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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識字和識詞教學一直是初小語文教學的重點。學生能掌握多少漢字，某程度也能了解

他的閱讀及寫作能力。普遍學生都是在中文課上認識生字，而在中文課上，則離不開課本。

因此，教科書羅列的漢字，是識字、識詞教與學的基本依據。教科書如何安排漢字筆畫、

筆順、部件、間架結構等教學；教科書如何選擇詞語，詞量的安排等，都是教科書漢字漢

詞研究的範圍。 

  本論文從兩套香港教科書的編寫理念和框架作切入，以理解它們的特點。通過文獻綜

述法、內容分析法和數據分析法等，比較兩套教材的詞語表，統計兩者的詞量和詞種、認

讀字和運用字得分配、選擇的詞語，以及與官方詞語表《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的比較。

同時，論文也會分析漢字的教學和練習安排，包括筆畫、筆順、部件等，期望能了解哪種

編排對學生在學習詞語時會較有幫助和影響。 

  研究發現兩套教材都是經過精心安排的，大部分詞語都與《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相

符，唯兩套教材都應提高其科學性。透過研究，期望能喚醒學界對教科書質量的關注，同

時為日後的教材研究奠定基礎。由於能力所限，本文無法找出教科書之發行量和使用率，

也未有找到香港出版的詞頻表，繼而進行更進一步的分析，是為研究的不足之處。期望日

後能以此研究作為基礎，進而研究第二學習階段之漢字和生詞的安排，了解高小與初小詞

語選擇相異之處，同時，期望日後能比較兩岸三地的小學教科書，在選詞方面有何相似或

不同之處。  

 

關鍵詞：初小 香港中文教科書 識字 識詞 兩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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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教材的小學教材的小學教材的小學教材的詞語詞語詞語詞語和漢字和漢字和漢字和漢字安排安排安排安排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以以以以《《《《學好中國語文學好中國語文學好中國語文學好中國語文》》》》和和和和《《《《新語文新語文新語文新語文》》》》為例為例為例為例    

    

1. 1. 1. 1.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1.11.11.11.1 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    

  漢字的學習為中國語文科之基礎。香港學生在學習中文科時，先是從識字開始。學生

能掌握多少漢字，某程度也能了解他的閱讀及寫作能力。學生固然能從多種渠道學習漢字，

但普遍學生都是在中文課上認識生字。而在中文課上，則離不開課本。因此，教科書羅列

的漢字，將會是學生要學的字。 

  至於詞語是表達意義的核心。漢語作為一種語言，只有詞匯才具有交際意義，傳達信

息，因此，學生對詞語掌握的程度，往往關係到應用漢語的能力。由是可見，詞語的掌握

也同樣重要。 

  本文探討的是香港小學教材之詞語和漢字安排。香港識字教學的特點，在於字和詞一

併教學。有的漢字既可以是字，又可以作為詞，並不能把字和詞分割。因此，本文將探討

教科書的詞語和漢字安排，以求作一個較全面的分析。 

1.21.21.21.2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識字、識詞一直是初小中國語文科的教學重點，因為識字不足，不但會影響學生學習

語文，更會影響學生學習其他學科。透過研究初小教科書之漢字和詞語教學安排，可以了

解在不同教科書在識字教學的編排上有甚麼差別，他們的編排又是否全面，是否符合香港

教育局的要求及學者的理論。此外，更重要的是，通過研究和對比教科書，能了解哪種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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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對學生在學習漢字時會較有幫助和影響。筆者期望通過分析和對比的研究，能對低年級

的識字教材有較深入的了解，並提供改善建議，為識字教材研究略盡綿力。 

    

1.31.31.31.3 研究對象及方法研究對象及方法研究對象及方法研究對象及方法    

  是次研究對象為香港教育局認可的兩套中文科教科書：《新語文》和《學好中國語

文》。由於論文是研究初小識字教學的編排，因此研究只涵蓋小一至小三的課本。每個年

級分為上下冊，一共 4 本。兩套教材合共 24 本課本。 

  選取這兩套教科書主要有以下考慮：首先，兩套教科書均於 2011 年出版，都是較新

教科書；第二，兩套教科書的編寫理念、體系及漢字教學模式有相似及相異的地方，故取

之以作比較。 

  論文採取比較研究法、文獻綜述法、內容分析法和數據分析法，透過分析兩者的詞語

表，從而了解現時中文教科書的漢字編排特點。 

1.41.41.41.4 文獻綜述文獻綜述文獻綜述文獻綜述    

1.4.1.4.1.4.1.4.1111 詞語詞語詞語詞語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1.4.1.4.1.4.1.4.1111.1.1.1.1 詞語重複率詞語重複率詞語重複率詞語重複率    

  張維（1979）指出，有的教材複現率很低，學生學過很難再碰到，這樣對學生學

習詞語沒有甚麼作用。而劉珣（1994）也指出重現率是評價教科書的標準。而柳燕梅

（2002）和江新（2005）研究發現生詞重複率對歐美漢語學習者有利。而康艷紅，董

明（2005）比較兩套教材的詞語平均詞頻、重現分佈等，得出兩套教材共有詞語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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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率是好的，唯除了出現十次以上的高頻詞語外，其他詞語出現率則未必能保證學習

者的掌握程度。 

1.4.1.4.1.4.1.4.1111.2.2.2.2 生詞量生詞量生詞量生詞量    

  趙金銘（1998）認為生詞量的標準包含三方面：第一，平均詞匯量合適，不少不

多，是學生可接受的；第二，初階宜少，隨著學生水平提高而增加詞匯量，以循序漸

進的方式學習；第三，每篇課文生詞分佈均勻，不應有課文生詞太少，有的則太多。 

1.4.1.4.1.4.1.4.1111.3.3.3.3 語義類研究語義類研究語義類研究語義類研究    

  柯麗芸（2008）以三部漢語教材建立語料庫，並與《現代漢語詞典》和《現代漢

語分類詞典》聯繫，運用計量統計法，考察教材性質與狀態義類的數量、類型、分佈

等。 

1.4.1.4.1.4.1.4.1111.4.4.4.4 教材詞語的對比的研究教材詞語的對比的研究教材詞語的對比的研究教材詞語的對比的研究    

  在教材詞語的分析方面，國內學者都以對外漢語教材作出分析和比較。如崔彥京

（2012）就中韓四套初級漢語教材的詞語作出對比分析，研究分析各教材詞語的詞性、

難度、義類、重複次數等作出深入的數據分析和比較，從而比較中韓兩地選詞的差異。

劉小連（2013）以三套對外漢語教材進行比較，分析其優劣，並透過問卷，了解師生

使用的反饋。而晁淑貞（2009）也就其中一套對外漢語教材的詞量、詞匯分佈、重現

率及難易程度等作出統計，並結合理論作分析。 

1.4.1.4.1.4.1.4.2222 漢字研究漢字研究漢字研究漢字研究    

1.4.1.4.1.4.1.4.2222.1.1.1.1 識字量識字量識字量識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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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識字量而言，參考 1996 年內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教育委員會制定的《九年義

務教育全日制小學語文教學大綱（試用）》表示，在小學階段，要使學生學會常用漢

字 2500 個左右，當中要能掌握它們的形音義。而香港方面，香港課程發展議會在

1990 年編製的《小學課程綱要：中國語文科（小一至小六）》，提出在小學階段，學

生要認識 2600 字；綱要中也明確表明各年級要認識的字量1，並要求學生能認識課文

中字詞的形音義，並能運用所學字詞。 

  學者關之英（2000）參考兩地的課程文件，總括兩地識字教學的要求有二：第一，

在數量而言，學生應在小學階段掌握 2500-2600 個漢字；第二，在質量而言，要掌握

漢字的形音義。 

  然而，這些數據已經年代已久，而官方最新頒布的，能為教師及出版社提供參考

依據有關字詞的文件，也只有於 1996 年，由香港教育署公布的《小學教學參考詞語表

（試用）》，當中收錄 6765 詞語。之後官方頒布的課程文件上，就再沒有清楚列明學

生應掌握的生字量。倘若要了解學生應掌握之生字，則只可參考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

國語文教育組於 2007 年頒布的《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當中詞語表中的詞語，有

86.62%沿襲了 1996 年《小學教學參考詞語表（試用）》，而詞語表之漢字，則佔該表

漢字的 97.79%。同時 2007 年頒布的《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中也參考 1990 年香港小

學常用字表，佔該表漢字之 98.69%。由此可見，2007 年頒布的《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

有值得參考的價值。 

  另外，有學者就識字量問題提出意見，如黎傳緒（2005）引述國家統計局抽樣調

查統計，最常用的漢字有 560 個，常用字為 507 個，次常用的字為 1053 個，而這 2000

多字佔報刊用字 99%。由此說明，在認識這些字後，則能閱讀大部分的書籍及刊物。

因此，可見中央制定小學生應掌握 2500 字量是合理的。 

1.4.1.4.1.4.1.4.2222.2.2.2.2 漢字複現率漢字複現率漢字複現率漢字複現率    

                                                           
1小一應認識約 460 字；小二認識 500 字；小三認識 530 字。因此，當學生完成初小階段，學生便應累積了

1490 個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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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江新（2005）所言，漢字複現率「是指字或詞在教材中重複出現的的次數」。

郝美玲、劉友誼（2007）就漢字複現率進行了研究，發現構詞數多的漢字，較少受複

現次數影響；而構詞數少的字，則會受較大影響。亦有學者研究認同複現率越高，學

生對漢字掌握越好，但當複現率為六十，則有可能浪費教學資源；筆畫數與複現率之

間沒有影響；研究也發現漢字最佳的複現率為 20-25 左右，那大概 65%的學生都能掌

握該漢字（李瀟瀟，2011）。 

1.4.1.4.1.4.1.4.2222.3.3.3.3 筆順筆畫筆順筆畫筆順筆畫筆順筆畫    

  據學者的定義，漢字筆畫的順序為「順」（胡田，2013）。他認為筆順之所以要

求嚴謹，是因為筆畫的連貫與呼應會影響字的效果，另外筆順也關係到思維及邏輯性

（胡田，2013）。參考學者詹阿惠（2014）的研究，發現歷年學者對筆順都提出一系

列的規則，對筆順的定義也有詳盡的分析，總結出筆順與筆畫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

當中筆順有兩個定義，第一，指的是筆畫的走向，即寫橫劃時由左到右，寫豎劃時從

上到下；第二，指的是筆畫書寫的先後次序，即寫「三」字時先寫最上一橫，再寫中

間，最後才寫下面一橫。胡田（2013）認為一般人就單一筆畫的問題不大，但一個字

整體的筆順則才是研究的重點。他提出三項有關漢字筆順的意義，當中，他認為筆順

能幫助人們牢記正確的漢字。由是可見，筆順對學生掌握生字也有一定影響，不容忽

視。 

1.4.1.4.1.4.1.4.2222.4.4.4.4 部件結構部件結構部件結構部件結構    

  所謂部件就是構成漢字字形的基本單位，據學者形容，部件是由筆畫組成的「塊

狀結構」，能組配出漢字（邵敬敏，2001）。有學者引用研究指出在字義學習方面，

筆畫數 10 以下的漢字較容易認知，而 10 畫以上則與結構有關；而即使漢字筆畫相同，

學習的該字的難度並不相同，因此字的結構方式、部首特徵則對學習有較大影響（高

垚，2008）。 

 

1.4.1.4.1.4.1.4.2222.5.5.5.5 教材教材教材教材漢字的漢字的漢字的漢字的對比的研究對比的研究對比的研究對比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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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有關教材詞語和漢字的研究不多，大多都是國內研究對外漢語教材及國

內小學識字教材的研究。 

  就對外漢語教材的研究，劉慧敏及蘇育全（2014）針對四本德國小學漢語教材的

分析，就其筆畫、筆順、部首、結構及教法作出分析，從而針對各方面提出改善建議。   

另外謝慧蓉（2012）同樣針對對外漢語教材，分析及比較其筆畫、筆順、部件、結構、

練習、教學法、複現率等各方面，從而提供改善建議。 

  而研究國內教科書的有劉曉蓉（2011）抽取三套國內小學語文科教材，從其教材

特點、字量、字種、識字法、練習編排等作出比較及分析，繼而提出各教材在各方面

的優劣，並提出改善建議。另外，陳晶（2004）也就著字量、整字及構詞三方面統計

及比較內地三套初小語文教科書，期望能為日後語文教材的編寫作出一些參考價值。

周美玲及蘇新春（2009）分析四套國內教材的會用會寫字的編排，透過語料庫，比較

各教材字量、字種、字頻。 

  另外，也有學者針對識字量，比較內地及台灣各一套普及的教材，研究其用字量

及單字出現的頻率，同時比較兩岸教材用字的差異，從而檢視外國學生在來往兩岸時

可能遇到的漢語銜接問題（信世昌及周昭廷，2014）。 

 

上述教材詞語的分析則集中於詞量、重複次數、難度等方面；而教材漢字的分析，

普遍圍繞漢字的筆劃、筆順、部件、識字法方面。 

然而，上述文獻較多是針對外漢語教材的研究，有關研究未必適用於母語學習者。

有見研究香港的教科書識字教學的文獻少之又少，筆者期望能參考前人研究的方法，

從而檢視香港初小語文教科書，在識字和識詞教學上的特點，並了解以下兩方面的問

題：第一，書中所選擇的詞語及漢字是否合適，其編排是否符合學者的理論？第二，

練習的設計是否能鞏固學生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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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2. 兩套教科書兩套教科書兩套教科書兩套教科書特點簡介特點簡介特點簡介特點簡介    

2.12.12.12.1 編寫理念編寫理念編寫理念編寫理念    

  兩套教科書的編輯說明都指出，教材是根據香港課程發展議會於 2004 年頒布的《中

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2008 年修訂的《小學中國語

文建議學習重點》及 2001 年頒布的《優質課本編寫原則》所編寫。 

  兩套教材的理念同中有異。《學好中國語文》及《新語文》皆強調「以學生為主體」、

「以學生為本」。兩套教材均認為課文及學習內容應貼近學生的心智發展、生活、學習經

驗及成長歷程。《學好中國語文》以閱讀、寫作、聆聽、說話等九個學習範疇為主導，發

展基本語文能力；而《新語文》則較著重閱讀、寫作、聆聽、說話，以這四個範疇為基礎，

發展學生的語文能力。通過語文基本能力的培養，兩套教材都重視學生思維的發展、文學

欣賞、中華文化的認識及品德情意的培養。然而，《新語文》也希望學生能掌握自學技能，

惟《學好中國語文》並未提到這點。兩套教材都著重共通能力的發展及對語文學習的興趣、

態度、學習策略等，為學好其他學科、日後進階的學習及工作打好基礎。《新語文》更強

調的是通過小組學習，培養學生合作學習、社交技能及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除了「以學生為本」，《新語文》也重視教材是否方便教師教學。為達至方便教學，

教材制定明確的學習目標、設計了能達到學習目標的學習材料和學習活動。教材也包含了

不同教學策略，以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及照顧學習差異。教材設計能評估學生能力的練習

和活動。 

  從以上可見，《新語文》比《學好中國語文》更重視小組學習及自學能力。《新語文》

也重視教師教學方面，因此在編排上能兼顧學習目標、活動、教學策略、評估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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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2.22.2 框架理念框架理念框架理念框架理念    

  兩套教材都有 24 冊，每學年 4 冊。教材均採取能力導向的單元編排。《學好中國語

文》的單元以縱向發展，「認識與理解（字詞）」為第一步，接著便是「認識與理解（句

段篇）」、「分析與綜合（中心與材料）」等等。該教材其中一項特色為：「強化識字和

字詞學習」。《學好中國語文》的字詞學習採取集中學習及分散學習的策略，通過掌握基

本策略和方法，不斷學習和累積字詞。在第一學習階段（一至三年級）設有集中識字單元，

例如二上一單元一第 5 課《青字歌》，課文有大量部件為「青」的字，讓學生認識大量有

關的詞語；同時有部分字詞，分散在理解文章及訓練重點的活動中，以奠定學生的語文基

礎。而《新語文》的編排則是一、二年級以識字、寫字、積累詞匯、學習句子和段為主，

讓學生從口語表達過渡至書面語的運用。 

  而《學好中國語文》則把閱讀材料分為講讀、導讀、自讀。講讀包括四個學習步驟：

「讀前熱身」、「字詞解碼」、「理解階梯」、「學習活動」。導讀則在以上步驟中，讓

學生在指導下完成學習活動，以引發學生自主學習。而自讀則由學生自行閱讀，以不同評

估活動評鑑學習表現，並推廣廣泛閱讀，擴闊學生閱讀量。 

  《新語文》並沒有自學篇章。在第一學習階段，每篇的課文都包括：「啟動活動」、

閱讀篇章及課後活動（課後活動包括「字詞寶庫」、「我會讀，我會想」及「語文萬花

筒」）；在單元末，則有「綜合活動」、「齊來學寫字」（適用於一、二年級）或「活用

語文學習工具」（適用於三年級）、「自學園地」。 

表格 1 兩套教科書兩套教科書兩套教科書兩套教科書的的的的學習活動學習活動學習活動學習活動    

 《學好中國語文》 《新語文》 

講讀、導讀 「讀前熱身」 「啟動活動」 

「字詞解碼」 「字詞寶庫」 

「理解階梯」 「我會讀，我會想」 

「學習活動」 「語文萬花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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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學 「TSA 閱讀題」  

「自學角」  

單元末  「綜合活動」 

 「齊來學寫字」／ 

「活用語文學習工具」 

 「自學園地」 

 

 

3. 3. 3. 3. 詞語表分析詞語表分析詞語表分析詞語表分析    

  兩套教科書的教師用書均包含教學補充資料。針對識字方面，《學好中國語文》及

《新語文》的教學資料分別包含「詞語解釋」及「字詞寶庫」，把詞語的形、音、義列出，

並提供例句及釋詞活動。兩本教材把課文的詞語分為「認讀詞語」和「運用詞語」兩種，

但沒有解釋兩種詞語的差異。附錄一為兩套教材的教學補充資料例子。下表為兩套教材處

理漢字形、音、義的框架。 

表格 2 兩套教科書兩套教科書兩套教科書兩套教科書教授形音義教授形音義教授形音義教授形音義的框架的框架的框架的框架 

 形 音 義 

認讀 運用 認讀 運用 認讀 運用 

學好中國

語文 

部首 粵語拼音 詞性 

詞義 

 例句 

易錯筆畫 

（部分漢字） 

粵語同音字  釋詞活動 

普通話拼音   

新語文   粵語拼音 詞義 

普通話拼音 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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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建議 

  從上表可見，《學好中國語文》的教學補充資料，在處理漢字字形方面較完善，方便

教師教學，如「七」字教學中，易錯筆畫會提示「最後一筆不鈎」；惟《新語文》沒有特

別指示字形教學。 

  在字音方面，《學好中國語文》及《新語文》都有列出粵普拼音，前者更有列出粵語

同音字，但普通話則沒有列出同音字；後者則沒有列出任何同音字。兩套教材採用不同的

標音系統，前者以香港語言學學會的注音系統標音，以羅馬字母拼寫；後者則以黃錫凌注

音系統標音，依國際音標整理而成。 

  而在字義方面，《學好中國語文》在認讀及運用兩種詞語都列出了詞性和詞義，例句

和釋詞活動則只限於運用詞語；有別於《學好中國語文》，《新語文》則沒有列出詞性，

但所有詞語都設有例句，供教師參考。 

  綜合以上各點，兩套教材對處理漢字的形音義都有相似和相異之處。較為相似的地方

是教授字音方面。筆者認為《學好中國語文》在字形教授方面比較詳盡和全面，能突出漢

字的部首和形態。相較之下，《新語文》較重視詞義教學，不論是認讀還是運用詞語，都

提供例句供教師參考。



16 

 

  初小為學生識字的關鍵期，識字量不足，會影響學生的閱讀和寫作；識字量過多，則會增加學生的學習負擔。詞語表為

教師在識字教學上的資料來源，因此本論文會從四方面分析兩套教材處理詞語表。 

3.13.13.13.1 兩套教科書詞量和詞種的統計兩套教科書詞量和詞種的統計兩套教科書詞量和詞種的統計兩套教科書詞量和詞種的統計（（（（第一學習階段第一學習階段第一學習階段第一學習階段））））    

  經過統計和分析，下表分別反映兩套教科書詞語表中，認讀詞語和運用詞語的詞量和詞種分配。 

表格 3 兩套教科書兩套教科書兩套教科書兩套教科書詞量和詞種分配詞量和詞種分配詞量和詞種分配詞量和詞種分配 

 學好中國語文 新語文 

認讀及運用：詞種 20822 15403 

認讀： 

不重複的 

1003 

（其中有 4 個詞語出現兩次，重複詞語只計算 1

次） 

784 

（其中 2 個詞語出現兩次，重複詞語只計算 1

次） 

運用： 

不重複的 

1246 

（其中有 18 個詞語出現兩次或以上，重複詞語只

計算 1 次） 

886 

 

                                                           
2
總詞量指的是詞種。認讀及運用不重覆的詞量加起來應為 2249，但有些詞語同時出現在認讀及運用詞語中，重覆出現的詞語不計算在內。（167詞

語同時出現在認讀及運用詞語中） 
3
總詞量指的是詞種。認讀及運用不重覆的詞量加起來應為 1670，但有些詞語同時出現在認讀及運用詞語中，重覆出現的詞語不計算在內。（130詞

語同時出現在認讀及運用詞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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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兩套教科書，扣除重覆出現的詞語，兩套教材在詞量、詞種有明顯的差異。不論是認讀和運用的詞量，《學好中國

語文》都比《新語文》多。《學好中國語文》的詞種比《新語文》多 542 個；《學好中國語文》的認讀及運用詞語也比《新

語文》多 219 個及 360 個。下文統計了兩套教科書在認讀及運用重複出現的詞語，並嘗試分析這些重複是否合理。 

  文章先分別統計《學好中國語文》重複出現在認讀詞語表及運用詞語表的詞語；再統計《新語文》重複出現的詞語。 

表格 4《《《《學好中國語文學好中國語文學好中國語文學好中國語文》：》：》：》：重複出現在重複出現在重複出現在重複出現在認讀詞語表認讀詞語表認讀詞語表認讀詞語表的詞語的詞語的詞語的詞語（（（（第一學習階段第一學習階段第一學習階段第一學習階段））））    

 1 上 1 1 上 2 1 下 1 1 下 2 2 上 1 2 上 2 2 下 1 2 下 2 3 上 1 3 上 2 3 下 1 3 下 2 

1. 指 ✔   ✔         

2. 灰 ✔     ✔       

3. 自由      ✔   ✔    

4. 過去   ✔✔          

 

  在認讀詞語方面，《學好中國語文》有 4 個重複詞。當中詞語重複的間距也不同，小學三年級的詞語只會同時出現在小

二；而小一的詞語只會重複在小一和小二上冊書。筆者認為若詞語的意思相同，實沒有必要在詞語表重複出現兩次。經過查

證，發現詞語在課文中有不同的用法，詞性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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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5《《《《學好中國語文學好中國語文學好中國語文學好中國語文》》》》重複詞在課文中的用法和詞性重複詞在課文中的用法和詞性重複詞在課文中的用法和詞性重複詞在課文中的用法和詞性（（（（認讀詞語認讀詞語認讀詞語認讀詞語）））） 

 詞性 解釋 課文句子 

1. 指 名詞 手指頭4 伸出小手見五指5 

動詞 手指頭或物件尖端對著或向著6 小星星指著遙遠的天空7 

2. 灰 形容詞 顏色8 非課文生詞9 

名詞 粉末狀的東西10 渾身都是粉筆灰11 

3. 自由 形容詞 不受拘束12 專門給同學用來自由畫畫的13 

名詞 不受拘束的行動14 田字出頭要自『由』」15 

4. 過去 時間詞 以前的時期16 我過去沒禮貌17 

                                                           
4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一上一單元一第 1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1.30。 
5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一上一單元一第 1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7。 
6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一下二單元十一第 9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11.46。 
7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一下二單元十一第 9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44。 
8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一上一單元一第 3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1.59。 
9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一上一單元一第 3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18。 
10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二上二單元四第 4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4.50。 
11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二上二單元四第 4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12。 
12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二上二單元四第 4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4.48。 
13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二上二單元四第 4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19。 
14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三上一單元一第 4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1.40。 
15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三上一單元一第 4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17。 
16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一下一單元七第 1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7.13。 
17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一下一單元七第 1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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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詞 經歷過某個階段18 一年的時間過去了19 

 

  基於重複出現的詞語都有不同的詞性和用法，如「指」字有名詞和動詞的用法，兩者實有不同的意思。因此，《學好中

國語文》重複出現的認讀詞語是合理的。 

 

表格 6《《《《學好中國語文學好中國語文學好中國語文學好中國語文》：》：》：》：重複出現在重複出現在重複出現在重複出現在運用運用運用運用詞語表詞語表詞語表詞語表的詞語的詞語的詞語的詞語（（（（第一學習階段第一學習階段第一學習階段第一學習階段））））    

 1 上 1 1 上 2 1 下 1 1 下 2 2 上 1 2 上 2 2 下 1 2 下 2 3 上 1 3 上 2 3 下 1 3 下 2 

1. 頂    ✔ ✔       ✔ 

2. 出來 ✔        ✔    

3. 好    ✔     ✔    

4. 家   ✔ ✔         

5. 對  ✔      ✔     

6. 尖    ✔      ✔   

7. 快 ✔          ✔  

8. 數       ✔    ✔  

                                                           
18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一下一單元九第 10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9.41。 
19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一下一單元九第 10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76。 



20 

 

9. 暖 ✔      ✔      

10. 暗 ✔          ✔  

11. 比  ✔     ✔      

12. 決定      ✔   ✔    

13. 甜  ✔     ✔      

14. 背     ✔✔        

15. 遠       ✔✔      

16. 長  ✔✔           

17. 開學 ✔       ✔     

18. 高  ✔     ✔      

 

  在運用詞語方面，《學好中國語文》共有 18 個重複詞語。而間距方面，運用詞語的間距比認讀詞語廣，例如「快」一

詞出現在 1 上 1 及 3 下 1；也有運用詞語出現在同一冊書，如「背」、「遠」、「長」。同樣，若詞語的意思和用法相同，

就沒有必要在詞語表重複出現兩次了。經過查證，發現這些詞語在課文中有大部分詞語的用法及詞性不同，但小部分詞語識

重複的。礙於篇幅，完整的表格可參考附錄二，下表只臚列意思和用法完全相同的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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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7《《《《學好中國語文學好中國語文學好中國語文學好中國語文》》》》在課文中意思和用法完全相同的在課文中意思和用法完全相同的在課文中意思和用法完全相同的在課文中意思和用法完全相同的運用詞語運用詞語運用詞語運用詞語    

 詞性 解釋 課文句子 

1. 開學 動詞 學期開始20 動物學校開學了。21 

動詞 學期開始22 開學的第二天23 

2. 甜 形容詞 像糖和蜜的味道24 味道又甜又酸25 

形容詞 像糖和蜜的味道（與苦相對）26 甜甜地笑著27 

3. 遠 形容詞 空間或時間的距離長（跟近相對）28 這顆星和那顆星，中間總是隔那麼遠29 

形容詞 空間或時間的距離長（跟近相對）30 送到遠遠的地方31 

4. 暖 形容詞 暖和32 晴對陰，冷對暖33 

                                                           
20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二下二單元十一第 6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11.35。 
21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二下二單元十一第 6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40。 
22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一上一單元三第 9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3.24。 
23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一上一單元三第 9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62。 
24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一上二單元五第 4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5.13。 
25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一上二單元五第 4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28。 
26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二下一單元八第 4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8.13。 
27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二下一單元八第 4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34。 
28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二下一單元七第 3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7.41。 
29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二下一單元七第 3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20。 
30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二下一單元八第 4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8.15。 
31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二下一單元八第 4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36。 
32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一上一單元二第 5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2.20， 
33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一上一單元二第 5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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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詞 暖和34 暖暖的春風吹在我身上35 

5. 高 形容詞 從下向上距離大，離地面遠（跟近

相對）36 

媽媽替我;量身高37 

形容詞 從下向上距離大，離地面遠（跟近

相對）38 

送到高高的藍天39 

 

  從上述詞語可見，大部分重複出現的運用詞語都是形容詞，而「甜」、「遠」、「高」三個形容詞都出自於二下一單元

八第 4 課。事實上，這些形容詞都不算難以掌握，因此筆者認為這些詞語的重複出現是沒有必要的。出版社可考慮替換二下

一單元八第 4 課課文，避免詞語重複出現。 

  總的來說，《學好中國語文》重複出現在認讀詞語表的詞語意思不同，因此是合理的重複；但在運用詞語方面，部分重

複出現的詞語不太合理，因為意思和用法是完全相同或相似的，故沒有必要重複讓學生學習兩次。出版社可考慮選擇更改課

文，或從課文中挑選其他詞語，避免重複講授。 

  《新語文》重複的詞語較少，只有認讀詞語出現重複的現象，而運用詞語表沒有重複詞語： 

 

                                                           
34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二下一單元單元八第 5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8.27。 
35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二下一單元單元八第 5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43。 
36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一上二單元四第 1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4.9。 
37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一上二單元四第 1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4。 
38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二下一單元八第 4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8.15。 
39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二下一單元八第 4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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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8《《《《新語文新語文新語文新語文》》》》：：：：重覆出現在重覆出現在重覆出現在重覆出現在認讀詞語表認讀詞語表認讀詞語表認讀詞語表的詞語的詞語的詞語的詞語（（（（第一學習階段第一學習階段第一學習階段第一學習階段））））    

 1 上 1 1 上 2 1 下 1 1 下 2 2 上 1 2 上 2 2 下 1 2 下 2 3 上 1 3 上 2 3 下 1 3 下 2 

1. 原來 ✔ ✔           

2. 颳        ✔ ✔    

  在認讀詞語方面，《新語文》只有兩個詞語重複。有別於《學好中國語文》，《新語文》重複詞語的間距較短。經過查

證，發現它們在課文中的用法和意思很相似： 

表格 9《《《《新語文新語文新語文新語文》》》》重複詞在課文中的用法和詞性重複詞在課文中的用法和詞性重複詞在課文中的用法和詞性重複詞在課文中的用法和詞性（（（（認讀詞語認讀詞語認讀詞語認讀詞語）））） 

 詞性 解釋（例句） 課文句子 

1. 原來 副詞 發現真實情況（這份禮物原來

是祖父送給我的40） 

你猜是誰回來了，原來＿＿＿41 

副詞 起初，沒有經過改變的，表示

真實情況（原來我們是同年同

月同日出生的42） 

原來是它裡面裝的東西太多了43 

2. 颳 動詞 風吹（窗外颳起了北風44） 原來外面正颳著大風45 

                                                           
40新亞洲出版社編輯委員會（2011）：《新‧語文（一上一單元三第 7 課）》，香港：新亞洲出版社，頁 3.15。 
41新亞洲出版社編輯委員會（2011）：《新‧語文（一上一單元三第 7 課）》，香港：新亞洲出版社，頁 46。 
42新亞洲出版社編輯委員會（2011）：《新‧語文（一上二單元六第 13 課）》，香港：新亞洲出版社，頁 6.9。 
43新亞洲出版社編輯委員會（2011）：《新‧語文（一上二單元六第 13 課）》，香港：新亞洲出版社，頁 42。 
44新亞洲出版社編輯委員會（2011）：《新‧語文（一二下二單元五第 10 課）》，香港：新亞洲出版社，頁 5.9。 
45新亞洲出版社編輯委員會（2011）：《新‧語文（一二下二單元五第 10 課）》，香港：新亞洲出版社，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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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詞 吹（香港的夏天時颳颱風的季

節46） 

海上颳起了陣陣大風47 

 

  從上表可見，出現兩次的「原來」、「颳」字的詞性、意思和用法都相同，因此這個重複是不必要的。由此可見，《新

語文》在詞語教材編寫方面稍欠嚴謹。 

 

 

 

 

 

 

 

 

 

 

                                                           
46新亞洲出版社編輯委員會（2011）：《新‧語文（三上一單元三第 7 課）》，香港：新亞洲出版社，頁 3.16。 
47新亞洲出版社編輯委員會（2011）：《新‧語文（三上一單元三第 7 課）》，香港：新亞洲出版社，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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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23.23.2 兩個版本認讀字兩個版本認讀字兩個版本認讀字兩個版本認讀字、、、、運用字的分冊統計運用字的分冊統計運用字的分冊統計運用字的分冊統計    

下表統計兩套教科書認讀、運用的比例。當中並沒有扣除重複出現詞語，以保持數據的準確度： 

表格 10 兩套教科書認讀兩套教科書認讀兩套教科書認讀兩套教科書認讀、、、、運用運用運用運用詞語詞語詞語詞語的比例的比例的比例的比例    

註：總計為各分冊教材認讀及運用的總和 

  認用比率為認讀詞與運用詞相除所得的結果 

  根據上表，發現以《學好中國語文》一上的認用比例懸殊最大，證明出版社認為學生需在一年級上學期掌握並運用大量

詞語。雖然出版社沒有明確指出認讀及運用詞語的定義，但從教科書中處理漢字形、音、義的方法可以得知，運用詞語更重

 學好中國語文 新語文 

 認讀 運用 認用比例 認讀 運用 認用比例 

一上 95 214 0.44:1 118 132 0.89:1 

一下 149 180 0.83:1 111 133 0.83:1 

二上 139 188 0.74:1 122 120 1.02:1 

二下 186 213 0.87:1 128 154 0.83:1 

三上 203 216 0.94:1 148 151 0.98:1 

三下 235 254 0.93:1 159 196 0.81:1 

總計 1007 1265 0.80:1 786 886 0.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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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學生是否能掌握詞義及以詞語造句，加以應用；從出版社的筆順表可見，大部份都是運用詞語，表示它們期望學生會書寫 

運用詞語。因此，出版社對於運用詞語的要求比認讀詞語高。而根據內地學者劉曉蓉（2011）的研究，內地識字教材通常都

是認讀字比「會寫字」多；但香港教科書卻相反，普遍年級運用詞語都比認讀詞語多（唯獨《新語文》二上冊不同）。筆者

認為這個編排是不合理的，學生學習字詞必先認字，才能運用。雖然香港教育局沒有明確指出認讀詞語、運用詞語的定義，

也沒有為「學多少」而下比例，但根據香港教育局針對中國語文教育的發展方向，提到小一至小三應「少默寫，多認字，多

識字48」，因此可以說明運用詞語的數量應該比認讀詞語少。由是可見，教科書在認讀和運用詞語比例安排上，有明顯的不

足之處。 

3.33.33.33.3 兩套教科書選擇的詞語兩套教科書選擇的詞語兩套教科書選擇的詞語兩套教科書選擇的詞語    

  透過比較兩套教科書共有的詞語，能檢視哪些詞語是兩套教材都重視的詞語。以下的數字皆為各教科書之詞種，即已經

刪去重複詞語： 

表格 11 兩套教科書共有兩套教科書共有兩套教科書共有兩套教科書共有、、、、獨有詞的數量獨有詞的數量獨有詞的數量獨有詞的數量    

  兩套教材共有詞語 《學好》獨有 《新語文》獨有 

1-3 年級 認讀 135 865 648 

運用 378 864 505 

                                                           
48香港教育局：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index.html，瀏覽日期 2016 年 4 月 30 日。 



27 

 

  根據上表，兩套教材的認讀和運用都有共有詞。認讀部分的共有詞佔《學好中國語文》總詞量的 13.5%，佔《新語文》

總詞量的 17.2%；而運用部分的共有詞佔《學好中國語文》總詞量的 30.3%，佔《新語文》總詞量的 42.7%。49 

  兩套教材共有的運用詞語的比認讀詞語少，有可能是因為運用詞語本身的數量就較多，以致共同出現在運用詞語表的詞

語也同時增加。 

下表以年級作為單位，分別臚列了兩套教科書共同納入認讀、運用詞語表的詞語： 

表格 12 兩本教科書共同納入兩本教科書共同納入兩本教科書共同納入兩本教科書共同納入認讀認讀認讀認讀詞表詞表詞表詞表的詞語的詞語的詞語的詞語    

一上 又 姑娘 時候 送 遊戲 積木 謝謝 變 

一下 一樣 國王 帶 累 替 等 會 歲 

 只 響       

二上 一點兒 這些 圖案      

二下 另外 窗簾 鼓 鬼     

三上 隊伍 簡直       

三下 氣息 細節 幕 關係 纍纍    

 

 

                                                           
49兩套教材共有的認讀、運用詞語可參考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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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3 兩本教科書共同納入兩本教科書共同納入兩本教科書共同納入兩本教科書共同納入運用運用運用運用詞表詞表詞表詞表的詞語的詞語的詞語的詞語    

一上 一起 上 今天 水 可以 白 同學 早上 

你 快 我 走廊 放 朋友 爸爸 玩 

玩耍 很 紅 哥哥 校車 高 問 晚上 

眼睛 最 寒冷 游 圓 媽媽 溫暖 慢 

漂亮 綠 課室 操場 幫    

一下 升 天空 出生 生日 再見 坐 呢 花朵 

後來 星星 美麗 拿 送 推 這 傘 

貼 說話 還      

二上 一會兒 一邊 十分 可愛 生氣 立刻 休息 奇怪 

枝 指 哪裏 旁邊 旅行 喝 結果 漸漸 

二下 不久 支 目光 那麼 夜晚 相同 終於 傍晚 

創造 發抖 答案 圖案 敲 滴答 縮 聰明 

簡單        

三上 比賽 永遠 各式各樣 吃力 度過 追趕 商量 帶領 

經常 皺 整齊 興高采烈 歡呼    

三下 兇巴巴 改善 奇妙 附近 卻 悠閒 習慣 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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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讚 踏 觀賞      

 

  從上表可見，以一年級相同的詞語最多，三年級最少。筆者認為小一共有的詞語最多，是因為他們剛踏入小學階段，普

遍認知的水平相約，因此兩套教材詞語表中相同的詞語較多；而小三共有的詞語較少，是因為他們已經有一定認知水平，教

科書可選擇的課文和取材可有更大的彈性，因此共有的詞語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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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43.43.4 教科書教科書教科書教科書與官方詞語表與官方詞語表與官方詞語表與官方詞語表《《《《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的的的的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上文提到《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下稱《字詞表》）是官方發表可參考的文

件。本部分將對比《字詞表》第一學習階段的詞語，與兩套教材詞語有甚麼不同。 

  《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第一學習階段的詞語共 4967 個。經過統計，發現有

668 個詞語是《學好中國語文》有，而《字詞表》沒有納入的50，佔總詞量 32.1%；

而《新語文》則有 589 詞語沒有納入《字詞表》51，佔總詞量 38.2%。雖然有部分

詞語未有納入在《字詞表》，但兩套教材的詞語表有超過 6 成的詞語都包含在《字

詞表》內，可見教科書選擇的詞語仍有一定的可信性和權威性。 

當中有 33 個詞語在《學好中國語文》中出現超過一次，而《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

沒有包含的 ： 

表格 14《《《《學好中國語文學好中國語文學好中國語文學好中國語文》》》》出現超過一次而出現超過一次而出現超過一次而出現超過一次而不包含在不包含在不包含在不包含在《《《《字詞表字詞表字詞表字詞表》》》》的詞語的詞語的詞語的詞語    

灰 比 腳印 趴 捉迷藏 繞 趁 變幻 

晶 興奮 響 睜 皺 流星 冒充 埋怨 

我 摸 撒 膽小 基本 頓時 創意 玫瑰 

送 理 狼 沾 板凳 彷彿 隆隆 應和 

 

  當中有 21 個詞語在《新語文》中出現超過一次（「颳」字更出現了三次），

而《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沒有包含的 ： 

表格 15《《《《新語文新語文新語文新語文》》》》出現超過一次而不包含在出現超過一次而不包含在出現超過一次而不包含在出現超過一次而不包含在《《《《字詞表字詞表字詞表字詞表》》》》的詞語的詞語的詞語的詞語 

送 上面 響 恰巧 解渴 與眾不同 難題 

楊桃 前面 刺激 懷裏 不知不覺 冒 皺 

愈 遮擋 加班 朝 颳 蹤影 一旦 

                                                           
50有關詞語參見附錄四。 
51有關詞語參見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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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重複出現在教科書的詞語都要求學生認讀和運用，即表示出版社特別希

望學生能掌握以上的詞語。有的簡單詞語如「我」、「送」、「比」等沒有包含在

《字詞表》中，但它們是以配詞的形式出現在《字詞表》中，如「我們」、「送

行」、「比較」。因此，這些詞語也可算是包含在《字詞表》，只是它們以配詞形

式出現。而有的詞語如「趴」、「趁」、「沾」等則是出現在第二學習階段的《字

詞表》中，即這些應為高小階段才需掌握的詞語。由於這類詞語的例子不多，教科

書可考慮待高小階段才教授有關詞語，以配合《字詞表》的安排。 

  除了教科書以內重複出現的詞語，上文曾提及兩套教材共有之認讀及運用的詞

語。兩套教材都共同納入詞語表的詞語，應具有一定重要性，即兩所出版社都認為

這些詞語是學生應該要掌握的。為檢測兩套教材的選詞是否具認受性，以下比對兩

套教材共有的認讀及運用的詞語，與《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的差異： 

表格 16 認讀共有認讀共有認讀共有認讀共有詞與詞與詞與詞與《《《《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的的的的對比對比對比對比（（（（34343434 個個個個））））    

送 意義 鑽研 朝 身軀 捉迷藏 暴雨 

濃 皺 股 枚 細節 晚霞 氣息 

響 脖子 窗簾 簡直 造型 贏 震動 

剛 溜 蹤影 丟棄 覓食 關係 纍纍 

樹梢 技術 趁 撲通 花蜜 戰爭  

 

表格 17 運用共有運用共有運用共有運用共有詞與詞與詞與詞與《《《《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的的的的對比對比對比對比（（（（34343434 個個個個））））    

前面 圓 焦急 扔 歡天喜地 神秘 拼命 

後面 橡皮 滴答 皺 想念 兇巴巴 解渴 

上面 送 發出 趴 刻 改善 創意 

校車 響 創造 堅持 感到 後悔 興奮 

我 教 睜 隆隆 摸 颳  

 

  與前一部分相似，有部分共有之認讀及運用詞語是以配詞形式出現在《字詞表》

中，如「圓」在字詞表中為「圓形」、「教」在字詞表中為「請教」、「刻」為

「雕刻」等。有部分較艱深的詞語則出現在第二學習階段，如「贏」、「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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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溜」等。因此，教科書可考慮待高小階段才教授比較艱深的詞語，以配合《字詞

表》的安排，符合學生的學習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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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4. 4. 識字教學編排識字教學編排識字教學編排識字教學編排    

識字教學包括筆畫、筆順、部首或部件。下表列出兩套教材的識字教學安排： 

表格 18《《《《學好中國語文學好中國語文學好中國語文學好中國語文》》》》識字教學編排識字教學編排識字教學編排識字教學編排    

 1 上 1 下 2 上 2 下 3 上 3 下 

筆畫 1. 橫、直、撇、

點、彎、橫直、

捺、鉤、提、橫

彎鉤 

2. 複習：橫直、

橫撇、橫鉤 

1. 橫直鉤、撇

點、橫彎鉤、橫

折彎鉤、直彎、

直彎鉤、撇提 

2. 筆畫比例 

1. 最後寫底畫 

2. 直鉤、直提 

直橫、直橫直、

直橫直鉤 

  

筆順  先橫後直、先撇

後捺、主直後

寫、中間主橫後

寫、先左下後右

上、先中央後對

稱、求對稱先左

右 

從上到下、左到

右、先進入後關

門、從內到外 

底艇最後寫   

部件/偏旁 日、艸、口 1. 言、蟲、木、 青、皮、目、亻  1. 認識形旁 辨認近音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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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2. 部件比例搭配 

2. 認識檢索法：

部首、筆畫、音

序 

3. 認識形近字、

同音字、近音字 

4. 糸 

近字 

間架結構 獨體字、合體字 認識左右、左中

右、上下、上中

下、全包圍、半

包圍結構 

 

 

    

識字法 認識象形、會意  1. 複習象形、會

意 

2. 學習指示、形

聲 

   

 

《學好中國語文》共教授 24 個筆畫、12 種筆順、11 個部件、6 種間架結構。筆畫教學集中在小一、二；筆順教學分散在小

一下學期至小二下學期；部件、偏旁的教學分佈在一上至二上；間架結構則只在小一教授。而小三則集中教授查字典的方法，

分辨形近、音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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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9《《《《新語文新語文新語文新語文》》》》識字教學編排識字教學編排識字教學編排識字教學編排 

 1 上 1 下 2 上 2 下 3 上 3 下 

筆畫 1. 橫、直、撇、

捺、點、鉤、

提、彎 

2. 橫直、橫撇、

橫鉤、橫直鉤、

橫彎鉤 

3. 直橫、直撇、

直鉤、直彎、直

彎鉤 

1. 複習複合筆

畫：橫直鉤、橫

彎鉤、橫直、橫

撇、 撇提、彎

鉤、斜鉤 

2. 認識複合筆

畫：撇點、撇

捺、彎鉤、斜

鉤、臥鉤 

3. 認識複合筆

畫：橫撇彎鉤、

橫直橫撇、橫直

橫直鉤 

4. 複習：橫直、

橫鉤、橫撇、直

橫、直提、直

鉤、直彎鉤 

 1. 點的寫法 

2. 難寫字的寫法 

  

筆順  筆順原則  筆順原則（強

橫、懸針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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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 

部件/偏旁 日、手、足、水 1. 口、亻、土、

艸、木 

2. 字形相近 

 

1. 心、言、辵、

月、肉 

2. 近形、近音字 

 

辨識同音字、近

音字、多音字 

1. 認識多音、多

義字 

2. 辨認近形字

字、近義詞 

3. 認識取部首的

方法：獨體字、

合體字、變形部

首、漢語拼音、

難檢字檢索方法 

4. 辨認容易混淆

的詞語 

7. 複習部首、難

檢字檢索法 

1. 字典和詞典的

分別 

2. 辨認多義詞 

3. 網上詞典 

4. 辨認近形、近

音字 

5. 成語詞典 

6. 認識網上字典

詞典 

 

間架結構  獨體字、合體字 1. 複習獨體字、

合體字 

2. 認識上下、上

中下、左右、左

中右、全包圍、

半包圍（上包

下、包右、右包

字形結構（左右

平均、左小右

大、左大右小、

左中右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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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下包上） 

3. 字形結構（上

小下大，上下平

均，上大下小、 

上中下） 

造字法 象形、會意 會意 象形 象形、形聲   

 

  《新語文》共教授 27 個筆畫、9 種筆順、14 個部件、6 種間架結構。筆畫教學主要集中在小一；筆順教學則集中在小

一下學期其中一個單元；部件、偏旁的教學分佈在一上至二上；間架結構則在小一下學期至小二教授。而小三則集中教授查

字典的方法，分辨形近、音近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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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14.14.1 漢字筆畫漢字筆畫漢字筆畫漢字筆畫    

  對比兩套教材的筆畫教學的編排，發現《學好中國語文》筆畫教學集中在小一

至小二，而《新語文》則只集中在小一教科書。兩套教材相似的地方有四：第一，

它們均以「圖示法」呈現筆畫，它們分別以斜坡及香蕉，帶出「撇」的外形；第二，

教材附以虛線箭頭顯示書寫的方向；第三，兩者在教授「撇」畫時都有標示筆畫的

名稱，讓學生把筆形和名稱連結；第四，兩套教材都提供練習機會，讓學生沿著灰

色線書寫筆畫。 

  教材在教授筆畫也有不同之處：第一，兩套教科書的框架不同，《學好中國語

文》的筆畫教授安排在課文後，而《新語文》則安排在每個單元最末的「齊來學寫

字」部分；第二，《學好中國語文》提供例字讓學生參考，能讓學生把筆畫的學習

遷移到實際漢字的書寫上；第三，《學好中國語文》在教授「橫撇」筆畫時，捨棄

了「圖示法」，也沒有標明筆畫的名稱，只呈現筆畫及以虛線箭頭標示書寫方法。 

  兩套教材色彩鮮豔，「圖示法」能吸引學生學習興趣。對比兩者的系統，筆者

認為《新語文》的教學是比較有條理的，教科書按單元先從最基本的筆畫開始，然

後教授橫筆的複合筆畫，再教授直筆的，最後到最為複雜的筆畫；而《學好中國語

文》的編排較後者混亂，混合所有筆畫一併教學，如一上教授橫直的筆畫，到二下

才教授直橫筆畫，因此比較混亂。而在教學方面，筆者認為《學好中國語文》比

《新語文》提供更多實踐的機會，能幫助學生記憶及書寫。以下為兩套教材漢字筆

畫示範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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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0 兩套教科書漢字筆畫兩套教科書漢字筆畫兩套教科書漢字筆畫兩套教科書漢字筆畫教學教學教學教學示範比較表示範比較表示範比較表示範比較表    

學好中國語文 新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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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24.24.2 漢字筆順漢字筆順漢字筆順漢字筆順    

  兩套教材的筆順的學習都是從小一下開始。《學好中國語文》按照課文安排不

同的筆順學習，而《新語文》則只集中在小一下安排一個單元教授。 

  在筆順的教學規劃方面，兩套教材均有筆順表供學生學習課文生字。然而，

《學好中國語文》的筆順表列在教科書最末，列出大部分運用詞語的生字；而《新

語文》則列在單元末，只列出小部分生字，並列出筆畫數及筆順練習。 

  兩套教材在處理筆順教材有頗大的差異：《學好中國語文》把筆順及部件教學

合併（如在教授「先橫後直，先撇後捺」的筆順時，也教授部件「木」），並標示

筆順規則讓學生學習；而《新語文》以「筆順歌」列出所有筆順規則。若學生能熟

記筆順歌固然對學習筆順有所幫助，但筆者認為小一學生未必單單只靠一次筆順歌

的學習，就能掌握所有筆順的規律。因此，筆者認為《學好中國語文》循序漸進的

教學，比《新語文》一次性的教授更適合學生。而筆順表的設計則以《新語文》較

佳，因為後者列出筆畫數，並有筆順練習，讓學生跟隨筆順標示練習。 

以下為兩套教材漢字筆順示範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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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1 兩套教科書漢字兩套教科書漢字兩套教科書漢字兩套教科書漢字筆順教學筆順教學筆順教學筆順教學示範比較表示範比較表示範比較表示範比較表 

學好中國語文 新語文 

 

4.34.34.34.3 漢字部件漢字部件漢字部件漢字部件    

  兩套教材都從小一開始進行部件教學，至小二上學期就止。《學好中國語文》

共教授 11 個部件，《新語文》共教授 14 個部件。 

  部件教學相同之處有二：第一，兩套教材都重視部件的位置，如兩套教材都要

求學生在適當的位置加上部件「口」；第二，兩套教材較少解釋部件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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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者相異之處較多：第一，《學好中國語文》的部件教學合併了筆畫或筆順的

教學，如教授「日」部件時，同時教授「橫直」的筆畫，而在教授部件「木」時，

同時教授「先橫後直」、「先撇後捺」的筆順；第二，《學好中國語文》也會以紅

色標記部件（「木」），讓學生一目了然；第三，《新語文》在教授部件「日」會

要求學生辨認部件，並自行列出其他「日」部件的字。 

  筆者認為兩套教材沒有解釋部件的意思，是為部件教學不足之處。因為部件與

詞義有一定關聯，若教材能更清楚指出部件與詞義的關係，相信更能讓學生了解詞

義和字的結構。 

以下為兩套教材漢字部件教學的比較表： 

表格 22 兩套教科書漢字兩套教科書漢字兩套教科書漢字兩套教科書漢字部件教學部件教學部件教學部件教學示範比較表示範比較表示範比較表示範比較表 

學好中國語文 新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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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4.44.4 漢字結構漢字結構漢字結構漢字結構    

  《學好中國語文》在小一就完成漢字結構的教學，而《新語文》則在小一下開

始漢字結構的教學，直到小二完成。 

  漢字結構的教學相異之處較多。《學好中國語文》一次教授所有間架結構，而

《新語文》則分幾個單元教授。《學好中國語文》以立體長方形，清楚標示漢字的

結構，同時提供結構練習題，讓學生舉其他同型漢字的例子，測試學生是否真的明

白該概念，同時要求學生分辨半包圍漢字。然而，《新語文》沒有教授漢字的結構

的部分，單單以兩個例子作提示，就要求學生分辨「左右」、「左中右」結構，並

要求學生畫出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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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和綜合上述的差異，筆者認為在漢字結構的教學上，《學好中國語文》比

較清晰及仔細，學生也有更多練習的機會。下圖展示教科書漢字結構的教學安排： 

表格 23 兩套教科書兩套教科書兩套教科書兩套教科書漢字結構漢字結構漢字結構漢字結構教學教學教學教學示範比較表示範比較表示範比較表示範比較表 

學好中國語文 

 

 

新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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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54.54.5 識字方法識字方法識字方法識字方法    

  上文提及《學好中國語文》在第一學習階段設有集中識字單元。以一年級上學

期教科書為例，單元一主要教授數字、動物之象形文字、顏色、身體部位等詞語；

單元二則從象形文字作基礎，教授會意字如第六課《拼字遊戲》，讓學生體會到漢

字的構成就如拼圖一樣有趣，同時，課文也以反義詞編寫成兒歌，有系統並集中地

認識一系列相反的詞語（單元二第五課）。 

表格 24《《《《學好中國語文學好中國語文學好中國語文學好中國語文》》》》集中識字課文集中識字課文集中識字課文集中識字課文舉隅舉隅舉隅舉隅    

小一上單元一：以認字為目的之課文及練習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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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上單元二：象形字、會意字、反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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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二年級上學期，學生學習指示字及形聲字，如第四課《馬和媽》，第五課《青字

歌》都以不同的形旁和聲旁讓學生有規律地掌握有關生詞。 

小二上單元一：指示字、形聲字 



48 

 

  

  

 

 



49 

 

 
 

 

  而在三年級上學期單元一，學生會加強認識不同偏旁的意思和用法，如《形旁

三字經》，另外也有課文介紹形近字，如《樣子像「賊」》，故事以「賊」、「賦」

二字的造成的笑話，向學生介紹一些容易混淆的形近字。除此之外，為培養學生自

學識字，第三課《字典大廈》主要集中教授查字典的方法。 

小三上單元一：查字典、偏旁、形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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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新語文》不像《學好中國語文》，有集中識字的部分，《新語文》以隨文

識字為主。兩套教材都以造字法教授漢字。下表展示《學好中國語文》及《新語文》

以造字法教授漢字的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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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5 兩套教科書以造字法教授漢字的編排兩套教科書以造字法教授漢字的編排兩套教科書以造字法教授漢字的編排兩套教科書以造字法教授漢字的編排 

 學好中國語文 新語文 

象

形 

 

會

意 

 



52 

 

指

示 

 

 

形

聲 

  

  在象形字方面，《學好中國語文》和《新語文》都以圖像出發教授象形文字，

後者更分析象形字各部分的含義，幫助學生學習辨認象形字。但《學好中國語文》

則沒有分析的部分，因為它以課文引入，學生也能明白象形字的造字法（字形），

但在辨析字義方面可能則較遜色。 

  而在會意字方面，《學好中國語文》以拼圖作概念，讓學生明白會意字的來源

和意思，而《新語文》從象形字入手，分析象形字與會意字的關係。唯一不足的是

《新語文》例子太少，學生可能無法即時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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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學好中國語文》有指示字的教學。它從圖像出發，以簡單的標記演示指

示字的特徵，學生辨認指示字後，還需要寫出該字的意思，從而掌握字形及字義。

而在初小階段，則未見《新語文》有所涵蓋。 

  形聲字方面，《學好中國語文》讓學生找出形聲字，並分辨其形符和聲符，推

測漢字的讀音；而《新語文》則簡單地讓學生圈出有相同部件的字，並指出它們有

相同的讀音，當中沒有要求學生分辨形符和聲符，是為不足之處。 

  對比上述各項，《新語文》在處理象形字教學方面較佳，因為它包含字形和字

形的教學；而《學好中國語文》則在處理形聲字方面較完善。兩套教材對於處理會

意字各有千秋，如能把兩者的特色合併就更完美了。 

4.64.64.64.6 自學漢字自學漢字自學漢字自學漢字    

  兩套教材都自三上開始學習查閱字典，以培養自學漢字的習慣，而《新語文》

的「活用語文學習工具」涵蓋整個三年級，當中包含各種字典、詞典的介紹。下表

展示兩套教材教授部首檢索法的安排： 

表格 26 兩兩兩兩套教科書教授部首檢索法的編排套教科書教授部首檢索法的編排套教科書教授部首檢索法的編排套教科書教授部首檢索法的編排 

學好中國語文 新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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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套教材的教授查字典的步驟大同小異，都涉及漢字筆畫數、部首，唯表達的

方法有點不一樣，《學好中國語文》結合聆聽練習，讓學生聆聽錄音，寫出查字典

的順序；而《新語文》則直接列出步驟。筆者認為前者固然可以同時訓練學生聆聽

能力，但如果學生聆聽能力較弱，就有可能把查字典的順序弄錯，影響學生學習。  

筆者認為《新語文》的教學比較清楚，教學重點也較具焦點；另外，它更包含成語

詞典、網上字典的教學。因此，《新語文》在這方面的教學安排比較詳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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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5. 5.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識字、識詞是初小語文教學的重點。有不少學者對這方面表示關注。學者對不同教科

書、教材，甚至對外漢語的教材都有研究。不管是針對識字方面的：識字量、複現率、識

字教學的比較；又或是詞語方面的：詞性、難度、義類、重複次數、選詞等，學者都作出

詳細的分析。本文通過參考學者一些的研究法，嘗試比較《學好中國語文》和《新語文》

兩套教材，期望能對香港小學低年級的教科書，特別是識字部分的編寫作一個初步的研究，

以了解其編寫特點，並提升學界對教科書編寫的關注。 

5.15.15.15.1 本研究的主要發現本研究的主要發現本研究的主要發現本研究的主要發現    

  通過是次研究，筆者認為兩個版本的教科書各有特色，有相似也有相異的地方。基本

上，兩套教材都是經過精心安排的，大部分詞語都與《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相符。在詞

量和詞種方面，兩套教材有些差距。雖然《學好中國語文》的詞量和詞種都比較多，但其

無意義的重複出現的詞語也較多，在這方面，《學好中國語文》可能稍欠嚴謹；而《新語

文》重複出現的詞語較少，但也有錯誤的情況。因此，在選詞方面，兩套教材都需要提高

其準確度和科學性。 

  而在認讀和運用詞語的比例上，兩套教科書都是運用詞語量比認讀詞語多。由於運用

詞語要求學生會用、會寫，因此理應比認讀詞語少。因此在這個部分，兩套教科書應就有

關比例問題作出檢討。 

  與官方提供的詞語表比較，兩套教材都有詞語是詞語表沒有涵蓋的，表示有關詞語可

能不是那麼常用和重要，而《新語文》不包含在官方詞語表的詞語比率較高，因此《新語

文》應考慮是否該更改有關選字。 

  而在識字教學方面，兩套教材的系統差異不大，先集中學習筆畫，再學習筆順、部件、

間架結構、形近音近字及查字典的方法。具體練習和教授方法有些不同，普遍來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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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好中國語文》涵蓋的範圍和練習比較仔細和講究，例子也更多。除此之外，《學好中

國語文》包含集中識字的單元，讓學生掌握更多生詞。 

5.25.25.25.2 本研究的創新和貢獻本研究的創新和貢獻本研究的創新和貢獻本研究的創新和貢獻    

  本研究透過比較兩套香港教科書的識字、識詞教學的編排，能以一個較科學的角度，

深入地了解坊間教科書的特點，並了解教材的詞量、選詞等是否適合；另外，研究也比較

兩套教科書漢字的教學和練習的編排。透過兩方面的對比，發現兩套教材都有值得欣賞和

需要改善之處。同時，研究也能喚醒學界對教科書質量的關注，也為日後的教材研究奠定

基礎。 

5.35.35.35.3 不足和展望不足和展望不足和展望不足和展望    

  本文選取的兩個版本只參考其發行時間及其相似的體系。由於能力所限，本人無法

找出其發行量和使用率，因此本文並沒有考慮其覆蓋率，是為不足之處。此外，因為未有

找到香港出版的詞頻表，因此文章也未能查考有關詞語的常用程度，繼而進行更進一步的

分析。是次研究只是一個開端，有關取材未必具代表性，而研究方法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還望日後有更多學者研究有關議題，為香港教科書的研究進行更深入的分析，以改善教科

書的質量。 

  展望在未來的研究道路上，筆者能進一步研究教科書第二學習階段之漢字和生詞的安

排，了解高小與初小詞語選擇相異之處；同時，筆者也期望可以比較內地、台灣、香港兩

岸三地的小學教科書，在選詞方面有何相似或不同之處。以上就是我將來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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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錄錄錄錄二二二二：《：《：《：《學好中國語文學好中國語文學好中國語文學好中國語文》》》》重複詞語舉隅重複詞語舉隅重複詞語舉隅重複詞語舉隅    

意思和用法完全相同的詞語： 

 詞性 解釋 課文句子 

開學 動詞 學期開始52 動物學校開學了。53 

動詞 學期開始54 開學的第二天55 

甜 形容詞 像糖和蜜的味道56 味道又甜又酸57 

形容詞 像糖和蜜的味道（與苦相對）58 甜甜地笑著59 

遠 形容詞 空間或時間的距離長（跟近相對）60 這顆星和那顆星，中間總是隔那麼遠61 

形容詞 空間或時間的距離長（跟近相對）62 送到遠遠的地方63 

暖 形容詞 暖和64 晴對陰，冷對暖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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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一上一單元三第 9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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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二下一單元八第 4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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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詞 暖和66 暖暖的春風吹在我身上67 

高 形容詞 從下向上距離大，離地面遠（跟近相

對）68 

媽媽替我;量身高69 

形容詞 從下向上距離大，離地面遠（跟近相

對）70 

送到高高的藍天71 

 

部分意思和用法不同的詞語： 

 詞性 解釋（例句） 課文句子 

好 形容詞 用於套語（我每天都會打電話向奶奶

問好72） 

沒像往日一樣說聲：『你好。』73 

副詞 表示多或久的意思（那件事已經過去

好久了74） 

（形：易錯筆畫，右從『子』，不要

那裡住著好多好多人家75 

                                                                                                                                                                                                                                                                   
64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一上一單元二第 5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2.20， 
65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一上一單元二第 5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29， 
66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二下一單元單元八第 5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8.27。 
67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二下一單元單元八第 5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43。 
68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一上二單元四第 1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4.9。 
69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一上二單元四第 1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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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二下一單元八第 4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36。 
72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一下二單元十一第 7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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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三上一單元一第 3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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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成『孑』） 

頂 名詞 人體或物體上最高的部分如山頂76 屋頂上77 

量詞 用於某些有頂的東西（這頂帽子真漂

亮78） 

再戴上一頂鴨舌帽79 

動詞 用頭支承（用頭頂球80） 頭頂著天81 

決定 名詞 事情做判斷與主張82 我們要自己作選擇和做決定83 

動詞 對如何行動作主張84 他們決定比一比85 

對 形容詞 正確 你算對了86 

量詞 雙87 

（形：右從「寸」，不要誤作

「才」） 

像魚缸裡的一對紅金魚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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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二上一單元三第 10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52。 
80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三下二單元十第 1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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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名詞 家庭的住所89 可憐的風沒有家90 

量詞 用來計算家庭或企業91 他到了一家超級市場92 

背 名詞 胸部的後面93 伸直了背94 

動詞 用脊背馱95 蝸牛天天被著房子慢慢地爬96 

長 動詞 生長（小樹長高了97） 你猜我長高了多少98 

形容詞 兩點之間的距離大（姐姐留了一頭長

髮99） 

有些長長的，像小冬瓜100 

出來 動詞 由裡向外（出來和我玩101） 非課文102 

趨向動詞 用於動詞後，表示動作由裡往外朝著

說話的人（慢慢地從舞台後面走出來
103） 

就從廚房裡衝出來104 

                                                           
89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一下一單元八第 4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8.14。 
90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一下一單元八第 4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35。 
91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一下二單元十一第 8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11.31。 
92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一下二單元十一第 8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36。 
93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二上一單元一第 3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1.27。 
94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二上一單元一第 3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17。 
95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二上一單元二第 8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2.48。 
96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二上一單元二第 8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36。 
97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一上二單元四第 1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4.10。 
98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一上二單元四第 1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44。 
99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一上二單元五第 4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5.12。 
100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一上二單元五第 4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27-28。 
101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一上一單元二第 5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2.21。 
102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一上一單元二第 5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32。 
103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三上一單元三第 11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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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動詞 比較較量（姐姐和我比唱歌105） 只好跟浪花比賽跑106 

介詞 用來比較性狀或程度的差別（爸爸比

我高，我比爸爸矮107） 

世界上還有比這更糟糕的板凳嗎？108 

尖 形容詞 末端細小，尖銳（鉛筆很尖109） 小小的船兒兩頭尖110 

形容詞 聲音高而細（嚇得尖叫起來111） 嚇得紛紛尖叫著逃走112 

                                                                                                                                                                                                                                                                   
104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三上一單元三第 11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56。 
105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一上二單元六第 10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6.22。 
106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一上二單元六第 10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57。 
107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二下一單元七第 2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7.29。 
108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二下一單元七第 2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12。 
109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一下二單元十第 2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10.10。 
110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一下二單元十第 2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5。 
111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三上二單元五第 8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5.46。 
112何瑩娟、林玲如、胡蕙芬、郝敬豔等（2011）：《學好中國語文（三上二單元五第 8 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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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錄錄錄錄三三三三：：：：兩套教材共有詞語兩套教材共有詞語兩套教材共有詞語兩套教材共有詞語    

兩套教材共有兩套教材共有兩套教材共有兩套教材共有認讀認讀認讀認讀詞語詞語詞語詞語（（（（135135135135 個個個個））））：：：：    

送、變、把、日子、各種、溪、最近、機會、花蜜、纍纍、謝謝、姑娘、累、悄悄、心思、

風箏、另外、丟棄、捉迷藏、有關、樣子、城堡、一樣、電話、那麼、股、煙、隊伍、幕、

山腳、又、遊戲、等、剛、一點兒、鼓、趁、圍牆、各地、亭子、時候、躲、飛機、歲、

皺、突然、輪、烏雲、晚霞、曬、不久、邀請、辦法、樹梢、這些、陣、朝、垂、贏、隨

身、嚷、禮物、現在、意義、自由、敲、健康、捨不得、關係、攜帶、家務、幾、替、輕

鬆、脖子、遲、汗、竟然、戰爭、道理、流、帶、國王、風景、溜、發現、廠、極、暴雨、

年紀、兔子、原來、根本、通、不過、鬼、燒、撲通、大自然、濃、以後、只、從此、技

術、窗簾、申請、身軀、皮膚、積木、開始、串、圖案、雖然、蹤影、蟬、細節、氣息、

怎麼、螞蟻、滿、對、但是、草叢、枚、造型、多姿多彩、讓、響、會、更、鑽研、究竟、

簡直、覓食、震動 

 

兩套教材共有兩套教材共有兩套教材共有兩套教材共有運用運用運用運用詞語詞語詞語詞語（（（（378378378378））））：：：：    

紅、玩、媽媽、兇惡、快樂、送、身體、生氣、脫、不久、傍晚、信心、嘴巴、稱讚、綠、

喜歡、哥哥、害怕、傘、升、神奇、立刻、勝利、決心、從、愉快、除了、改善、白、同

學、可以、說話、躺、份、張、開始、猛烈、恐怕、答案、四周、討厭、擁有、水、操場、

顆、對不起、姐姐、豐富、奇怪、張開、旁邊、努力、聰明、補充、追趕、成功、眼睛、

玩耍、形狀、謝謝、拿、其他、枝、辦法、簡單、終於、深、搶、散步、後悔、上、開心、

甜、心意、和、後來、先、休息、相同、成為、趕緊、商量、觀賞、美好、快、放學、問、

還、橡皮、表演、然後、一邊、希望、覺得、睜、趴、分享、感動、慢、校車、圓、塗、

忽然、響、漸漸、拖、學習、修理、淺、堅持、接着、充滿、晴、我、買、貼、叫、猜、

故事、清晨、您、接受、真、隆隆、最後、抓、陰、老師、告訴、生日、看、呢、許多、

欣賞、數、支、那裏、歡天喜地、刻、踏、前面、你、軟、歡笑、幫忙、回家、有趣、照、

總是、以前、經常、跳舞、悠閒、放心、後面、想、笑、吸引、正在、再見、喝、藏、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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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緊張、好像、巨大、附近、奇妙、上面、朋友、氣味、坐、連忙、天空、生病、落、

遠、勇敢、衝、遮、悅耳、颳、出來、高興、座、出生、從前、指、舒服、旅行、清楚、

發現、扔、怎麼、獨自、相傳、黑暗、長、漂亮、拉、捧、累、切、啊、著名、縮、選擇、

遊戲、即、力氣、早上、高、住、花朵、尖、伸、常常、吧、輕、發抖、趕忙、大家、立、

拼命、晚上、知道、裏面、舒適、星星、腿、照顧、相信、馬上、創造、握、吃力、卻、

解渴、寒冷、起牀、一定、都、掛、意思、現在、飄、胖、突然、皺、帶領、色彩、到達、

溫暖、洗澡、很、跑、飛、仔細、教、實現、重、敲、離開、紛紛、到底、創意、炎熱、

掉、頑皮、流、旁、清、已經、一會兒、夜晚、喊、興高采烈、失望、讓、習慣、昨天、

放、最、幸福、好、哪裏、借、不停、替、雙、乾淨、想念、感到、染、今天、下午、愛、

搖頭、隻、鑽、文具、一點兒、圖案、尋找、整齊、到處、閃、新奇、明天、準備、它、

怎樣、這、要、注意、十分、安靜、回去、度過、難過、摸、清洗、公園、看見、跟、大、

棵、給、門口、着急、滴答、不斷、各式各樣、瘦、鮮豔、忍不住、課室、爸爸、穿、小、

推、奔跑、請、焦急、發出、兩、燦爛、永遠、神秘、繼續、走廊、時候、游、回答、也、

條、答應、匆匆、以為、歌聲、歡呼、剩下、兇巴巴、片、一起、幫、對、美麗、段、危

險、可愛、決定、非常、目光、比賽、特別、專心、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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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錄錄錄錄四四四四：：：：不包含不包含不包含不包含《《《《學好中國語文學好中國語文學好中國語文學好中國語文》》》》與與與與《《《《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666668686868 個個個個））））    

一、撒、濕漉漉、圓滾滾、戰戰兢兢、裁判、越、釉、孤零零、性情、鼻、銀、出差、紅

豔豔、撿、扔、梳理、窯、改善、邁、秋、邊、洋葱、綠油油、揍、枚、七嘴八舌、黏、

湍急、拼命、目、識、辣、叮咚、蹤影、分頭、毒蛇、捏、捷足先登、眼前、舌、疑、裝

扮、嘭、翹、有點兒、離譜、精通、強大、喘、足、端、惹、亮晶晶、歌喉、發熱、捆、

凹、發動、解渴、兔、雨季、小伙子、火辣辣、入神、零錢、迅速、為止、戰爭、拋棄、

靛、心眼、削、毛茸茸、彷彿、櫻桃、安分、刻、佔領、後人、灰、嗨、皺、篷、傻乎乎、

挑、蝴蝶結、騷動、分手、歇、石、扭、不由得、水溝、倆、遞、歪歪扭扭、黑壓壓、身

無分文、訂、冷、往日、教、股、陶醉、回頭、醉、膨脹、迷失、踴躍、前面、夢見、吞

吞吐吐、滴答、比方、興沖沖、格外、覓食、逃亡、截止、後面、聖誕節、臉紅、嘩啦、

搖晃、不由自主、寬大、先鋒、富有、評選、上面、那、專門、打開、眨、簡直、覆蓋、

部隊、平順、副本、下面、河馬、勉強、淅瀝、蹚、錯過、也許、腹部、遭遇、展示、晴

天、狼、軍艦、啪啦、挺直、支吾、熱帶、訊息、後悔、支持、陰天、精確、炸彈、發出、

馱、一塵不染、緊貼、花蜜、回憶、畫具、晶、揮、惱火、咚、試探、簇新、暖氣、應和、

技法、亂七八糟、森、元日、居然、寬厚、鶯、腦海、想念、田園、潮水、繽紛、鳴、爆

竹、得意、仁愛、拂、浮現、仰、交響曲、暴雨、念頭、炎、屠蘇、渾身、官員、堤、分

離、收攏、圍繞、萬物、輪廓、鳴叫、千門萬戶、脖子、民間、趁、編、尤其、飛散、名

滿天下、翠綠、跳棋、曈曈、項鏈、剛巧、紙鳶、小心翼翼、歎、擺動、起伏、映照、猜

拳、憶、耀眼、慈愛、索、翻、牡丹、投、融合、棕、雨天、獨、奪目、可信、朝、必須、

玫瑰、螢、內心、柵欄、熊貓、茱萸、生怕、着想、廈、匯演、暖烘烘、流光、混沌、遠

山、我、認、露珠、哀傷、裙、隆隆、臥、畏、黏糊、岩石、送、符號、曉、改過自新、

褲、悠揚、裂、松、合攏、絢麗、校車、樹梢、眠、父老、求教、震耳欲聾、灰溜溜、未

有、支柱、豎、走、意義、啼、愁眉苦臉、揠、炮、瘦巴巴、閑、構造、鋪、校長、上方、

覺、百姓、門牌、變幻、籬笆、傍、肌肉、以往、量、下方、處處、低頭不語、住址、瀑

布、蘆葦、捉迷藏、筋脈、顯得、比、末、舞伴、搏鬥、專家、晶瑩、凍、一個勁兒、汗

毛、嫩、搖動、本、平原、痛恨、花費、傳遞、僵、雲團、骨髓、混合、興奮、樹根、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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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羞愧、刃、激動、難道、老爺爺、氣息、顯示、期待、趴、志向、稱頌、冒充、嗓子、

羨慕、畫報、念念不忘、畫室、門牙、斜、駕、夥伴、誦讀、墨綠、藝術館、無窮、黑漆

漆、抽象、摸、靠、星空、流星、寺、轉眼間、陶藝、舞台、安穩、着手、理、休、溜、

從天而降、賦、樂曲、寬敞、棗紅、昏暗、起先、老鼠、椅、要是、破碎、校運會、物盡

其用、工藝品、拄、伸展、擋、雪球、歪、寒風、情景、主席、頒發、技藝、拐杖、利用、

輕巧、濃、偏旁、禾苗、自在、電扇、埋怨、神態、陡峭、混濁、劈、褐色、形旁、思索、

頓時、土堆、乾脆、呈現、清亮、改造、玩意兒、圓、聲旁、靈機一動、便條、頭巾、丟

棄、眼花撩亂、團團轉、穩固、高明、冰涼、聯繫、筋疲力盡、真誠、蠕動、物染、撲通、

逼、嚥、議論、核、辨、焦急、防疫、不如、恍然大悟、千姿百態、擁抱、遠古、納悶、 

樓房、飽滿、忍受、接種、奶牛、反而、活靈活現、感到、化身、通報、湊熱鬧、睜、無

論、疫苗、創意、攻打、斑點、信紙、消逝、凝神、腳印、笑盈盈、技術、程序、標語、

地道、揮動、雲彩、往後、草藥、雨鞋、清靜、基本、辦理、勿、火藥、烏亮、夕陽、吞

沒、煎、溫柔、黑沉沉、板凳、軍隊、疼痛、提議、飛奔、晚霞、毀滅、恢復、蜜蜂、靜

悄悄、糟糕、簽署、傷殘、堅持、修長、晨曦、颳、謙虛、伴奏、田鼠、強、回條、綠化、

雷電、筆直、朝霞、悲痛、功臣、毛蟲、羊圈、科學家、心神不定、功勞、傾瀉、騰空、

湛藍、不忍、一生、搖籃、五顏六色、傻、消毒、踐踏、潮濕、躍、金燦燦、無情、過分、

宿舍、顏色筆、隔、微微、株、疾馳、陶塑、和暖、心願、跪、螃蟹、笑瞇瞇、勺子、放

鬆、創作、荒原、黏土、墨黑、銜、家園、梅花鹿、繞、窗簾、無聊、竹林、特徵、銀亮

亮、趟、牀、健壯、鑽研、晃、當成、風笛、盤曲、輕柔、間斷、安樂、膽小、天文、張

牙舞爪、差點兒、成羣、身軀、閃爍、荒漠、失散、安逸、中間、左搖右擺、吊燈、違反、

捉摸、神秘、巨人、圍、蠟筆、文靜、驚醒、異樣、歡天喜地、部位、胡鬧、中途、響、

畫紙、稀奇、膽戰心驚、垃圾箱、沙沙、細節、贏、沉浸、走失、沾、柳樹、蒙、鬼臉、

鵝黃、發揮、關係、餘暉、低聲、空白、風帆、房間、猛然、妝、瓢蟲、兇巴巴、然而、

橡皮、牀單、蒲公英、創造、嚴肅、縧、線條、瞪、疲憊、跌倒、情節、淘氣、蹲、出示、

裁、造型、不在乎、震動、花盆、睫毛、哧、竄、立正、碧玉、風乾、不顧一切、纍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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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腳板、不然、搖頭擺尾、組成、壁虎、突發奇想、寬容、幻想、小鎮、我、相框、不

知不覺、趴、迫不及待、轟隆、問世、可惡、悠揚、故障、校車、記錄、齊全、探頭、了

解、四腳朝天、緩慢、樂滋滋、特色、嚎啕大哭、鈴聲、那、跛、領養、標誌、賣關子、

海峽、氣沖沖、五彩繽紛、維修、臉兒、教、朝、協會、圖章、震動、搭乘、醒悟、回味、

連聲、楊桃、高跟鞋、左邊、梳理、篆書、議論紛紛、刺激、老闆、連綿不斷、道謝、嘗、

眼前、首、毛髮、大臣、幸災樂禍、閘口、念頭、畫卷、戰爭、陽台、海水、舉手、熱度、

制定、哄堂大笑、萬一、拓展、遠眺、盡心盡力、不起眼、污濁、哈哈大笑、丟棄、統一、

驚嚇、關閉、虧本、技術、無法、盆子、清澈、與眾不同、辦理、藝術、恍然大悟、航程、

打消、細節、回應、上面、青綠、鹿車、手續、舞動、閒逛、懊惱、考察、講究、會合、

圓、共通、感到、覓食、動感、攝影師、相約、透氣、喘氣、行動、摸、後面、派發、陶

醉、讚歎、掏、相隔、調查、歸途、溫柔、編織、不肩、未、彈子、刻、報酬、抵達、堅

持、念念不忘、饞嘴、心、金黃色、閒、翻身、挑水、花花綠綠、號手、昂貴、期待、烹

調、傳來、野餐、傍邊、葱綠、間斷、枯燥、貪睡、便宜、雀躍、技巧、笑聲、餐盒、螢

火、清脆、修行、遞、留戀、魔鬼、宏偉、壁報板、啪啪、鋪、併、窗台、眉清目秀、愣、

露出、漁夫、古色古香、強勁有力、打球、飯團、平排、邊際、拜佛、聚精會神、敬禮、

撒網、傳統、意義、遊樂場、陪伴、日光浴、漫長、融洽、翻閱、時刻、縷、得意洋洋、

流露、盪、花蜜、巴掌、歲月、賴、驚濤駭浪、歡欣、煙霧、書法家、無論、溜、迷路、

紅彤彤、離、差事、劇烈、一旦、面目、墨寶、指點、滑梯、遮擋、晚霞、壺蓋、自由自

在、搖晃、一知半解、吼聲、枚、產生、鳥兒、紙船、揚起、冒、懇求、搖搖欲墜、卓越、

發誓、銅錢、熱騰騰、魚兒、山頂、趁、依偎、蠻不講理、紮牢、成就、殺盡、叫賣、蒸

氣、中、摺、東邊、科學家、好吃懶做、平穩、拔足狂奔、顫抖、遇到、沸騰、齊、漂、

西邊、童年、鈴鐺、包羅、贏、幻化、同情心、股、彎腰、興奮、戲水、跳動、簡直、出

息、疼愛、嗖、不慌不忙、動力、踢腿、變成、盞、清朗、噩夢、始祖、坦白、發出、只

要、推動、跳飛機、大掃除、發光、夜空、召開、奮不顧身、莫名其妙、兇巴巴、轉身、

鑽研、捉迷藏、王宮、一蹦一跳、被窩、會議、拼命、樂不可支、戰戰兢兢、搶購一空、



72 

 

致力、畫畫、水塘、仰望、窗簾、行蹤、懇切、跨、傻呼呼、贈、促使、下棋、佈滿、暖

洋洋、颳、皺、驚訝、規律、睜、遊歷、革命、詠、彩帶、任性、創造、任務、嚴肅、遷

徙、迅速、足跡、妨礙、掌、加、大吵大鬧、一副、終日、浪潮、脖子、扔、遍及、推想、

撲通、灰暗、既、張牙舞爪、惶恐、宴席、蒸發、擅自、名山大川、研究、陸上、連續、

不肯、並、七嘴八舌、異想天開、伸長、闖、赴約、株、游水、懷裏、後悔、外面、年長、

辦妥、滋潤、隨即、睹、疑惑、兩邊、加班、焦急、樂曲、追捕、能工巧匠、光彩、洋溢、

開設、聯想、房間、好學、氣憤、樹梢、不以為然、限令、暴雨、氣息、節拍、消耗、前

面、鈴兒、做菜、銀線、瞪、怪罪、雷擊、滿載、昂揚、物質、愈、聖誕、濃、石階、蹤

影、透過、撼動、怒氣沖沖、送別、耗盡、水瓶、每次、薑、掠過、機靈、鑿、私心、歡

天喜地、橫溢、汁液、習作簿、比不上、辣、交頭接耳、傻瓜、明麗、付出、拆掉、才華、

關係、背着、緊緊、融化、滴答、恰巧、召集、身軀、嚴寒、開闊、模樣、走、憫、來自、

劃過、爭論、半信半疑、休養生息、高聳、胸懷、奧妙、寫字、農、想念、歪歪斜斜、鮮

嫩、噢、挺拔、奔騰、坦誠、探索、橡皮、鋤、姑姑、沖刷、垂涎三尺、呈現、形態、口

乾舌燥、直率、觸摸、不同、飧、隆隆、神秘、嫩滑、靈機一動、千變萬化、火焰、重情

重義、撥弄、顏色筆、皆、嘩啦啦、東張西望、充飢、日曬雨淋、不屈不撓、臨、真摯、

橘子、古詩、連接、老鷹、甜美、惟一、傾盆、手杖、結伴、迎、解渴、古人、雄偉、標

點符號、器、裝扮、纍纍、深厚、鑼鼓、講課、高招、壯麗、語調、往往、大庭廣眾、改

善、遊子、響、造型、稻子、難題、停頓、吃不消、鬧事、展開、吟、慶、姨姨、橫、依

靠、稍稍、不妨、假裝、熱辣辣、慈母、賀、沒精打采、峯、煮飯、歇、忍受、痛罵、拯

救、暉、年糕、盜、輪子、文化、嗯、待、出醜、風馳電掣、臨行、不敢、鐘、山坡、考、

一本正經、闊大、猶疑、民族、縫、同聲、鐵錘、呼呼大睡、生活、捧腹大笑、思考、奪

回、載歌載舞、歸、笑哈哈、洪亮、縮頭縮尾、身強力壯、創意、方式、若無其事、綻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