 

(一)、 兩字體辨識教學排序的特色 

1.採用教學語法原則 

本研究應用教學語法所提出的原則和重點，進行以印尼籍華語學習者為例的

「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之符合認知難易度的辨識教學排序」。談到教學的排序，

其必需考量到學習者角度的對於學習部分之難易度層面，而本研究的漢字兩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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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識之實驗所得字組的答對率和相似度結果，可謂是站在以印尼籍華語學習者的

認知辨識角度，因此，以此字組答對率和相似度結果，作為排序考量是符合強調

以學習者為導向的教學語法之屬性。此外，我們知道使用的頻率亦會影響其難易

度，亦即使用頻率高，困難度低。因而，在本研究的教學排序上，也不可忽略頻

率，而研究者在挑選實驗高頻字組時就已考量此因素了。總言之，本研究設計辨

識實驗用以考量教學語法首重之學習者辨識認知角度，並且參考教學語法中排序

考量偏誤率和結構複雜度方面，所擬定出的針對印尼籍華語學習者之 124 組實驗

字組，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的教學排序可謂符合認知難易度之循序漸進原則。 

2.有別於結構主義的漢字辨識教學 

以往關於漢字兩字體辨識的研究，多採用藉由兩字體簡化方式類型之著重漢

字的結構分析進行討論，並且多圍繞在「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和「由傳統字辨

識簡化字」，何者較為優越的問題。至於如何快速幫助之辨識另一字體的研究是

屈指可數的，雖然黃宜雯、張炳煌等人(2011)以《漢語水平詞彙與漢字等級大綱》

的甲級字中 266 個簡化字與傳統字字形不同的兩字體為教學範圍，內容著重在簡

化字和傳統字兩字體單字的簡化對應原則，採取整合字形、字音、字義的關聯，

融入線上教學管理平台與字詞輔助學習工具，幫助學習者學習簡化字同時能快速

兼識傳統字。然如此的辨識教學仍是非以學習者角度而言，僅是依據簡化字和傳

統字之間結構性對應原則為主，無法真正切合學習者辨識的情形。此外，他們的

對象為已有華語文簡化字基礎認知的外籍人士，且著重在兩字體的對應關係原

則，但他們所提出的六種對應關係，事實上是從傳統字到簡化字，而非符合研究

對象的簡化字到傳統字，因此，研究對象與對應關係之兩字體方向的不同，在教

學或學習者辨識上可能產生問題。 

於本研究中，前人所提出的簡化方式類型僅為以和前賢相關兩字體研究，進

行比較與驗證研究結果。研究者認為與其在主觀的簡化方式類型進行辨識教學的

討論，在華語文教學上我們更應該從學習者辨識難易角度，提出有助於學習者之

由簡化字出發辨識傳統字的教學排序。從此教學排序可見，雖然具有共同的簡化

原則類型的字組，其就學習者辨識難易度面而言，尚有難易度高低差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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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兩字體辨識教學排序的教學建議 

從本研究結果而言，研究者提出以下幾點對於由簡化字辨識傳統字的教學建

議，幫助華語教師引導簡化字學習者有效地辨識傳統字。 

(一)、葉德明(1990)認為教授學習者認讀漢字，最重要的事，是分析字形。

在由簡化辨識傳統字的辨識教學上，字形的差異是最顯著且最重要的。而且研究

結果顯示印尼籍學習者多以字形特性作為判斷依據，因此華語教師對於兩字體的

字形差異的分析便更為顯現其重要性。 

(二)、在兩字體辨識上，有些字組的字形關係具有共同性，對此些字組，規

則化的教授應可達到有效辨識的效果。然至於字組字形關係的規則，與其直接給

予，不如設計一些教學活動讓學習者自行發現，例如：呈現大量字組讓學習者將

認為具有規則的分類，或者以簡報形式呈現幾組有共同性的兩字體，而後學習者

在測驗中要選出與呈現字組之規則的一對簡化字和相對應傳統字，每一個測驗都

給予對或錯回饋，但不告訴他們是什麼規則，如此可以增加其辨識的動機，提升

對於兩字體字形間的專注力，進而提高辨識的成效。在規則的教學上，有時隱性

(implicit)的方法，可能比教學者用以直接教給學習者的顯性(explicit)方法來得有

用且更記憶深刻。最後，在學習者找出規則後，可利用圖解識字教學原理、集中

識字，「以基本字帶字」的方法組織建立具有共同性字組的字族概念。 

(三)、對於字形相近或簡化字有傳統字的特徵部件之答對率較高的字組，我們可

以利用這些字組的「字形特色」的聯想，協助引導學習者。此外，至於辨識難度

較高的字組，應該發展適於各字組之多元有利於學習者的辨識策略，例如創造兩

字體字形變化的故事，或以圖像、字源的輔助方法。依據 Schneider和 Shiffrin(1977)

認為唯有透過不斷且一致地練習與接觸，才有可能產生自動式的運作。因此，不

論字組辨識的難易度高低與否，大量接觸對於語文的學習很重要，教學者於此便

要設計更多練習的機會給學習者熟悉傳統字，以利學習者建立辨識傳統字的自動

式觸接(automatic 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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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後續研究建議 

本小節綜合研究過程、結果發現與本研究未盡之處，針對未來後續相關研究

提出可持續發展之建議。總共分成以下兩大點進行建議的說明。 

一、漢字兩字體辨識實驗的設計 

在漢字兩字體辨識實驗的設計方面，有兩個後續研究的建議，亦即「增加目

標漢字的語境測驗」和「混淆傳統字的挑選」兩個部分。 

首先，就「增加語境測驗」方面而言，本研究的漢字兩字體辨識實驗中，囿

於人力與時間的限制僅設計並施行受試者辨識單一漢字方面。由於前賢的研究多

提出上下文語境有助於辨識另一字體。因此，研究者建議後續可以利用增加語境

的辨識實驗，透過蒐集單一漢字在語境中的辨識答對率，而亦以之作為由簡化字

辨識傳統字的教學排序考量因素，所擬定的辨識教學排序應能更加完整且完善。 

其次，則為「混淆傳統字的挑選」部分。本研究在實驗一中，設計用以當作

與 124個目標傳統字相似的 124個混淆傳統字。為了挑選與目標傳統字相似的傳

統字，研究者在本研究依據楊忠諺(1999)高頻字形相異的簡化字和傳統字中，挑

選出作為 124組正確相對應的簡化字和傳統字。其後，則是根據正確的傳統字之

字形，列出「具有一個以上相同部件與筆畫」、「結構相同」以及「筆畫數相近」

之三個挑選的原則，並且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所研發的 ACCESS 全漢

字檢索系統為挑選的工具。本研究透過這樣的混淆字挑選方法，雖然已在挑選上

盡量符合相似字形，但此或許仍會存在一些主觀認定相似上的缺失。然在實驗

中，挑選混淆傳統字是本辨識實驗設計的重要一環，因此，若能利用較為科學的

方式找相似於正確傳統字的混淆字，此實驗設計必定會更為完善。 

針對字形相似度方面，有的學者利用倉頡碼的編碼規則和注音碼，試圖找出

字形和字音易混淆的字集；另也有學者提出以部件為漢字構成的概念，藉由部件

和結構關係，探討漢字的組成和複雜度。張道行(2012)曾於臺灣師範大學發表的

「使用斷詞訊息於別字自動偵測與校正」，則針對候選詞相似度，透過部件結構

所處的階層以及其結構關係，擬出兩個漢字之相似度的算式。研究者認為後續兩

字體辨識實驗在挑選字形相似之混淆字時，可以採用此分析部件結構的數狀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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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兩字形的結構關係，並且透過算式進行篩選相似度數值較高者作為實驗中的混

淆字。 

因此，在後續辨識實驗中，若要挑選一個與正確目標字字形結構相同之相似

混淆字時，便可利用張道行所提出的公式：((正確目標字的某部件筆畫數/正確

目標字總筆畫數)+(混淆字與正確目標字之相同部件的筆畫數/混淆字總筆

畫))/2。舉「術」之例而言，首先找出與「術」皆為水平結構且具有「行」部件

者，在此列舉「街」和「衝」。爾後，則利用相似度公式算出「術」與「街」的

相似度，套入公式為((「行」部件筆畫數/「術」字的總筆畫數)+(「行」部件筆

畫數/「街」字的總筆畫數))/2，亦即((6/11)+(6/12))/2，而得出相似度為 0.5227；

「術」和「衝」的相似度算法亦如此，兩者的相似度為 0.4727。由此可知，「術」

與「街」的相似度大於「術」和「衝」的相似度，因此，在辨識實驗中，挑選「街」

為正確目標傳統字之「術」的混淆傳統字，則比「衝」來得好，而使實驗設計更

為完臻。 

二、增加受試者訪談 

本研究依據受試者在實驗中的結果，進行探討答對率最高或最低字組，兩相

對應字體各具有何種字形特性，影響了受試者在辨識時所產生答對率高低的情

況。雖然初步推測了三種特性，但若能在受試者實驗後訪談辨識的細節，能夠了

解受試者辨識判斷的想法與策略，如此不僅能夠透過實驗結果的量化和訪談的質

化，更深入分析兩字體究竟何種字形特性關係，扮演影響判斷的重要角色。此外，

也可藉由受試者訪談，了解其在判斷相似程度上的觀點，亦即較能夠更接近受試

者處理漢字時的角度，並更能夠透過訪談的相佐，解釋實驗中不論是字組答對率

及相似程度判斷上一些較為特殊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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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施測問卷 

親愛的受試者 您好：  

本研究「由簡化字基礎辨識傳統字研究」，目的在於了解簡化字背景的學生學習傳

統字的學習歷程。所有內容僅提供學術研究使用，並不會公開個人資訊，請放心填答。

感謝您參與這次的實驗！敬祝健康愉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碩三生 郭于禎 謹啟 

Responden Yth, 

Penelitian kali ini mengenai “Pengaruh karakter mandarin yang disederhanakan terhadap 

pengenalan karakter mandarin tradisional” diselanggarakan oleh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Jurusa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pengajaran Bahasa Mandarin 

sebagai Bahasa Kedua), diketuai oleh Ibu Zeng Chin-Chin. Tujuan penelitian untuk 

memahami proses pembelajaran karakter mandarin tradisional bagi murid yang telah atau 

pernah mempelajari karakter mandarin yang disederhanakan. Seluruh hasil kuesioner akan 

digunakan sebagai bahan penelitian dengan tidak mengungkapkan data pribadi Anda. 

Terima kasih telah berpartisipasi dalam penelitian ini. 

Hormat kami,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1. 您的性別 Jenis Kelamin： 

□男性 Pria □女性 Wanita 

2. 您的年齡 Usia： 

□12歲以下  12 tahun ke bawah □12~14 歲   12-14 tahun 

□15~17歲   15-17 tahun □18~22 歲   18-22 tahun 

□23歲(含)以上  23 tahun ke atas  

3. 您的出生地 Tempat lahir： 

□美國 Amerika □印尼 Indonesia 

□德國 Jerman □法國 Perancis 

□越南 Vietnam □其他 Lain-lain：_________________ 

4. 您的母語 Bahasa Ibu： 

□西班牙語 Bahasa Spanyol □德語 Bahasa Jerman 

□印尼語 Bahasa Indonesia □法語 Bahasa Perancis 

□越南語 Bahasa Vietnam □其他 Lain-lain：_________________ 

【後面尚有題目】Lanjut ke halaman berikut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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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施測問卷(續) 

5. 您現在使用的中文課本 Buku pelajaran yang Anda gunakan sekarang adala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您現在上的中文課程名稱 Nama kelas/Tingkatan level yang Anda pelajari sekarang 

adalah：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您學中文多久時間 Berapa lama belajar bahasa Mandrarin： 

□3個月以內 Kurang dari 3 bulan □3個月以上~1年以內 3 bulan -1 tahun 

□1年以上~2年以內 1 tahun - 2 tahun □2年以上~3年以內  2 tahun - 3 tahun 

□3年以上 Lebih dari 3 tahun  

8. 您的主修學科 Jurusan：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您接觸傳統字/正體字/繁體字的頻率 Seberapa sering Anda melihat, membaca atau 

menulis karakter mandarin tradisional： 

□總是 Sering □偶爾 Kadang-kadang 

□普通 Netral □很少 Jarang 

□幾乎不 Hampir tidak pernah 

10. 您是否到過臺灣、香港、澳門等使用傳統字/正體字/繁體字的地區 Apakah Anda 

pernah mengunjungi/tinggal wilayah yang menggunakan karakter mandarin tradisional, 

seperti Taiwan, Hongkong, Makau, dll： 

□是 Ya □否 Tidak 

(*是，請繼續下一題；否，請跳答 16題。Jika pernah, silahkan jawab pertanyaan selanjutnya. 

Jika tidak pernah, silahkan langsung menjawab pertanyaan no.16) 

11. 承上題，您在這些地區停留多久 Berdasarkan pertanyaan diatas, berapa lama durasi 

Anda berkunjung/tinggal ditempat tersebut： 

□1週以內 Kurang dari 1minggu 1 □1週以上~1個月以內1minggu - 1bulan 

□1個月以上~3個月以內 1 - 3 bulan □3個月以上~1年以內 3 bulan - 1 tahun 

□1年以上 Lebih dari 1 tahun 

12. 您是否學習過書法 Apakah Anda pernah mempelajari kaligrafi？ 

學習時間多久 Berapa lama？ 

(*若沒學過，請回答"否" jika tidak pernah mempelajari, silahan pilih “Tidak pernah”) 

□ 3個月以內 Kurang dari 3 bulan □ 3 個月以上~1年以內 3bulan - 1tahun 

□ 1年以上~2年以內 1 - 2 tahun □ 2 年以上~3年以內 2 - 3 tahun 

□ 3年以上 Lebih dari 3 tahun □否 Tidak pernah 

【後面尚有題目】Lanjut ke halaman berikut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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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施測問卷(續) 

13. 您是否曾經從事中國文字相關研究 Apakah Anda pernah melakukan penelitian yang 

berhubungan dengan karakter mandarin？研究時間多久 Berapa lama？ 

(*若沒研究過，請回答"否" Jika tidak pernah melakukan penelitian, silahkan pilih “Tidak 

pernah”) 

□ 3個月以內 Kurang dari 3 bulan □ 3 個月以上~1年以內 3bulan - 1tahun 

□ 1年以上~2年以內 1 - 2 tahun □ 2 年以上~3年以內 2 - 3 tahun 

□ 3年以上 Lebih dari 3 tahun □否 Tidak pernah 

14. 您認為您看懂傳統字/正體字/繁體字的能力如何？Menurut Anda, seberapa baik 

kemampuan Anda dalam mengenali karakter mandarin tradisional？ 

□非常好 Sangat baik □好 Baik 

□普通 Biasa □有點差 Kurang baik 

□不好 Tidak baik 

15. 您認為您看懂簡化字/簡體字的能力如何？Menurut Anda, seberapa baik kemampuan 

Anda dalam mengenali karakter mandarin yang disederhanakan？ 

□非常好 Sangat baik □好 Baik 

□普通 Biasa □有點差 Kurang baik 

□不好 Tidak baik 

16. 您的 e-mail  Alamat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卷結束！感謝您的耐心填寫！ 

Terima kasih atas partisipasi 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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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實驗辨識材料列表 

簡化字 傳統字 簡化字 傳統字 簡化字 傳統字 簡化字 傳統字 

左 右 左 右 左 右 左 右 

针 

责 

视 

预 

决 

约 

设 

见 

来 

东 

长 

门 

马 

强 

则 

风 

师 

区 

执 

将 

张 

这 

创 

单 

报 

换 

着 

乱 

仅 

势 

温 

较 

团 

号 

众 

从 

斜 

責 

親 

旗 

快 

釣 

設 

見 

夾 

柬 

長 

門 

馬 

弦 

則 

夙 

師 

匿 

孰 

將 

躬 

這 

劊 

草 

服 

換 

奢 

亂 

僅 

募 

溢 

餃 

團 

號 

眾 

徒 

針 

青 

視 

預 

決 

約 

般 

兒 

來 

東 

辰 

鬥 

寫 

強 

刪 

風 

砸 

區 

執 

牌 

張 

道 

創 

單 

報 

摸 

著 

軋 

催 

勢 

溫 

較 

圍 

跨 

罪 

從 

气 

飞 

阳 

扬 

术 

开 

却 

动 

进 

园 

运 

复 

发 

几 

干 

笔 

习 

备 

绝 

节 

脑 

书 

无 

岁 

万 

叶 

国 

义 

红 

讨 

规 

减 

须 

费 

两 

阶 

氛 

鳳 

陽 

揚 

術 

閒 

卲 

勤 

進 

園 

連 

俊 

發 

幾 

翰 

第 

習 

備 

絕 

節 

胸 

晝 

無 

歲 

萬 

藥 

國 

羨 

扛 

討 

規 

諴 

須 

費 

兩 

陷 

氣 

飛 

腸 

揭 

街 

開 

卻 

動 

通 

圍 

運 

復 

窮 

或 

幹 

筆 

皆 

傭 

靶 

篩 

腦 

書 

焦 

感 

寓 

葉 

園 

義 

紅 

封 

親 

減 

偵 

賓 

雨 

階 

车 

争 

为 

挥 

参 

鱼 

状 

军 

员 

坚 

妇 

带 

现 

连 

劳 

围 

测 

间 

传 

伤 

会 

装 

过 

儿 

时 

务 

业 

电 

条 

乡 

场 

产 

们 

问 

胜 

极 

車 

筆 

寫 

探 

彥 

魚 

狀 

軍 

買 

塑 

嫦 

帝 

琪 

連 

勞 

圍 

溯 

間 

傅 

侮 

曾 

裂 

過 

兒 

時 

敬 

葉 

雷 

修 

鄉 

場 

產 

們 

開 

朕 

極 

卓 

爭 

為 

揮 

參 

焦 

伏 

罕 

員 

堅 

婦 

帶 

現 

運 

旁 

園 

測 

開 

傳 

傷 

會 

裝 

遇 

兇 

得 

務 

業 

電 

條 

卿 

塌 

星 

佣 

問 

勝 

樞 

达 

游 

里 

云 

划 

队 

杀 

处 

画 

爱 

经 

农 

个 

专 

买 

当 

達 

邀 

理 

雪 

副 

陵 

殺 

處 

晝 

憂 

徑 

晨 

個 

尊 

買 

當 

違 

遊 

裡 

雲 

劃 

隊 

殼 

慮 

畫 

愛 

經 

農 

徊 

專 

賈 

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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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漢字辨識實驗流程 

 

 

 

 

 

 

附錄四 實驗辨識實驗操作說明 

1. 填入受試者編號 

2. 受試者輸入年齡、勾選性別。 

Responden mengisi usia dan memilih jenis kelamin 

3. 進入歡迎語 

Masuk ke bagian pembukaan 

欢迎参与「由简化字辨识传统字」的实验 

这一个实验分成两个部分：你完成实验一后，会进行实验二。 

Selamat datang di eksprimen “Pengenalan karakter mandarin tradisional melalui karakter 

mandarin yang disederhanakan” 

4. 進入實驗一指導語(程式裡 3 頁呈現) 

Masuk ke bagian Panduan Eksperimen Pertama 

实验一指导语 

Panduan Eksprimen Pertama 

 

首先，画面中央会出现一个「 + 」的符号。此时请注视着画面上的「 + 」直到消

失。接着，你在画面中会看到三个汉字，最上方是一个简化字，下排并列的是两个传统

字。在你看到上方的简化字之后，快速地从下面两个传统字中，选出你认为和简化字相

同的字。如果你认为是左边的传统字，请按「F」键；如果 

是右边的传统字，請按「J」键。 

 明白实验一的操作后，请将左手放在「F」键上，右手放在「J」键上。 

在正式实验开始前，会有练习让你熟悉实验操作流程。请你按「F」键开始练习。 

 

Pertama-tama, pada bagian tengah gambar akan muncul tanda [ + ], tataplah gambar 

sampai tanda tersebut menghilang. Kemudian Anda akan melihat 3 karakter mandarin. Baris 

paling atas adalah karakter mandarin yang disederhanakan, sedangkan baris dibawahnya 

adalah 2 macam karakter mandarin tradisional. 

填問卷 

& 

實驗 

講解 

實驗 1. 

練習 

↓ 

正式 

 

實驗 1. 

結束 

& 

休息 

 

實驗 2. 

練習 

↓ 

正式 

 

實驗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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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實驗辨識實驗操作說明(續) 

 Setelah Anda melihat baris pertama, pilihlah salah satu dari 2 karakter mandarin 

dibawahnya yang menurut anda merupakan karakter mandarin yang sama. Jika Anda 

memilih karakter mandarin yang disebelah kiri, silahkan tekan [ F ] dan sebaliknya, jika 

memilih karakter mandarin yang disebelah kanan, silahkan tekan [ J ].  

Jika Anda telah memahami cara pelaksanaan eksperimen ini, silahkan taruh tangan kiri 

Anda di tombol [ F ] dan tangan kanan di tombol [ J ]. Sebelum eksperimen dimulai, kami 

akan memberikan latihan agar Anda lebih menguasai cara penggunaannya. Silahkan tekan 

[ F ] untuk memulai latihan. 

5. 進入實驗一練習(共 8 題) 

Masuk ke bagian Latihan (Total 8 pertanyaan) 

Ex. 

                     哪一個是和最上方的簡化字是相同的字呢？ 

                     Setelah Anda melihat baris pertama, pilihlah salah satu dari 2 

karakter mandarin dibawahnya yang menurut anda merupakan 

karakter mandarin yang sama. 

                     左邊 disebelah kiri：F  

                     右邊 disebelah kanan：J 

 

6. 實驗一練習完畢 

Latihan eksperimen pertama selesai 

练习完毕 

Latihan selesai 

 

 如果你还不了解实验一的操作流程，想再练习一次，請按「F」键；如果你已了解

实验一的操作流程，可以进行正式实验了，請按「J」键。请选择。 

【F】------继续练习               【J】-------正式实验 

Jika Anda belum memahami cara pelaksanaan eksprimen ini, silahkan tekan tombol [ F ] 

untuk berlatih sekali lagi. Dan jika Anda sudah memahaminya, silahkan tekan tombol [ J ] 

untuk memulai eksperimen. 

[ F ] Latihan sekali lagi      [ J ]Mulai Eksperimen 

 

7. 進行正式實驗一 

Eksperimen dimulai 

 

 

 

称 

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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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實驗辨識實驗操作說明(續) 

8. 實驗一結束 

Eksperimen pertama selesai. Waktu istirahat. 

实验一结束 

Eksperimen selesai 

 

你辛苦了！请你休息一下。 

Terima kasih dan silahkan beristirahat sejenak. 

 

休息完后，请你按「SPACE」键，我们即将进行实验二。 

Jika Anda sudah selesai beristirahat, silahkan tekan tombol [ SPACE ] untuk melanjutkan 

eksperimen kedua. 

 

9. 進入實驗二指導語 

Masuk ke bagian Petunjuk Eksperimen Kedua 

实验二指导语 

Petunjuk Eksperimen Kedua 

 

首先，画面正中央会出现「+」的符号。此时请注视着画面上的「+」直到消失。接

着，画面中会有两个汉字，一個是简化字；一個是传统字。看完以后，请你按「1-5」

其中一个数字，表示你認為「這兩個字的相似程度」。 

1 是「完全不相似」；2 是「有一點不相似」；3 是「普通」； 

4 是「有一點相似」；5 是「完全相似」。 

Pertama-tama, pada bagian tengah gambar akan muncul tanda “ + ”, tataplah gambar 

sampai tanda tersebut menghilang. Kemudian Anda akan melihat dua karakter mandarin, 

yang terdiri dari karakter mandarin tradisional dan yang disederhanakan. Setelah itu, 

silahkan pilih salah satu dari tombol “1-5” yang menunjukan tingkat kemiripan kedua 

karakter tersebut. Angka 1 untuk “Sama sekali tidak mirip”, angka 2 untuk “Sedikit tidak 

mirip”, angka 3 untuk “Netral”, angka 4 untuk “Sedikit mirip”, dan angka 5 untuk “Sangat 

mirip”. 

 

完全不相似    有點不相似     普通       有點相似      完全相似 

Sama sekali    Sedikit      Netral    Sedikit mirip   Sangat mirip 

tidak mirip   tidak mi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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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實驗辨識實驗操作說明(續) 

每个画面的「辨识接受程度」评分后，画面正中央会再一次出现「 + 」符号，请

注视着「 + 」直到下一个画面的一组简化字和传统字出现。 

 请注意实验二是按数字键「1、2、3、4、5」。在正式实验开始前，会有练习让你熟

悉实验操作流程。请你按「1」键开始练习。 

Setiap Anda selesai memilih, pada gambar akan muncul kembali tanda [ + ], silahkan 

tatap tanda tersebut sampai muncul karakter berikutnya. 

 Pada eksperimen kedua, Anda hanya menekan tombol angka 1, 2, 3, 4, dan 5. Kami 

akan memberikan latihan agar Anda lebih menguasai cara penggunannya. Silahkan tekan [ 1 ] 

untuk memulai latihan. 

10. 進入實驗二練習 

Masuk ke bagian latihan eksperimen kedua 

Ex                        你覺得這兩個字的相似程度？Setelah itu, silahkan pilih salah 

satu dari tombol “1-5” yang menunjukan tingkat kemiripan kedua karakter 

tersebut.  

   

 

                      

11. 實驗二練習完畢 

Latihan eksperimen kedua selesai 

练习完毕 

Latihan selesai 

 

 如果你还不了解实验二的操作流程，想再练习一次，請按「1」键；如果你已了解

实验二的操作流程，可以进行正式实验了，請按「5」键。请选择。 

【1】------继续练习               【5】-------正式实验 

Jika Anda belum memahami cara pelaksanaan eksprimen ini, silahkan tekan tombol [ 1 ] 

untuk berlatih sekali lagi. Dan jika Anda sudah memahaminya, silahkan tekan tombol [ 5 ] 

untuk memulai eksperimen. 

      [ 1 ] Latihan Sekali Lagi      [ 5 ] Mulai Eksperimen  

 

12. 進行正式實驗二 

Eksperimen kedua dimulai 

 

13. 實驗全部結束 

Eksperimen selesai 

 

称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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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實驗一、實驗二指導語 

 

【實驗一】指導語第一頁 

 

 

 

 

 

 

 

 

 

 

 

 

 

 

【實驗一】指導語第二頁 

   

 

 

 

 

 

 

 

 

 

 

 

 

 

 

 

 

 

【Panduan Eksperimen Pertama】 

 

Pertama-tama, pada bagian tengah gambar akan muncul tanda " + ", 

tataplah gambar sampai tanda tersebut menghilang. Kemudian Anda 

akan melihat 3 karakter mandarin. Baris paling atas adalah karakter 

mandarin yang disederhanakan, sedangkan baris dibawahnya adalah 2 

macam karakter mandarin tradisional. 

 

 

Silakan tekan "SPACE" untuk melanjutkan 

 

【Panduan Eksprimen Pertama】 

 

Setelah Anda melihat baris pertama, pilihlah salah satu dari 2 karakter 

mandarin dibawahnya yang menurut anda merupakan karakter 

mandarin yang sama. Jika Anda memilih karakter mandarin yang 

disebelah kiri, silahkan tekan " F " dan sebaliknya, jika memilih karakter 

mandarin yang disebelah kanan, silahkan tekan " J ". 

 

 

 Silakan tekan "SPACE" untuk melanjut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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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實驗一、實驗二指導語(續) 

 

【實驗一】指導語第三頁   

 

 

 

 

 

 

 

 

 

 

 

 

 

 

【實驗二】指導語第一頁 

 

 

 

 

 

 

 

 

 

 

 

 

 

 

 

 

 

 

 

【Panduan Eksperimen Pertama】 

 

Jika Anda telah memahami cara pelaksanaan eksperimen ini, silahkan 

taruh tangan kiri Anda di tombol " F " dan tangan kanan di tombol " J ".  

Sebelum eksperimen dimulai, kami akan memberikan latihan agar Anda 

lebih menguasai cara penggunaannya.  

 

 

Silahkan tekan " F " untuk memulai latihan. 

 

【Petunjuk Eksperimen Kedua】 

 

Pertama-tama, pada bagian tengah gambar akan muncul tanda  

“ + ”, tataplah gambar sampai tanda tersebut menghilang. Kemudian 

Anda akan melihat dua karakter mandarin, yang terdiri dari karakter 

mandarin tradisional dan yang disederhanakan. 

 

Setelah itu, silahkan pilih salah satu dari tombol “1-5” yang menunjukan 

tingkat kemiripan kedua karakter tersebut. Angka 1 untuk “Sama sekali 

tidak mirip”, angka 2 untuk “Sedikit tidak mirip”, angka 3 untuk “Netral”, 

angka 4 untuk “Sedikit mirip”, dan angka 5 untuk  

“Sangat mirip”. 

 

Silakan Tekan "SPACE" untuk melanjut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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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實驗一、實驗二指導語(續) 

 

【實驗二】指導語第二頁 

 

 

 

 

 

 

 

 

 

 

 

 

 

 

 

 

 

【Petunjuk Eksperimen Kedua】 

 

Setiap Anda selesai memilih, pada gambar akan muncul kembali tanda " 

+ ", silahkan tatap tanda tersebut sampai muncul karakter berikutnya. 

 

Pada eksperimen kedua, Anda hanya menekan tombol angka  

1, 2, 3, 4, dan 5. Kami akan memberikan latihan agar Anda lebih 

menguasai cara penggunannya.  

 

 

Silahkan tekan " 1 " untuk memulai lati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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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40位受試者在實驗一辨識情況與其正確率統計 

受試者

編號 

正確 

題數 

錯誤 

題數 

正確率 受試者

編號 

正確 

題數 

錯誤 

題數 

正確率 

1 71 53 57.26% 21 95 29 76.61% 

2 58 66 46.77% 22 79 45 63.71% 

3 59 65 47.58% 23 85 39 68.55% 

4 70 54 56.45% 24 89 35 71.77% 

5 73 51 58.87% 25 89 35 71.77% 

6 86 38 69.35% 26 71 53 57.26% 

7 82 42 66.13% 27 110 14 88.71% 

8 84 40 67.74% 28 109 15 87.90% 

9 77 47 62.10% 29 87 37 70.16% 

10 69 55 55.65% 30 90 34 72.58% 

11 76 48 61.29% 31 88 36 70.97% 

12 89 35 71.77% 32 81 43 65.32% 

13 71 53 57.26% 33 97 27 78.23% 

14 73 51 58.87% 34 76 48 61.29% 

15 105 19 84.68% 35 71 53 57.26% 

16 71 53 57.26% 36 82 42 66.13% 

17 92 32 74.19% 37 78 46 62.90% 

18 97 27 78.23% 38 69 55 55.65% 

19 78 46 62.90% 39 63 61 50.81% 

20 82 42 66.13% 40 101 23 81.45% 

平均 

答對題數 

81.83 

(65.99%) 

標準差 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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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124組實驗嘗試字組材料的答對人數和其答對率統計 

字組

材料 

人

數 

答對率 字組

材料 

人

數 

答對率 字組

材料 

人

數 

答對率 字組

材料 

人

數 

答對率 

区 11 27.50% 东 23 57.50% 伤 28 70.00% 会 33 82.50% 

专 11 27.50% 马 23 57.50% 儿 28 70.00% 时 33 82.50% 

乱 12 30.00% 温 23 57.50% 场 28 70.00% 们 33 82.50% 

买 12 30.00% 却 23 57.50% 处 28 70.00% 云 33 82.50% 

阶 13 32.50% 动 23 57.50% 责 29 72.50% 强 34 85.00% 

万 14 35.00% 笔 23 57.50% 决 29 72.50% 张 34 85.00% 

叶 14 35.00% 讨 23 57.50% 则 29 72.50% 从 34 85.00% 

军 14 35.00% 规 23 57.50% 报 29 72.50% 开 34 85.00% 

国 15 37.50% 劳 23 57.50% 术 29 72.50% 红 34 85.00% 

胜 15 37.50% 创 23 57.50% 书 29 72.50% 装 34 85.00% 

风 16 40.00% 执 24 60.00% 费 29 72.50% 乡 34 85.00% 

过 16 40.00% 团 24 60.00% 挥 29 72.50% 预 35 87.50% 

师 17 42.50% 气 24 60.00% 鱼 29 72.50% 复 35 87.50% 

这 17 42.50% 备 24 60.00% 务 29 72.50% 须 35 87.50% 

单 17 42.50% 车 24 60.00% 划 29 72.50% 妇 35 87.50% 

脑 17 42.50% 当 24 60.00% 杀 29 72.50% 条 35 87.50% 

无 17 42.50% 约 25 62.50% 将 30 75.00% 问 35 87.50% 

连 17 42.50% 较 25 62.50% 干 30 75.00% 爱 35 87.50% 

围 18 45.00% 个 25 62.50% 为 30 75.00% 阳 36 90.00% 

长 19 47.50% 减 26 65.00% 状 30 75.00% 扬 36 90.00% 

进 20 50.00% 达 26 65.00% 测 30 75.00% 绝 36 90.00% 

几 20 50.00% 游 26 65.00% 间 30 75.00% 现 36 90.00% 

节 20 50.00% 见 27 67.50% 飞 32 80.00% 两 37 92.50% 

里 20 50.00% 门 27 67.50% 极 32 80.00% 电 37 92.50% 

队 20 50.00% 众 27 67.50% 画 32 80.00% 产 38 95.00% 

设 21 52.50% 园 27 67.50% 经 32 80.00%    

号 21 52.50% 传 27 67.50% 来 33 82.50%    

运 21 52.50% 业 27 67.50% 势 33 82.50%    

义 21 52.50% 针 28 70.00% 发 33 82.50%    

视 22 55.00% 换 28 70.00% 岁 33 82.50%    

仅 22 55.00% 着 28 70.00% 参 33 82.50%    

争 22 55.00% 习 28 70.00% 坚 33 82.50%    

农 22 55.00% 员 28 70.00% 带 33 8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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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答對率最低與最高字組在兩字體筆畫差的獨立樣本T檢定 

 

組別統計量 

 答對率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標準誤 

筆畫差 最低 10 5.90 2.331 .737 

最高 21 4.24 2.508 .547 

 

 

獨立樣本檢定 

 

變異數相等的 

Levene 檢定 平均數相等的 t 檢定 

F 檢定 顯著性 t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平均

差異 

標準誤

差異 

差異的 95% 信賴

區間 

下界 上界 

筆畫差 假設變異數相等 .194 .663 1.762 29 .089 1.662 .943 -.267 3.591 

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1.810 19.053 .086 1.662 .918 -.259 3.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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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124 組實驗嘗試字組材料相似度統計資料(印尼籍受試者) 

 

 决 参 规 减 强 带 装 爱 两 游 温 时 现 张  状  复  则  测 来  鱼  

sum(分) 174 170 167 170 167 163 161 162 161 158 155 153 152 150 150 149 147 149 147 146 

average(分) 4.35 4.25 4.18 4.25 4.18 4.08 4.03 4.05 4.03 3.95 3.88 3.83 3.8 3.75 3.75 3.73 3.68 3.73 3.68 3.65 

5 分(人) 17 18 14 18 12 10 11 15 10 13 9 4 10 7 6 7 7 9 7 4 

4 分(人) 21 17 21 18 26 25 24 19 25 21 24 28 21 24 25 23 22 20 23 26 

3 分(人) 1 3 3 1 0 3 2 1 2 0 2 5 3 2 3 4 4 4 1 4 

2 分(人) 1 1 2 2 1 2 1 3 2 3 3 3 3 6 5 4 5 5 8 4 

1 分(人) 0 1 0 1 1 0 2 2 1 3 2 0 3 1 1 2 2 2 1 2 

                     

 场  须  换  争  红  们  设  预  条 报  里 势  责 问  费  绝  笔  扬  坚 单  

sum(分) 146 147 149 143 142 146 143 143 145 139 142 140 140 143 140 140 140 140 133 135 

average(分) 3.65 3.68 3.73 3.58 3.55 3.65 3.58 3.58 3.63 3.48 3.55 3.5 3.5 3.58 3.5 3.5 3.5 3.5 3.33 3.38 

5 分(人) 6 5 7 6 5 11 5 6 6 6 3 5 6 6 8 2 6 6 5 4 

4 分(人) 23 23 24 23 23 17 23 22 24 19 25 23 19 23 15 27 19 22 20 22 

3 分(人) 3 6 1 3 4 3 3 3 2 4 4 3 7 3 7 2 6 2 3 3 

2 分(人) 7 6 7 4 5 5 8 7 5 10 7 5 5 4 9 7 7 6 7 7 

1 分(人) 1 0 1 4 3 4 1 2 3 1 1 4 3 4 1 2 2 4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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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124 組實驗嘗試字組材料相似度統計資料(印尼籍受試者) (續) 

 

 

  较  视  间  门  脑 务  讨  气  约 针  着 见 员  执   电  劳  开 师 阳 妇 

sum(分) 133 134 133 131 132 136 131 131 133 131 137 129 127 131 124 127 126 123 126 125 

average(分) 3.33 3.35 3.33 3.28 3.3 3.4 3.28 3.28 3.33 3.28 3.43 3.23 3.18 3.28 3.1 3.18 3.15 3.08 3.15 3.13 

5 分(人) 3 7 5 7 5 7 3 1 4 4 3 6 5 4 1 3 6 2 3 3 

4 分(人) 22 15 16 14 17 15 20 25 20 18 22 16 17 19 20 19 17 16 17 17 

3 分(人) 5 5 10 8 5 10 5 2 7 6 7 6 5 5 4 4 4 9 6 6 

2 分(人) 5 11 5 5 11 3 9 8 3 9 5 5 6 8 12 10 3 9 11 10 

1 分(人) 5 2 4 6 2 5 3 4 6 3 3 7 7 4 3 4 10 4 3 4 

                     

  动  儿  经  挥  进 却  创 这  杀  连  国  伤  马  风  队  阶 围 园  长  将 

sum(分) 118 124 117 119 122 120 116 118 111 114 110 111 113 110 115 114 110 112 107 110 

average(分) 2.95 3.1 2.93 2.93 3.05 3 2.9 2.95 2.78 2.85 2.75 2.78 2.83 2.75 2.88 2.85 2.75 2.8 2.68 2.75 

5 分(人) 2 4 3 2 3 2 2 3 2 2 3 2 4 2 2 3 3 3 3 4 

4 分(人) 13 17 11 16 16 14 13 17 15 12 11 11 14 12 16 11 11 10 9 11 

3 分(人) 11 4 12 6 6 9 9 3 4 7 9 11 4 9 4 10 7 10 8 6 

2 分(人) 9 9 8 11 10 12 11 9 10 16 7 8 7 8 11 9 11 10 12 9 

1 分(人) 5 6 6 5 5 3 5 8 9 3 10 8 11 9 7 7 8 7 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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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124 組實驗嘗試字組材料相似度統計資料(印尼籍受試者) (續) 

 

  从 运 飞 东 军  习 胜  达  云 当  会 过 号  众  区 乡 极 产 车 团  

sum(分) 109 107 111 110 108 106 110 114 103 104 106 104 103 103 99 100 103 96 90 93 

average(分) 2.73 2.68 2.78 2.75 2.7 2.65 2.75 2.85 2.58 2.6 2.65 2.6 2.58 2.58 2.48 2.5 2.58 2.4 2.25 2.33 

5 分(人) 3 2 2 5 5 3 1 3 1 2 2 2 5 2 3 2 4 0 1 1 

4 分(人) 8 9 14 11 9 10 13 10 13 12 11 9 8 10 8 11 8 10 8 8 

3 分(人) 11 11 7 5 7 9 7 11 5 6 7 8 4 8 5 6 6 5 4 5 

2 分(人) 11 10 7 7 7 6 13 10 10 8 11 13 11 9 13 7 11 16 14 15 

1 分(人) 7 8 10 12 12 12 6 6 11 12 9 8 12 11 11 14 11 9 13 11 

                     

 传 为  乱 干 农  节  发 划 备 仅 书  处  画  专 岁  业 万 个 无  买  

sum(分) 96 96 89 84 89 85 88 83 87 85 79 85 76 81 80 71 72 68 70 69 

average(分) 2.4 2.4 2.23 2.1 2.23 2.13 2.2 2.075 2.18 2.13 1.975 2.13 1.9 2.03 2 1.78 1.8 1.7 1.75 1.78 

5 分(人) 1 2 3 2 5 0 2 1 3 0 1 3 1 1 3 1 2 2 2 2 

4 分(人) 8 10 6 8 3 8 9 6 4 6 4 3 5 6 4 2 3 2 1 3 

3 分(人) 9 6 5 3 8 6 1 7 7 6 8 6 5 4 4 5 4 5 7 4 

2 分(人) 10 6 9 6 4 9 11 7 9 15 7 12 7 11 8 11 7 4 5 4 

1 分(人) 12 16 17 21 20 17 17 19 17 13 20 16 22 18 21 21 24 27 25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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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124 組實驗嘗試字組材料相似度統計資料(印尼籍受試者)(續) 

 

 

 

 

 

 叶  术  义 几  

sum(分) 63 64 60 55 

average(分) 1.58 1.6 1.5 1.38 

5分(人) 0 1 1 1 

4分(人) 1 1 2 1 

3分(人) 6 4 3 3 

2分(人) 8 9 4 2 

1分(人) 25 25 30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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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UGM 中文系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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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UGM 中文系課程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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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UGM 中文系課程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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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UGM 中文系課程表(中文翻譯版)  

畢業學分 ：120學分

目標 ：培養學生具備溝通與應用之中文能力，并在不同領域能應用中文從事，如：工業，商業與旅遊

序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 必/選 條件 序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 必/選 條件

1 DBU 1102 建國五原則學 2 W - 1 DBU 1203 公民學 2 W

2 DBU 1101 宗教學 2 W - 2 DBU 1206 管理學 2 W

3 DBU 1104 印尼文 2 W - 3 DBU 1207 印尼文化 2 W

4 DBU 1105 英文 （一） 2 W - 4 DBU 1205 英文 （二） 2 W DBU 1105

5 DBM 1101 語法 （一） 2 W - 5 DBM 1201 語法 （二） 2 W DBM 1101

6 DBM 1102 會話 （一） 2 W - 6 DBM 1202 會話 （二） 2 W DBM 1102

7 DBM 1103 聽力 （一） 2 W - 7 DBM 1203 聽力 （二) 2 W DBM 1103

8 DBM 1104 寫字 （一） 2 W - 8 DBM 1204 寫字 （二） 2 W DBM 1104

9 DBM 1105 閱讀 （一） 2 W - 9 DBM 1205 閱讀 （二） 2 W DBM 1105

10 BDP 1105 旅遊概論 2 W - 10 DBK 1207 公共關係與文書學 2 P

11 DBM 1206 中國習俗與道德 2 W

12 DBM 1207 中國文化 2 w

總共 20 總共 24

宗教學 = 按照每個學生的宗教修這門課

公共關係與文書學  = public relations and secretary

課程表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大專班中文系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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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UGM 中文系課程表(中文翻譯版-續) 

 

 

序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 必/選 條件 序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 必/選 條件

1 DBM 2301 口譯（一） 2 W 1 DBM 2401 口譯 （二） 2 W DBM 2301

2 DBM 2302 會話（三） 2 W DBM 1202 2 DBM 2402 會話（四） 2 W DBM 2302

3 DBM 2303 聽力（三） 2 W DBM 1203 3 DBM 2403 聽力（四） 2 W DBM 2303

4 DBM 2304 寫字（三） 2 W DBM 1204 4 DBM 2404 寫字（四） 2 W DBM 2304

5 DBM 2305 閱讀（三） 2 W DBM 1205 5 DBM 2405 閱讀（四） 2 W DBM 2305

6 DBM 2306 應用文 （一) 2 W 6 DBM 2406 應用文 （二） 2 W DBM 2306

7 DBM 2307 翻譯（一） 2 W 7 DBM 2407 翻譯（二） 2 W DBM 2307

8 DBM 2308 印尼的中國社會與文化 2 W 8 DBM 2410 寫作（二） 2 W DBM 2310

9 DBM 2309 中國哲學 2 W 9 DBJ 1113 日文 2 P

10 DBM 2310 寫作（一） 2 W 10 DBP 3502 旅館管理 2 P

11 DBM 2311 印尼的中國考古學與文化 2 W 11 DBM 2408 旅遊知識 2 P

12 DBM 2430 創業 2 P

總共 22 總共 24

課程表

第三學期 第四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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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UGM 中文系課程表(中文翻譯版-續) 

 

序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 必/選 條件 序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 必/選 條件

1 DBM 3501 研究方法 2 W - 1 DBM 3601 實習 4 W -

2 DBM 3502 會話 （五） 2 W DBM 2402 2 DBM 3602 論文 6 W -

3 DBM 3503 聽力 （五） 2 W DBM 2403

4 DBM 3504 寫字 （五） 2 W DBM 2404

5 DBM 3505 閱讀 （五） 2 W DBM 2405

6 DBM 3506 韓文 2 P -

7 DBM 3510 寫作 （三） 2 W DBM 2410

8 DBM 3508 操行 2 W -

9 DBM 1209 電腦 2 P -

10 DBM 3507 跨文化理解 2 P -

總共 20 總共 10

附注

W = 必課

P = 選課

至少需選修8學分

課程表

第五學期 第四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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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受試者主修是否為中文之正確辨識率的獨立樣本T檢定 

 

組別統計量 

 主修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標準誤 

正確率 非中文 28 64.31 9.79 1.85 

中文 12 69.89 10.59 3.0 

 

 

獨立樣本檢定 

 

變異數相等的 

Levene 檢定 平均數相等的 t 檢定 

F 檢定 顯著性 t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平均

差異 

標準誤

差異 

差異的 95% 信賴

區間 

下界 上界 

正確率 假設變異數相等 .008 .927 -1.613 38 .115 -5.58 3.46 -12.58 1.42 

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1.561 19.466 .135 -5.58 3.57 -13.0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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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受試者背景之間的相關分析 

 

 中文課型 學習時間 中文主修 接觸傳統字頻率 

中文課型 Pearson 相關 1 .444
**

 .403
**

 -.320
*
 

顯著性 (雙尾)  .004 .010 .044 

叉積平方和 7.975 10.025 3.300 -8.250 

共變異數 .204 .257 .085 -.212 

個數 40 40 40 40 

學習時間 Pearson 相關 .444
**

 1 .677
**

 -.475
**

 

顯著性 (雙尾) .004  .000 .002 

叉積平方和 10.025 63.975 15.700 -34.750 

共變異數 .257 1.640 .403 -.891 

個數 40 40 40 40 

中文主修 Pearson 相關 .403
**

 .677
**

 1 -.453
**

 

顯著性 (雙尾) .010 .000  .003 

叉積平方和 3.300 15.700 8.400 -12.000 

共變異數 .085 .403 .215 -.308 

個數 40 40 40 40 

接觸傳統

字頻率 

Pearson 相關 -.320
*
 -.475

**
 -.453

**
 1 

顯著性 (雙尾) .044 .002 .003  

叉積平方和 -8.250 -34.750 -12.000 83.500 

共變異數 -.212 -.891 -.308 2.141 

個數 40 40 40 40 

**.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  在顯著水準為0.05時 (雙尾)，相關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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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 各答對率區間所包含的三種特性之詳細字組 

 

答對率 

區間 

改形 

(被改部件保留 

原部件之輪廓) 

省略 

(保留傳統字 

特徵部件) 

改形 

(被改部件未保留 

原部件輪廓) 

25-39% 军(軍) N/A 国(國)、阶(階) 

胜(勝)、区(區) 

乱(亂)、专(專) 

万(萬)、买(買) 

叶(葉) 

組數 1 (10.00%) 0 (0%) 9 (90.00%) 

40-54% 设(設)、单(單) 

  脑(腦)、连(連) 

  长(長)、节(節) 

里(裡)、号(號) 师(師)、进(進) 

这(這)、风(風) 

队(隊)、围(圍) 

运(運)、过(過) 

义(義)、几(幾) 

无(無) 

組數 6 (31.58%) 2 (10.53%) 11 (57.89%) 

55-69% 门(門)、规(規) 

减(減)、温(溫) 

争(爭)、较(較) 

视(視)、讨(討) 

约(約)、见(見) 

马(馬)、东(東) 

车(車) 

 

气(氣)、业(業) 园(園)、游(遊) 

笔(筆)、执(執) 

备(備)、农(農) 

传(傳)、团(團) 

众(眾)、当(當) 

达(達)、创(創) 

却(卻)、动(動) 

劳(勞)、个(個) 

僅(仅) 

組數 13 (40.63%) 2 (6.25%) 17 (5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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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 各答對率區間所包含的三種特性之詳細字組(續) 

答對率 

區間 

改形 

(被改部件保留 

原部件之輪廓) 

省略 

(保留傳統字 

特徵部件) 

改形 

(被改部件未保留 

原部件輪廓) 

70-84% 决(決)、参(參) 

带(帶)、状(狀) 

则(則)、测(測) 

来(來)、鱼(魚) 

换(換)、们(們) 

责(責)、费(費) 

间(間)、针(針) 

着(著)、员(員) 

经(經)、挥(揮) 

将(將)、为(為) 

时(時)、场(場) 

务(務)、儿(兒) 

杀(殺)、飞(飛) 

习(習)、云(雲) 

干(幹)、术(術) 

报(報)、势(勢) 

坚(堅)、伤(傷) 

会(會)、极(極) 

发(發)、划(劃) 

书(書)、处(處) 

画(畫)、岁(歲) 

組數 20 (47.62%) 10 (23.81%) 12 (28.57%) 

85-99% 强(強)、装(裝) 

爱(愛)、两(兩) 

现(現)、张(章) 

须(須)、红(紅) 

预(預)、问(問) 

绝(絕) 

复(復)、条(條) 

扬(揚)、电(電) 

开(開)、阳(陽) 

妇(婦)、从(從) 

乡(鄉)、产(產) 

N/A 

組數 11 (52.38%) 10 (47.6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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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四 124 組實驗字組簡化方式類型與其答對率 

字組 簡化方式類型 正確率 字組 簡化方式類型 正確率 

针(針) 改-輪廓簡略化 70.00% 气(氣) 刪-省一處 60.00% 

责(責) 改-輪廓簡略化 72.50% 飞(飛) 刪-省內外 80.00% 

视(視) 改-輪廓簡略化 55.00% 阳(陽) 刪-省一處 90.00% 

预(預) 改-輪廓簡略化 87.50% 扬(揚) 刪-省一處 90.00% 

决(決) 改-輪廓簡略化 72.50% 术(術) 刪-省兩處以上 72.50% 

约(約) 改-輪廓簡略化 62.50% 开(開) 刪-省內外 85.00% 

设(設) 改-輪廓簡略化 52.50% 却(卻) 改-形聲化 57.50% 

见(見) 改-輪廓簡略化 67.50% 动(動) 改-符號化 57.50% 

来(來) 改-輪廓簡略化 82.50% 进(進) 改-形聲化 50.00% 

东(東) 改-輪廓簡略化 57.50% 园(園) 改-形聲化 67.50% 

长(長) 改-輪廓簡略化 47.50% 运(運) 改-形聲化 52.50% 

门(門) 改-輪廓簡略化 67.50% 复(復) 同音替代 87.50% 

马(馬) 改-輪廓簡略化 57.50% 发(發) 同音替代 82.50% 

强(強) 改-輪廓簡略化 85.00% 几(幾) 同音替代 50.00% 

则(則) 改-輪廓簡略化 72.50% 干(幹) 同音替代 75.00% 

风(風) 改-符號化 40.00% 笔(筆) 改-會意化 57.50% 

师(師) 改-符號化 42.50% 习(習) 刪-省兩處以上 70.00% 

区(區) 改-符號化 27.50% 备(備) 改-其他改形 60.00% 

执(執) 改-會意化 60.00% 绝(絕) 改-輪廓簡略化 90.00% 

将(將) 改-輪廓簡略化 75.00% 节(節) 刪-省一處 50.00% 

张(張) 改-輪廓簡略化 85.00% 脑(腦) 改-輪廓簡略化 42.50% 

这(這) 改-符號化 42.50% 书(書) 改-其他改形 72.50% 

创(創) 改-符號化 57.50% 无(無) 改-其他改形 42.50% 

单(單) 改-輪廓簡略化 42.50% 岁(歲) 改-其他改形 82.50% 

报(報) 改-會意化 72.50% 万(萬) 改-其他改形 35.00% 

换(換) 改-輪廓簡略化 70.00% 叶(葉) 改-其他改形 35.00% 

着(著) 改-輪廓簡略化 70.00% 国(國) 改-形聲化 37.50% 

乱(亂) 改-符號化 30.00% 义(義) 改-其他改形 52.50% 

仅(僅) 改-符號化 55.00% 红(紅) 改-輪廓簡略化 85.00% 

势(勢) 改-會意化 82.50% 讨(討) 改-輪廓簡略化 57.50% 

温(溫) 改-輪廓簡略化 57.50% 规(規) 改-輪廓簡略化 57.50% 

较(較) 改-輪廓簡略化 62.50% 减(減) 改-輪廓簡略化 65.00% 

团(團) 改-符號化 60.00% 须(須) 改-輪廓簡略化 87.50% 

号(號) 刪-省兩處以上 52.50% 费(費) 改-輪廓簡略化 72.50% 

众(眾) 改-會意化 67.50% 两(兩) 改-輪廓簡略化 92.50% 

从(從) 刪-省兩處以上 85.00% 阶(階) 改-形聲化 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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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四 124組實驗字組簡化方式類型與其答對率(續) 

 

字組 簡化方式類型 正確率 字組 簡化方式類型 正確率 

车(車) 改-輪廓簡略化 60.00% 达(達) 改-形聲化 65.00% 

争(爭) 改-輪廓簡略化 55.00% 游(遊) 同音替代 65.00% 

为(為) 改-輪廓簡略化 75.00% 里(裡) 同音替代 50.00% 

挥(揮) 改-輪廓簡略化 72.50% 云(雲) 同音替代 82.50% 

参(參) 改-輪廓簡略化 82.50% 划(劃) 同音替代 72.50% 

鱼(魚) 改-輪廓簡略化 72.50% 队(隊) 改-會意化 50.00% 

状(狀) 改-輪廓簡略化 75.00% 杀(殺) 刪-省兩處以上 72.50% 

军(軍) 改-輪廓簡略化 35.00% 处(處) 刪-省一處 70.00% 

员(員) 改-輪廓簡略化 70.00% 画(畫) 改-其它改形 80.00% 

坚(堅) 改-符號化 82.50% 爱(愛) 改-輪廓簡略化 87.50% 

妇(婦) 刪-省一處 87.50% 经(經) 改-輪廓簡略化 80.00% 

带(帶) 改-輪廓簡略化 82.50% 农(農) 改-其它改形 55.00% 

现(現) 改-輪廓簡略化 90.00% 个(個) 改-其它改形 62.50% 

连(連) 改-輪廓簡略化 42.50% 专(專) 改-其它改形 27.50% 

劳(勞) 改-輪廓簡略化 57.50% 买(買) 改-其它改形 30.00% 

围(圍) 改-符號化 45.00% 当(當) 改-其它改形 60.00% 

测(測) 改-輪廓簡略化 75.00%    

间(間) 改-輪廓簡略化 75.00%    

传(傳) 改-其他改形 67.50%    

伤(傷) 改-其它改形 70.00%    

会(會) 改-符號化 82.50%    

装(裝) 改-輪廓簡略化 85.00%    

过(過) 改-符號化 40.00%    

儿(兒) 刪-省一處 70.00%    

时(時) 刪-省一處 82.50%    

务(務) 刪-省一處 72.50%    

业(業) 刪-省兩處以上 67.50%    

电(電) 刪-省一處 92.50%    

条(條) 刪-省一處 87.50%    

乡(鄉) 刪-省兩處以上 85.00%    

场(場) 刪-省一處 70.00%    

产(產) 刪-省內外 95.00%    

们(們) 改-輪廓簡略化 82.50%    

问(問) 改-輪廓簡略化 87.50%    

胜(勝) 改-形聲化 37.50%    

极(極) 改-形聲化 8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