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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 研究背景 

 

2011 年香港政府統計處的人口普查報告中指出，本港少數族裔1人口

超過四十五萬人，相較 2001 年上升超過十萬人，顯示在本港定居的少數族

裔人口正急劇增長，少數族裔學童的教育需求亦相應地急劇增加。 

 

教育局為促進非華語學童2融入本地社會及教育體系，自 2004 年起容

許非華語學童自由選擇是否入讀主流學校3（香港中文大學，2006）；至

2007 年，非華語學童已分佈在 141 所小學及 43 所中學（香港教育專業人

員協會及香港融樂會，2007），可見不少非華語學童的家長選擇讓自己的子

女於主流學校就讀。 

 

而現時，在香港主流學校就學的大部分非學語學童亦會選擇修讀中國

語文科，因為中文在本地社會佔有主導地位，亦是在本地晉身高等教育4與

投考公務員5的必備修件（關之英，2014）。因此如何有效協助非華語學童

學習中文以應付生活所需，成為了本港重要的教育議題之一。 

 

Ku, Chan & Sandhu（2005）曾訪問 200 名本地非華語高中生，指出九

成非華語學童認為自己完全不懂得書寫漢字或書寫漢字的能力參差，在

聽、說、讀、寫四項語文能力中自我評分最低；6然而學習書寫漢字能有效

深化識字教學的成效（路克修、於年河和左松濤，2002），對學生的中文學

習有重要的幫助。 

 

不過，傳統的漢字教學多以重覆抄寫來學習辨認和書寫漢字，不但無

法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而且只能讓學生對字形建立模糊的印象，使漢字

                                                      
1 按報告中的定義，「少數族裔」是指在人口普查中報稱國藉為非華裔人士，包括亞洲非華人、

白人、混血兒及其他四大主要族群。 
2 「非華語學童」即非以華語作為母語的學童，主要指本港的少數族裔，如巴基斯坦人、菲律

賓人、尼泊爾人和印度人等。 
3 「主流學校」即以中文為主要教學語言的學校。 
4 升讀本地大學必須取得香港中學文憑中國語文科第 3 級的成績，詳情請參閱香港考試及評核

局：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檢自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Media/Leaflets/HKDSE_pamphlet_Chi_1410.pdf。 
5 公務員職位分為不同職系，當中不少職系的職位均要求取得香港中學文憑試第 2 級成績，詳

情請參閱政府接受新高中學制學歷應徵公務員職位（2011.6.28）：《新聞公報》，檢自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106/28/P201106280215.htm。 
6 研究顯示認為自己閱讀能力參差或完全不能閱讀中文的非華語學童佔 88.5%，而在聆聽及說

話兩方面均只有不足一半非華語學童認為自己的能力參差或完全不能溝通。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Media/Leaflets/HKDSE_pamphlet_Chi_1410.pdf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106/28/P2011062802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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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的成效並不顯著（黃震遐和陳耀良，2009）。學者鄭素珍（2011）曾對

初小華語學童進行常用部首教學，發現部首教學對學生學習漢字而言成效

良好，而且能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 

 

研究者認為部首教學或對提升非華語學童書寫漢字能力亦有幫助，因

此在是次研究中進行課堂教學試驗，透過教導非華語學童部首的概念及一

些常用的漢字部首，並檢測學生在接受部首教學後書寫漢字能力的變化，

從而分析部首教學與非華語學童正確書寫漢字的關係。 

 

二、 研究動機 

 

對華語學童而言，部首教學對學生學習漢字的成效顯著，故此研究者

相信，部首教學或對非華語學童亦有所幫助，因此啟發了研究者進行是次

研究。研究者期望透過分析是次研究所搜集的數據，協助發展更適合非華

語學童的寫字教學策略。 

 

三、 研究問題 

 

（一） 非華語學童能否建立部首的概念，明白漢字部首與字義間有所

聯繫？ 

 

（二） 非華語學童能否培養從字義推測漢字部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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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回顧 

 

漢字是記錄漢語、表達和思想交流的工具（於魁榮，1998），因此掌握漢字

對學習中文而言非常重要。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8a）指出，在第一學習階段

學童應能掌握如何書寫常用漢字，並對漢字的筆劃、筆順和部件有一定的認

識；香港教育局（2014b）亦期望非華語學童能夠正確書寫常用漢字，以提升他

們的學習表現。 

 

雖然非華語學童並非以中文作為母語，課程亦應以日常應用作為主導，但

書寫漢字可以有效鞏固學生於識字教學中所學，為讀寫範疇打好基礎（香港課

程發展議會，2008b）；因此學習正確書寫漢字對非華語學童而言同樣重要。 

 

一、 寫字教學的作用與目標 

 

學者戴汝潜（1999）認為學習書寫漢字是對漢字字形作分析與綜合的

過程，有助學生熟習和掌握字形、字音和字義。在訓練學生書寫漢字時，

應要求學生書寫正確，在筆劃上沒有增添或錯漏、筆順正確、字體端正清

晰。 

 

非華語學童亦應正確掌握漢字的書寫形式，以便他們閱讀中文書籍及

作書面交流。 

  

二、 寫字教學的原則 

 

傳統的寫字教學多採用筆劃教學或整字教學的方式，但非華語學童缺

乏漢文化背景的認知，因此採用逐字記誦的方式對他們學習漢字的幫助非

常有限（李祿興，2012）。漢字的方塊字結構與拼音文字的線性排列不同，

亦成為非華語學童學習漢字的障礙（孫德金，2006；李祿興，2012）。 

 

為了更有效協助非華語學童辨識和書寫漢字，寫字教學與識字教學應

該結合，並與他們分析各漢字字形，7就字形中較難書寫或容易犯錯的部件

加以指導，使學生在識字的同時學習寫字（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8b）。 

 

按學者趙金銘（2004）所指，漢語是學生第二語言，必須透過實踐來

掌握語言的特性。通過寫字的實踐能有效深化識字的學習成果，因此寫字

教學可結合在識字教學中。 

                                                      
7 包括分析字的筆劃、筆順和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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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部件識字法 

 

部件是組成漢字字形的基本單位。學者張旺熹曾對 1000 個常用漢字進

行分析，發現利用 118 個常用部件可組成百分之八十的常用漢字，因此提

出部件教學的設想（孫德金引，2006）。 

 

透過部件教學，可讓學生對字形中各個部件進行有意義的識記，避免

「死記硬背」，而且能讓學生仔細觀察和思考字形，能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

（陳偉文，2009）；戴汝潜（1999）則認為運用部件分析漢字的結構能有效

協助學生識字及書寫漢字。常用部件當中，大部分都屬漢字的部首或它們

變形所形成的偏旁（許彩虹，2012）。 

   

（一） 漢字部首的認知功能 

 

對於漢字的常用部件多為部首，學者王玉新（2009）概括出其成

因是漢字部首具備了標識和類化的功能：所謂標識功能，是指這些部

首的形體與字義有所聯繫。8 因應部首所帶的標識功能，在造字時會

經常採用這些帶標識功能的部首，使從屬同一類型的字都帶有相同的

偏旁，9形成部首的類化功能，即意思相關的字能以部首歸類。 

 

就以上的認知功能，令漢字的部首可以協助我們推斷字義，從而

對理解和掌握新的漢字有所幫助。長遠而言，這種對部首的認知亦能

提升學生辨識和書寫漢字的效率，從而培養他們自學漢字的能力（孫

德金，2006）。 

   

（二） 部首教學的課堂應用 

 

在漢字教學的過程中，部首和偏旁有助於學生掌握漢字的字義，

因此在教學時應先教授可以作為「獨體字」10的漢字部首，再教導學

生由此部首所發展成的漢字，11促進學生形式部首的意識，在將來教

                                                      
8 例如「火」的甲骨文「 」就依「火焰」的外觀而造，因此看見「 」就會聯想起「火焰」

的形象，從而理解「 」字的意思。 
9 例如「烤」、「燃」、「燒」等都以「火」為偏旁，所指的動作都與「火」本身有關聯，從而得

知這些字所指的動作屬同類關係，與「火」的關聯尤其密切 
10 「獨體字」即字形只包含一個部件的字，如「山」；可作部件使用的獨體字，亦稱「成字部

件」。詳情請參閱毛悅（2010）：《漢語作為第二語言要素教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223。 
11 以「火」部為例，應先教導學生部首「火」，再教導學生從屬「火」部的字如「燃」、「燒」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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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相同部首的新字時，便能在複習部首意義的同時，更有效掌握新字

的字義（謝錫金，2001；周小兵，2009）。 

 

透過字形練習則有效提升學生閱讀和書寫漢字的效能。字形練習

的種類繁多，而符合部首教學的練習主要有兩種：一是給出漢字部首

寫出包含該部首的漢字；12另一種則是給予語境和其他部件，要求學

生填寫合適的部首（周小兵，2009）。13 前者以評量學生的學習經驗

為主，未能檢測學生是否能有效建立部首與字義有所聯繫的概念；而

後者則能夠考驗學生從字義及所給予的語境中推斷出漢字部首的能

力，更有效鞏固學生的部首意識，協助他們正確書寫漢字。 

 

 綜觀以上文獻所述，寫字教學為學生的語文能力提供重要的基礎，使他們

在閱讀和寫作兩方面的表現均有所提升。而要有效教導非華語學童正確理解和

書寫漢字，運用傳統的筆劃教學或整字教學等方法成效並不顯著，而部首教學

則更符合學生的認知發展和記憶力，使學生有效學習、辨認和書寫漢字。 

 

 部首教學可以協助學生建立「部首與字義相關」的概念，培養學生從部首

推測字義或逆向由字義推測部首的能力，長遠而言能有效減少學生閱讀和書寫

漢字的障礙，發展自學漢字乃至自學中文的能力。 

 

 因此，是次研究將對非華語學童進行部首教學試驗，並檢測學生在接受部

首教學後正確書寫漢字的能力是否有所提升，從而探討部首教學與非華語學童

正確書寫漢字的關係，從中發展對他們而言更有效的寫字教學策略。 

 

教學設計將採用學者謝錫金的教學策略，以部首作為主要的教學單位，要

求學生先認識部首，再認識從屬該部首的漢字，以建立部首意識；而評估方

面，則採用學者周小兵的評估策略：題目會給予圖片提示字義，以及提供部首

以外的部件，學生則按字義推測並填寫每題漢字所缺漏的部首。 

  

                                                      
12 例如學生在「火」部的題目中，寫出各個自己認識而屬「火」部的漢字。 
13 例如給予學生「飯、（ ）官」的提示，要求學生寫出「館」的偏旁「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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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設計與過程 

 

一、 研究對象 

 

研究者在 2014 年 11 月至 12 月期間於九龍區一學校擔任實習教師，期

間需負責任教該校非華語學童的課後輔導班別。該校對非華語學童實施的

教學方法與教育局（2014a）提出的「融合及隔離雙軌措施」相若，非華語

學童使用主流中文課程之教材學習，另設有每週一節的課後抽離式輔導班

供他們參與，以協助他們加快融入主流課程。 

 

研究者作為輔導班的負責教師，需自行編寫教學設計、教材及評估工

具；在獲得校方同意後，研究者在輔導班內進行是次教學試驗，對象為該

校 8 名初小非華語學童，14整項研究之教學及評估過程均於輔導班期間進

行。 

 

二、 教學設計 

 

是次研究使用 3 節課堂（每課節教學時間為 90 分鐘）進行教學，教學

試驗中將教導非華語學童認識漢字部首的概念，並理解和書寫一些常用的

漢字部首，協助他們建立部首意識，掌握常用部首及其意義之間的聯繫，

從而發展出從字義推斷漢字部首的能力，使他們能夠書寫正確的漢字。 

 

研究中按漢字部首的常用程度，在全球華文網提供的「六十個常用部

首」中選取 16 個部首作為是次教學試驗的教學內容。15教學內容中的部首

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直接使用「獨體字」作為部件的部首，16第二類是有

使用變形或原字作為部件的部首，17第三類是主要使用其變形作為部件的

部首。18每節課的簡略教學安排如下：19 

  

                                                      
14 研究對象年齡介乎 6 至 9 歲，均於本地出生及成長；當中包括 4 名巴基斯坦裔學童、2 名菲

律賓裔學童、1 名泰國裔學童及 1 名尼泊爾裔學童。學童的男女生比例為 5：3。 
15 所挑選的 16 個部首涵蓋較多於第一學習階段中學習的漢字及詞語，因此選為是次研究的教

學內容。 
16 例如是次教學試驗中的「口」部，多以「口」直接作為部件組成其他屬「口」部的漢字。 
17 例如是次教學試驗中的「水」部，可使用原字「水」或變形「氵」作為部件組成其他屬

「水」部的漢字。 
18 例如是次教學試驗中的「食」部，多使用變形「飠」作為部件組成其他屬「食」部的漢字。 
19 有關各教節之詳細教學流程，請參閱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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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目標 教具運用 

教學實踐前 

（20 分鐘） 

1. 測試學生在接受部首教學前，從

字義推斷及正確書寫漢字部首的

能力 

 

1. 前置測驗 

課節一 

（90 分鐘） 

學生能夠： 

1. 說出部首的概念 

2. 說出部首「口、日、目、女、雨」

的意思 

3. 正確書寫部首「口、日、目、女、

雨」 

4. 從字義推斷字的部首 

 

1. 工作紙 

課節二 

（90 分鐘） 

學生能夠： 

1. 認識部首變形的概念 

2. 說出部首「水、火、手、心、糸」

的意思 

3. 正確書寫部首「水、火、手、心、

糸」及其作為偏旁時的變形 

4. 從字義推斷字的部首 

 

1. 工作紙 

課節三 

（90 分鐘） 

1. 學生能夠說出部首「足、食、衣、

示、艸、竹」的意思 

2. 學生能夠正確書寫部首「足、食、

衣、示、艸、竹」作為偏旁時的

變形 

3. 從字義推斷字的部首 

 

1. 工作紙 

教學實踐後 

（20 分鐘） 

1. 測試學生在接受部首教學後，從

字義推斷並正確書寫漢字部首的

能力 

 

1. 後置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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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方法 

 

是次研究以「教師為研究者」的觀點來規劃和設計整個研究方案，並

透過設置前置測驗和後置測驗，以收集學生的學習進展作為輔證進行數據

分析，從而探討部首教學與非華語學童正確書寫漢字的關係。 

 

四、 研究工具 

 

是次研究採用前置測驗和後置測驗所收集的數據，以比較教導非華語

學童認識和書寫漢字部首的前後，他們書寫漢字能力的變化。測驗主要測

試學生能否按漢字的字義推斷出字的部首，以及能否掌握部首於組成漢字

時須按其所處的位置而變形；其次是檢測學生能否正確書寫各漢字部首或

其變形的筆劃。 

  

五、 研究流程 

 

是次研究流程分為四個階段，各階段的工作重點如下： 

  

  

研究流程說明 

籌備階段 

（2014 年 9 月至 11 月） 

1. 搜集相關文獻 

2. 確定研究方法 

3. 初擬教學實踐內容 

4. 發展研究工具（前置測驗及後置測

驗） 

實行階段 

（2014 年 11 月至 12 月） 

1. 向研究對象進行前置測驗 

2. 初步處理前置測驗數據，並修訂教學

實踐內容 

3. 進行教學實踐 

4. 向研究對象進行後置測驗 

分析階段 

（2015 年 1 月） 

1. 比較及分析前置測驗和後置測驗數據 

研究撰寫 

（2015 年 2 月至 5 月） 

1. 撰寫研究成果、反思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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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數據分析 

 

是次研究所設置的測驗方式，是按周小兵（2009）所提倡之部首教學練習

發展而成。測驗按教學試驗中所教授的 16 個部首共設 20 道題目，每道題目給

予與字義相關的圖片以提示字義，並讓學生按圖片內容推測字的部首，為欠缺

部首之漢字填上正確的部首。20 在批改測驗時，會按以下準則評分： 

 

 

  為更有效檢測學生在接受教學試驗前後書寫漢字的表現變化，前置測驗及

後置測驗採用相同試卷，以便比較學生表現。 

 

一、 學生整體表現 

 

按以上評分準則為學生批改前置測驗及後置測驗後，各學生於前置測

驗及後置測驗中的得分，以及整體表現如下： 

   

 

 

就學生的整體表現而言，8 名學生在接受是次部首教學試驗後，後置

測驗的總得分相比前置測驗均有所提高，顯示學生接受部首教學後在書寫

漢字的表現上有一定程度的提升，比教學試驗前能正確書寫更多漢字。 

 

                                                      
20 有關測驗的詳細內容，請參閱附錄二。 

學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前置測驗 17 22 14 8 21 16 9 16 

後置測驗 23 31 22 15 25 24 26 33 

     

   最低分 中位數 最高分 平均分 

前置測驗 8 16 22 15.4 

後置測驗 15 24.5 33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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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部首分類表現 

 

（一） 第一類部首：直接使用獨體字作為部件的部首 

 

 教學試驗中教授的第一類部首包括：口、日、目、女、雨。從上

表可見，學生大致能掌握此類部首，例如當教授學生部首「雨」多與

「天氣」有關聯後，學生在題目「雷」中的表現便大幅提升。 

 

不過，部首「口、日、目」寫法相近，因此我們可以看見學生書

寫三個部首時仍常有混淆使用的情況。當中最值得注意的題目是

「昏」，雖然在前置測驗及後置測驗中均無人答對，但在後置測驗中大

部分學生都書寫了字形相近的部首「口」，並非如前置測驗中書寫字形

與「日」相距甚遠的其他部首或部件，可見學生可能推測出「昏」的

部首是「日」，惟在書寫時因混淆其他字形相近部首而導致未能正確回

答此題。由此可見，在進行部首教學時，如何與學生處理字形相近的

部首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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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類部首：有使用變形或原字作為部件的部首 

 

 教學試驗中第二類部首包括：水（氵）、火（灬）、手（扌）、心

（忄）、糸（糹）。按照各個部首所關聯的意思之具體性不同，學生對

各部首的掌握程度亦有所不同：例如教導學生部首「心」與「思想」、

「情緒」相關，較貼合學生的自身經驗，在後置測驗中「怕」一題的

表現便有大幅的提升；而「想」一題更提升至全對。 

 

 然而部首「糸」與「絲線」、「紡織」等有關，與學生的自身經驗

有所脫離，因此在「結」一題的表現在前置測驗與後置測驗中均未如

理想；而「緊」一題則因為在教學試驗後期所採用的篇章中有所提

及，因此學生在後置測驗中能正確回答的人數有所上升。可見教學內

容是否符合學生認知或學習經驗，對教學成效有顯著的影響。 

 

 另須注意的是「泉」和「燒」兩題。「泉」一題的答對率較低可能

由於擬定題目時圖片的選擇相關：學生在測試期間曾詢問圖片內容，

可見學生可能未能明白圖片內容。而「燒」一題學生表現有下降趨

勢，有機會因為學生對「堯」作為偏旁的字學習經驗較豐富，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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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仔細閱讀圖片的情況下便急於填上「澆」、「繞」等字。有見及此，

在擬定題目時應選擇更容易理解的圖片，而在測試過程中，亦應不時

提醒學生填上部首後所形成的字的字義必須與圖片的內容相關。 

 

（三） 第三類部首：主要使用變形作為部件的部首 

 

 

教學試驗中第三類部首包括：足（⻊）、食（飠）、艸（艹）、竹

（⺮）、衣（衤）、示（礻），當中「艸、竹」和「衣、示」分別是兩組

變形時書寫形式相近的部首。 

 

從上表可見，學生對足、食、艸、示四個部首的掌握較佳，特別

是「趾」一題的表現在後置測驗中有大幅提升。在「飯」一題中，不

少學生把「食」直接作為偏旁使用，可能是由於「食」與其作為偏旁

時的變形「飠」差異太細微，因此在教學時必須強調部首在作為偏旁

時字形上的變化：尤其可向學生強調，部首作為偏旁時要兼顧維護漢

字方塊字的特性，因此書寫空間相對較為狹窄，筆劃要相應減省，就

如同第二類部首中「水」在左側變形為「氵」一樣。 

 

學生普遍把「⺮」寫成「艹」，除了因為兩個部首在變形時書寫形

式相近，亦可能因為文化差異以致學生未能掌握「⺮」這個部首的意

義：從「⺮」的常用字大多是中國古時用竹製的工具，21因此非華語

                                                      
21 例如竿、筆、筷、箱、簿等從屬「竹」部的字，在古代都以竹所製，現今則多採用其他物料

題目 
前置測驗 後置測驗 

答對人數 錯誤答案（人數） 答對人數 錯誤答案（人數） 

裙 0 礻（2）、扌（2）、

亻（2）、斤（1）、

日（1） 

0 礻（5）、扌（1）、

忄（1）、巾（1） 

花 8  8  

神 4 亻（3）、扌（1） 7 衤（1） 

籠 0 艹（6）、心（2） 3 筆劃錯誤（1）、 

艹（4） 

趾 0 扌（2）、日（2）、

口（1）、亻（1）、

氵（1）、忄（1） 

6 扌（1）、口（1） 

飯 2 食（4）、亻（1）、

扌（1） 

3 食（4）、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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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難以掌握為何這些工具的名字字形部首為「⺮」，未能從字義推測

出其部首。 

 

對於「礻」和「衤」兩個部首變形，由於兩者寫法太過接近，學

生未能辨別兩者分別屬「衣」部的變形還是「示」部的變形，因此變

形相近的偏旁同樣是進行部首教學時需要注意之處。 

  

                                                      
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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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討論及結論 

 

從上述分析可見，非華語學童在接受部首教學後於寫字測試中的表現有所

提升，可見部首教學有助提高非華語學童正確書寫漢字的能力，與鄭素珍

（2011）對華語學童實踐的部首教學得到同樣正面的結果。 

 

而從各題中學生的表現可見，學生初步掌握從字義推測漢字部首的能力，

在一部分的題目中，學生於前置測驗中只能胡亂猜測，但於後置測驗中能寫出

字形相近的部首或變形，甚至能書寫正確答案。不過，研究結果同時亦反映在

實踐部首教學過程中必須處理兩個問題：一是應該選擇哪些部首進行教學，二

是如何與學生處理部首或變形與其他部首或變形之字形過於相近的問題。 

 

如學者王玉新（2009）所言，漢字部首的作用是其類化功能使我們可以掌

握各個漢字與其字義的基本聯繫，因此常見部首都應該加以教學。然而並非每

一個部首都適合任何年齡的學童學習，若果部首所表達的概念太過抽象，或所

表的概念與學生的生活經驗過於疏離，22即使該部首是常見的部首，亦不適宜

作為學習材料：23因為非華語學童的部首意識較華語學童發展較為緩慢（李俊

紅和李坤珊，2005），若果學生不能理解部首的意思，結果只會讓學生對部首進

行死記硬背，令部首教學失去意義。 

 

而在教學過程中，應該避免讓學生同時學習字形相近的部首，減少學生混

淆不同部首的機會。在教學時必須先教授其中一個部首，並透過反覆練習讓學

生完全掌握該部首後，才教授另一個字形相近的部首；同時須要強調兩個部首

之間的差異，使學生能更清晰分辨不同部首的不同寫法，以及辨別兩個部首分

別所代表的意思。24 

 

總括而言，部首教學有助於非華語學童提升他們正確書寫漢字的能力，透

過部首教學能讓他們建立部首的概念，明白漢字部首和字義之間有所聯繫；從

中亦能夠培養他們從字義推測漢字部首的能力，有效協助他們正確書寫漢字。 

 

不過在實踐部首教學時，必須注意教學內容的選擇應切合學生所處的年鹷

層的認知能力，並聯繫他們的生活與學習經驗；而字形相近的部首應分開處

理，以免學生産生混淆。 

                                                      
22 學生的生活經驗包括學習經驗、文化背景等。 
23 如本研究中的「糸」部，所表的意思「絲線」、「紡織」等對初小學童而言都難以理解。 
24 例如學習「衣（衤）」和「示（礻）」時，可先在其中一篇章讓學生學習「衤」作偏旁的字都

與「衣服」相關，例如襯衫、褲、裙、襪等，鞏固好學生對衣部的學習；在學生熟習「衤」即

「衣服」之意後，再於另一篇章教授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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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研究限制 

 

雖然是次研究反映部首教學有效提升初小非華語學童正確書寫漢字的能

力，但是次研究亦存有一定的限制，影響研究結果的準確性。 

 

一、 研究規模的限制 

 

是次研究參與的對象較少，使每名學生的個別表現變化都對整體學生

的表現有顯著的影響；在學生的個別成績上亦反映，雖然每名學生的成績

都有所提升，但不同學生的進步幅度差異甚大，研究成果可能只是部首教

學對部分非華語學童書寫漢字的能力有較顯著的幫助。 

 

此外，由於研究對象數目較少，研究者在教學試驗期間可以有較多時

間在課堂上對同學作個別的指導，使學生的學習成果更有成效。因此若本

研究在較大規模的班級進行，成效可能與本研究有所差異。 

 

為了提升研究的準確性，應再次在規模較大的班級進行研究，或另選

一組年齡與教育背景相同的非華語學童進行對照實驗，使研究成果更加客

觀和準確。 

 

二、 研究過程的限制 

 

學者趙金銘（2004）提出，非華語學童學習中文是第二語言的學習，

因此在學習時應注重實踐，因此練習對非華語學童學習中文而言是非常重

要的。 

 

然而由於研究在輔導班內進行，因應校方指示輔導班不宜額外安排回

家完成的課業，因此研究者只能透過課堂觀察及堂課來監察學生的學習進

展，未能安排家課予學生以鞏固在課堂上所學習的內容。因此研究者認為

同類型的研究適合融入於非學語學童正式的語文課當中，並為學生安排適

量的課業，為他們有更多練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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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反思及建議 

 

為了能更有效提升非華語學童正確書寫漢字的能力，本部分將就是次研究

的整個過程作反思，供研究者自身及其他教師在將來進行部首教學或相關研究

時作參考。 

 

一、 教學內容的選擇 

 

不論是對華語或非華語學童而言，部首教學都能協助學生更有效掌握

漢字，使學生辨認和書寫漢字的能力都有所提升。 

 

不過，在選擇教導學生哪些部首時，必須考慮學生的認知能力、文化

背景、學習經歷等，尤其對初小學童而言，他們較難掌握過分抽象或與其

生活經驗相關性低的概念。因此在教導初小學童漢字的部首時，應選擇具

有具體而清晰概念的部首作為主要的教學內容，最重要的是除了讓學生學

習常見的部首，同時亦讓他們建立部首的概念，明白部首與字義之間的聯

繫；而包含抽象或複雜概念的部首，應留待學生在較高的學習階段時才施

教。 

 

二、 教學方法的運用 

 

是次研究進行了三節課的教學，然而研究者每節課所採用的教學方法

都略有不同。第一節課是直接的部首教學，首先認識要學習的部首，再認

識屬於該部首的字；第二節是透過研究者撰寫的短篇故事，把屬於要學習

的部首的字串聯起來，再從中透過這些字認識不同的部首；第三節則與學

生複習他們學習過的課文，再在課文中圈出特定的詞語，介紹要學習的部

首並列舉屬於該部首的字。 

 

在三節課的教學過程中，學生在第三節課中最積極回應問題，因為學

生已經在中文課學習過所採用的課文，不像第二節課需要額外消化篇章內

容，而且運用學習過的篇章能讓學生在熟悉的語境中斟酌特定詞語的意

思，對他們掌握部首及部首所代表的概念更有幫助。 

 

就上述所見，部首教學宜配合日常的閱讀篇章教學，在閱讀的過程中

挑選特定的字詞作為教學目標，協助學生理解課文，同時學習不同部首所

指的特定概念範圍。並可以透過多篇篇章教授數個特定的部首，讓學生可

以反復練習辨識相同的部首並認識更多屬同一部首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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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評估設計 

 

是次研究的評估採用透過理解圖片內容推斷字義，並由字義推斷漢字

所缺漏的部首。這個設計可減低學生需要閱讀的漢字量，但圖片所描繪的

內容未必能容易讓學生讀懂，25而閱讀圖片時不同人所掌握的關鍵訊息亦

未必一樣，學生在閱讀圖片時未必能即時意識到題目所期望他們要寫的

字。 

 

因此在設計題目時可以按學者周小兵（2009）所提倡，提供圖片的同

時為題目組成詞語，再讓學生填寫目標字所缺漏的部首，26輔助學生更容

易推斷題目內容，更有效地推斷出該題目中的漢字所缺漏的部首。 

 

（全文共 7659 字） 

  

                                                      
25 如是次研究中的「泉」一題，便讓部分學生未能理解圖片。 
26 例如「燒」一題，可在圖片外為「燒」組成詞語「燃 （ ）堯」，讓學生更容易理解圖片

期望他們寫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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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部首教學教學設計（附課後反思） 

課題： 部首教學 

對象： 小學二、三年級（非華語學童） 

學習範疇： 寫字 

教學時間： 3 節課，共 270 分鐘（每教節 90 分鐘） 

學生已有知識或能力： 學生學習過： 

 漢字的基本筆劃及筆順 

 篇章《黑夜怪聲》27 

教學目標： 學生能夠： 

1. 說出部首的概念 

2. 認識部首變形的概念 

3. 正確說出部首的意思：口、日、目、女、雨、

水、火、手、心、糸、足、食、衣、示、艸、

竹 

4. 正確書寫部首：口、日、目、女、雨 

5. 正確書寫部首及其作為偏旁時的變形：水、

火、手、心、糸 

6. 正確書寫部首作為偏旁時的變形：足、食、

衣、示、艸、竹 

7. 從字義推斷字的部首 

教具應用： 1. 測驗 

2. 電子簡報（一）、（二）、（三）28 

3. 部首工作紙（一）、（二）、（三）29 

4. 篇章《小兔子家失火了》、《草蚱蜢》、《黑夜怪

聲》30 

 

教學流程：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教學安排 

教學 

實踐前 

1. 測試學生在接受部

首教學前，正確書

寫漢字部首的能力 

1. 評估：前置測驗（20 分鐘） 

讓學生進行前置測驗，檢定學生在接受部首教

學前，能否按字義推斷字的部首，以及掌握部

首及其變形的正確書寫方法。 

 

教具： 

測驗 

                                                      
27 作者黃虹堅，篇章輯於《現代中國語文（小二上第一冊）》（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

司，2006 年，漢語拼音初版），頁 70 – 71。研究者對篇章內容就研究的教學重點稍有修訂。 
28 各電子簡報設計可參閱附錄三。 
29 各部首工作紙設計可參閱附錄四。 
30 關於各篇章內容可參閱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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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節一 1. 學生能夠說出部首

的概念 

1. 引起動機（15 分鐘） 

展示屬土部的字（址、地、場、埋、城和

域），向學生說明這些字的字義，並要求他們

找出這些字的相同之處。 

址：地點，所在地（住址、地址、遺址） 

地：地球表面的部分（陸地） 

場：平場的空地，活動的地方（球場） 

埋：把東西放在坑裏，用土蓋上（掩埋） 

城：都市（城市、城填） 

域：在一定範圍內的地區（區域、領域） 

以上各字在字形的左邊都以「土」作為偏旁。

在字義上，它們與「土地」的概念有一定的關

聯。 

 

教具： 

電子簡報

（一） 

 2. 學生能夠正確說出

部首的意思：口、

日、目、女和雨 

3. 學生能夠正確書寫

部首：口、日、

目、女、雨 

2. 發展：部首（50 分鐘） 

向學生介紹部首，並以引入活動中屬土部的字

作例子，說明部首與字義有所關聯；而屬土部

的字，則跟「土地」的概念有關。然後教授學

生部首「口」、「日」、「目」、「女」、「雨」，並

舉例說明這些部首的意義，並讓學生練習書寫

部首。 

 

教具： 

部首工作紙

（一） 

 4. 學生能夠從字義推

斷字的部首 

3. 應用：練習（20 分鐘） 

給予學生提示，讓學生從字義中嘗試推測字的

部首。完成後與學生一同核對答案。 

 

 

  4. 總結（5 分鐘） 

總結課堂所學，要求學生說出部首的概念，並

說出部首「口」、「日」、「目」、「女」、「雨」的

意思。 

 

 

教學試驗課後反思 

 

 學生對於漢字的部首概念貧乏，但亦已掌握一定的漢字量，而且第一節教

學中所教授的部首在構成漢字時沒有特別變化，因此學生很容易掌握五個部首

所表達的概念。不過教學過程而部首為單位，逐一解說部首的教學過程缺乏過

渡，學生未必能即時跟上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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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節二 1. 與學生複習前節所

學的部首 

1. 部首複習（5 分鐘） 

要求學生說出部首「口」、「日」、「目」、

「女」、「雨」的意思。 

 

教具： 

電子簡報

（二） 

  2. 篇章閱讀（10 分鐘） 

與學生閱讀篇章《小兔子家失火了》及《草蚱

蜢》，並要求學生在篇章中圈出包含部首

「水」、「火」、「手」、「心」、「糸」的字。 

 

教具： 

篇章《小兔子

家失火了》、

《草蚱蜢》 

 

 2. 學生能夠認識部首

變形的概念 

3. 學生能夠正確說出

部首的意思：水、

火、手、心、糸 

4. 學生能夠正確書寫

部首及其作為偏旁

時的變形：水、

火、手、心、糸 

 

3. 發展：部首（50 分鐘） 

教授學生部首「水」、「火」、「手」、「心」、

「糸」及其變型，並舉例說明這些部首的意

義，並讓學生練習書寫部首及其作為偏旁時的

變形。 

教具： 

部首工作紙

（二） 

 5. 學生能夠從字義推

斷字的部首 

4. 應用：練習（20 分鐘） 

給予學生提示，讓學生從字義中嘗試推測字的

部首。完成後與學生一同核對答案。 

 

 

  5. 總結（5 分鐘） 

總結課堂所學，要求學生說出部首「水」、

「火」、「手」、「心」、「糸」的意思。 

 

 

教學試驗課後反思 

 

  本節教學中所教授的部首因為在構字時或有變化，因此學生需要同時掌握

部首的原字和變形。是次教學嘗試採用篇章形式教學，把包含教學目標的 5 個

部首的字串成篇章；不過篇章的難度亦因此提高，學生需要理解篇章內容，又

要認識字詞，因此在學習成效並不如前節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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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節三  1. 引起動機：重溫課文《黑夜怪聲》（5 分鐘） 

與學生重溫課文《黑夜怪聲》的內容。 

 

教具： 

修訂電子簡報

（三）、篇章

《黑夜怪聲》 

 

 1. 與學生複習前兩節

所學的部首 

2. 學生能夠正確說出

部首的意思：足、

食、衣、示、艸、

竹 

3. 學生能夠正確書寫

部首作為偏旁時的

變形：足、食、

衣、示、艸、竹 

 

2. 發展：部首複習及教學（60 分鐘） 

透過課文中的字詞，與學生複習前兩節所學的

部首（口、日、目、女、火、手、心、糸）；

同時引出新的部首變形（足、食、衣、示、

艸、竹），教導學生這些部首變形的筆順，並

另舉例字，與學生歸納部首的意思。 

 

 3. 學生能夠從字義推

斷字的部首 

4. 應用：練習（20 分鐘） 

針對課文中所使用的字詞，透過工作紙檢測學

生部首學習的成果，讓學生透過字義推測字的

部首。完成後與學生一同核對答案。 

 

教具： 

修訂部首工作

紙（三） 

  5. 總結（5 分鐘） 

總結整個部首教學單元的學習內容，與學生重

申部首與字義間的關聯，並讓學生自行列舉不

同部首的例字，要求他們說出部首與字義的聯

繫。 

 

 

 

教學試驗課後反思 

 

  本節教學繼續沿用篇章教學的形式，不過在選材方面則運用了學生曾在語

文課上學習過的篇章作為教材。學生因學習過篇章，因此在內容理解上較為迅

速和直接，同時亦可集中在字詞的部首學習上；按初步觀察所得，學生在課後

的寫字練習中的表現亦普遍比前兩次更佳，能夠準確書寫字詞的部首。 

 

教學 

實踐後 

1. 測試學生在接受部

首教學後，正確書

寫漢字部首的能力 

1. 評估：後置測驗（20 分鐘） 

讓學生進行後置測驗，檢定學生在接受部首教

學後，能否按字義推斷字的部首，以及掌握部

首及其變形的正確書寫方法。 

 

教具： 

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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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部首教學測驗設計 

 

 

  

部首教學測驗 

 

請為以下漢字填上缺漏的部件。  

Please fill the missing radicial for the following characters. 

 

 

         

 

 

        
 

 

        

 

 

           

班別︰非華語中班 路德會沙崙學校 姓名：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 2014-2015年度上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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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部首教學電子簡報設計 

 

電子簡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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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課程（四年全日制）   周啟傑 

CHI 4900 學術研究：部首教學與非華語學童正確書寫漢字的關係研究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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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簡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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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課程（四年全日制）   周啟傑 

CHI 4900 學術研究：部首教學與非華語學童正確書寫漢字的關係研究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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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簡報（三） 

 

 

  



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課程（四年全日制）   周啟傑 

CHI 4900 學術研究：部首教學與非華語學童正確書寫漢字的關係研究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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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部首教學部首工作紙設計 

 

 

  

部首工作紙（一） 
 

 □ □ □ □ 
意思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關 

例如： 

          
 

 □ □ □ □ 
意思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關 

例如： 

          

班別︰非華語中班 路德會沙崙學校 姓名：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 2014-2015年度上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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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意思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關 

例如： 

          
 

 □ □ □ □ 
意思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關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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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意思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關 

例如： 

          
 

 

 

 
我學會了！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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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根據老師的提示，為下列漢字填上缺漏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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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首工作紙（一） 參考答案 

 

口部：意思和口有關，如：吃、喝、吸、吹 

日部：意思和太陽、食物有關，如：晴、明、時、昔 

目部：意思和眼睛有關，如：睛、眉、看、盲 

女部：意思和女生有關，如：妹、姨、婚、嬌 

雨部：意思和天氣有關，如霜、霞、露、零 

 

練習題 

吵 昨 睡 

嫁 霧 吐 

晚 早 瞧 

姐 娃 雪 

咬 雲 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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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首工作紙（二） 
 

水 □ □ 
變 

形 □ □ 
意思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關 

例如： 

          
 

火 □ □ 
變 

形 □ □ 
意思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關 

例如： 

          

班別︰非華語中班 路德會沙崙學校 姓名：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 2014-2015年度上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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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 □ 
變 

形 □ □ 
意思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關 

例如： 

          
 

心 □ □ 
變 

形 □ □ 
意思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關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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糸 □ □ 
變 

形 □ □ 
意思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關 

例如： 

          
 

 

 

 

 

我學會了！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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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根據老師的提示，為下列漢字填上缺漏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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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首工作紙（二） 參考答案 

 

水部：意思和水有關，變形為「氵」，如：漿、汁、河、滑 

火部：意思和火有關，變形為「灬」，如：灰、災、燈、熟 

手部：意思和手有關，變形為「扌」，如：擊、掌、推、扯 

心部：意思和感情、個性有關，變形為「 」，如：忘、怒、性、惜 

糸部：意思和絲線有關，變形為「 」，如素、紥、編、綿 

 

練習題 

浪 爆 扭 

急 索 焦 

網 情 煮 

海 悲 拉 

渴 拳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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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首工作紙（三） 
 

  

夜 

 

   

 

  

 

  
 

   
 

   
 

班別︰非華語中班 路德會沙崙學校 姓名：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 2014-2015年度上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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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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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 

 

 窗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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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首工作紙（三） 答案 

黑 

嬸嬸 

神祕 

恐怖 

縮 

眼睛 

緊緊 

跑 

吃飯 

花 

抓 

昨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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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部首教學篇章 

 

 

  

《小兔子家失火了》 

  一個寒冷的夜裏，兔爸爸下

班回到家時覺得有點冷，便打算

到廚房磨一杯熱豆漿；怎料他踢

翻了地上的燈，燒着

了旁邊的雜物，房子

便因此失火了。 

他馬上叫醒兔媽媽，並推開

門把房間中正在睡覺的小兔子抱

出屋外，一家人才平安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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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蚱蜢》 

  小兔子看見小山羊的書包上

有一隻用草紮成的蚱蜢，心裏想

這小蚱蜢真可愛，便請小山羊為

他紮一隻。 

  小山羊帶小兔子到河邊，摘

了一根軟綿綿的小草，轉眼間一

隻草蚱蜢就放到了小兔子的掌

心。小兔子跟小山羊

說：「謝謝你！我一

定好好珍惜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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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怪聲》 

  育廷跟媽媽到鄉下嬸嬸家作客。 

  晚上，育廷一個人睡。忽然傳來了一陣刮窗

戶玻璃的聲音，「吱吱吱吱……」在寂靜中顯得神

祕而恐怖。「難道有妖怪？」育廷很害怕，馬上把

頭縮進被子

裏，眼睛閉得

緊緊的，還用

紙巾塞住耳

朵。 

  「吱吱吱

吱，吱吱吱

吱……」那聲音愈來愈響，育廷嚇得幾乎哭出

來，真想跑去找媽媽。可是他又想，別丟人了！

自己已經長大了，有事得像個男子漢呀！想着想

着，「吱吱吱吱」聲變成了輕柔的催眠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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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早飯時，嬸嬸問育廷：「最近，有隻小花貓

常來抓窗戶，你昨晚沒嚇着吧？」 

  育廷舒服地打了個呵欠：「我睡得可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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