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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108 課綱國語文領綱對澳門小學漢字教學的啟示 
向天屏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助理教授兼學士學位小學教育課程主任 

 

一、 前言 

    由於語文教育的終極目標是幫助個體因應人生中面臨的各種挑戰，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簡稱

UNESCO）（2016, p. 7）重新將「literacy」定義為「一種閱讀與書寫的能力，以

及在科技與資訊日新月異的環境中解決問題的能力」。在此教育思潮下，臺灣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語文領域」（以下簡稱為「108 課綱國語文領綱」）

（教育部，2018）除了強調「學科素養」的培養，更強調「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科

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人際關

係與團隊合作」、「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等「核心素養」的發展。顯示在二十一

世紀，小學漢字教學的範疇，除了教會學生識字與寫字之外，還包括引導學生通

過讀寫漢字積累知識、技巧、能力，以及分享、運用與創造知識。 

    因為澳門的小學語文教學以讀寫繁體字為主（澳門教育暨青年局，2016），

所以長期以來，臺灣、香港有關繁體字教學的網站與繁體字兒童讀物，是澳門小

學語文老師倚重的教學資源（文化部，2016；香港教育局，2009；教育部，2010）。

研讀「108 課綱國語文領綱」（教育部，2018），能引發澳門教師從更廣義的視野

來思考小學漢字教學的實踐。 

二、素養導向小學漢字教學的實踐 

    「108 課綱國語文領綱」（教育部，2018）已經清楚列出小學低、中、高年

級學生應該展現的識字、寫字能力與核心素養。本文旨在探討，「108 課綱國語

文領綱」對澳門小學語文教師落實素養導向漢字教學的啟示。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雖然各地華語文教學的定位（本國語文教學、中文科

教學、中文作為第一語言教學、中文作為第二語言教學）、教育環境與法規不同，

但本文所探討的漢字教學內涵，在各地都有參考的價值。 

(一) 就知識層面而言 

1.通過研讀各地小學語文課綱，提升澳門教師對各年級識字與寫字要求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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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例而言，澳門「小學教育階段中文基本學力要求」（澳門教育暨青年局，

2016）只將小學教育階段分為兩個學段（「一至三年級」與「四至六年級」）；雖

然這種設計保留了澳門師、生教與學的彈性，但是初任澳門教師卻很難掌握，究

竟小學各年級學生該具備的識字與寫字能力為何。而「108 課綱國語文領綱」（教

育部，2018）則是把小學生的識字與寫字能力分為三個學段來說明（「一至二年

級」、「三至四年級」與「五至六年級」），這種設計恰好可供澳門老師參考，如何

更細緻地規劃各年級繁體字識字與寫字的校本課程。 

2.整理與分析小學一至六年級的識字範圍 

「108 課綱國語文領綱」要求臺灣小學生在六年級畢業前，要能認識常用漢

字至少 2700 字，使用 2200 字（教育部，2018）；澳門「小學教育階段中文基本

學力要求」則是明訂澳門小學生在六年級畢業前，要累計認識常用漢字不少於

3000 字，至少會寫其中 2000 字（澳門教育暨青年局，2016）。雖然「108 課綱國

語文領綱」與「小學教育階段中文基本學力要求」都沒有具體列出小學生的識字

範圍，但是香港、臺灣提供的「小學生常用字」資料（香港教育局，2007，2009；

教育部，2019）可供澳門教師查詢小學生常用的漢字。 

澳門語文教師可以參考上述小學常用字庫，同時整理語文教科書中各年級的

生字表（澳門各校擁有語文教科書的選用權），先排列出 3000 個小學常用漢字，

再分析出不同的部首、六書造字原則最適合在那個年級加強學習。其中，整字、

常用字與構詞性強的「部首字」更值得優先學習（黃沛榮，2006）。這種分析將

有助於各年級教師有效地運用語文教學的課時，並且幫助澳門小學生提升讀寫能

力與讀寫動機。 

例如，即使小學一年級上學期第一課課文中只出現「我」字（文英玲、馬桂

棉、遇靜、孫慧玲，2018），老師還是可以跳脫教科書課文生字表的限制，同時

教「你」與「他」這兩個字，因為「我、你、他」都是高頻字（常用字）（温如

敏、陳先雲，2016；教育部，2019）。於是，當第二課課文中正式出現「你」字

時，能認讀「你」字的學童將會很有成就感！值得一提的是，若依照原教材的設

計，要到一年級下學期生字表裡才會出現「他」字，而「你」字甚至根本就不在

一年級的生字表裡呢！ 

 一旦掌握各年級學生大概的識字範圍，澳門教師就能診斷各年級學童的識字

與寫字能力，並且也較能為各年級兒童挑選（或設計）與其識字能力相符合的閱

讀材料（李奕璇，2019；教育部，2018）。另一方面，澳門教師也能以此知識評

估各版本教科書各年級選文的適當性（亦即，教科書編輯在為各年級學童編選課

文時，是否考量各年級學童的識字與寫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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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強化漢字教學知能 

 文字學博大精深，小學語文老師未必能全盤理解。但是，澳門小學語文教師

有必要具備繁體字筆畫、筆順、部首與部件（書寫與認讀）的知能，並針對小學

常用漢字，進行字源、六書造字原則及相關構詞（包含成語及其典故）的研究（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2007；黃沛榮，2006；教育部，2019；澳門教育暨青

年局，2016）。唯有教師具備相關知識，識字教學的方式才有機會更生動活潑，

小學生也才有機會從老師的示範與故事中，學到學習漢字的方法，感受到學習漢

字的樂趣。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與臺灣公布的常用繁體字字形及其讀音並不完全相同，

因此澳門語文老師在批改學生作業時，宜採取較寬鬆與開放的態度（香港中文

網，2005）。 

4.分析學童寫錯別字的原因 

 不少文獻說明華語兒童常見的錯別字類型或識字錯誤類型（孟瑛如、張淑

蘋，2012）。澳門老師若事先研讀這些文獻，或是通過批改作業的經驗整理出歷

屆學生的易錯字表，就可在識字教學時特別指導兒童區辨音似字、形似字、字義

相似字，或強調易錯字的筆畫與部件結構，以降低錯別字的發生率。 

 另一方面，澳門老師也需要對簡體字字形有基本的認識，才能在學生把繁體

字與簡體字部件任意拼湊寫成一個字時，及時糾正。換言之，澳門學生可以寫簡

體字，但是不能寫錯字（澳門教育暨青年局，2016）。 

(二) 就教學層面而言 

1.發展校本課程，兼顧小學一年級漢語拼音與其他語文知能的學習 

由於澳門傳統上是以粵語（廣東話）作為小學語文科的授課語言，許多澳門

小學語文老師早已習慣教學生直接認讀漢字（粵語發音），只在「普通話（在臺

灣稱為「國語」）課」教學生漢語拼音。過去，澳門學生到小學六年級才學完所

有的漢語拼音符號及拼讀的方法（澳門教育暨青年司課程改革工作組，1999）。

但是近年來，澳門以普通話作為語文科授課語言的學校日益增多，這些學校的語

文老師們面臨到一個難題，那就是：是否要在小學一年級上學期開學初，先集中

教完漢語拼音，之後才安排學生識字讀文？ 

儘管識字（word recognition）包含字形辨認（letter recognition）、字音讀辨

（phonetic activation） 與字義搜尋（semantic encoding）上的表現（林育毅、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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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泉，2007），但是「108 課綱國語文領綱」（教育部，2018） 將「標音符號（臺

灣使用注音符號）與運用」、「識字與寫字」兩者的學習表現分列，顯示標音符號

雖然有助學童識字、閱讀、提早寫作、查字典與使用資訊產品（例如：漢語拼音

或注音符號輸入法），但學童卻不是只能通過標音符號來識字。 

換言之，雖然在小學一年級上學期及早學會漢語拼音對澳門學童認讀漢字與

寫話有很大的幫助（教育部，2018），但以普通話教中文科的澳門教師卻不需要

抱持「一定要先教完漢語拼音才能識字讀文」的想法。在小學一年級上學期，漢

語拼音、漢字認讀與短文（包含兒歌）認讀的教學可以同時或穿插進行。 

舉例而言，人教版「語文」小學一年級上學期教科書（温如敏、陳先雲，2016），

就刻意安排一整個單元讓教師先運用圖片（圖解漢字字源）指導學童認識漢字的

字形與意義（天、地、人、金、木、水、火、土、上、下、日、月、手、足、口、

耳、目）。這個單元的學習結束之後，學生才開始學習漢語拼音。人教版「語文

教師教學用書」同時建議學童在尚未學習漢語拼音前，可以通過聆聽來正音。 

由於人教版語文教科書的選文較多（向天屏，2012），澳門學校一般選用香

港出版的繁體字小學語文教科書（課文標注漢語拼音的版本）。然而這類教科書

的小一課本中往往不包含漢語拼音的學習材料；於是，以普通話教中文科的澳門

學校有必要發展學校本位的小一語文課程與教材，並且思考如何在有限的課時

內，兼顧漢語拼音與其他語文知能的教學。 

2.活用各種識字教學法 

    除了傳統上運用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啟蒙經典來幫助兒童識字外，目

前已知方法還包括利用部首、部件、聲符、形似區辨、以字帶字、字源、圖示字

理理解、造字原理、奇特聯想、注音識字、聽讀識字、以字帶文、字族文、高頻

字優先教學與資訊科技來協助兒童識字（周碧香，2009；羅宇真、孟瑛如，2018；

Lam, 2011）。而後設分析的研究結果發現：各種識字教學法都各有其功效（林育

毅、王明泉，2007；黃映源，2016）。所以識字教學的關鍵在於，老師必須先分

析每個字的特點，再決定哪個字最適合用哪種方法教（江惜美，2012）；為了避

免兒童產生字形混淆，幫助兒童鞏固形、音、義的連結，有時合併數種方法教學

會更有效（王瓊珠，2012；Lam, 2011）。更重要的是，教師是否能通過認知示範

指導兒童自學漢字的各種方法（教育部，2018）。 

3.識字教學宜與聆聽、說話、閱讀、寫作與生活隨時結合 

    兒童需要統整的、真實的學習情境與練習機會（教育部，2018）。舉例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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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抄寫生字、聽寫外，有經驗的澳門教師教四年級兒童學習數個生字時，會提

前要求兒童概讀課文，通過查字典確認生字讀音、字義、部首、筆順、生詞解釋

與其他構詞（甚至成語）。課堂上，老師會引導兒童朗讀，討論字形、字音、字

義與詞義，鼓勵學童運用單詞口述造句，甚至建議學生試寫串句（就是把要求造

句的詞語、句式，串寫成一段短文或一篇小故事）。寫課外閱讀心得報告時，老

師鼓勵學生摘錄美詞佳句；寫作課時，老師則會鼓勵學生運用課內外學過的美詞

佳句。有經驗的澳門教師還會要求每位學生在家聆聽課文朗讀示範錄音，自己朗

讀各課課文多次後，再將最優美的各課朗讀錄音檔案通過網路教學平臺（例如：

edmodo）寄給老師評量，以補救因課時不足無法在課堂上一一檢視所有學生認

讀漢字能力的缺憾。進行說話測試前，有經驗的澳門教師還會配合閱讀與寫作教

學的進度，要求四年級學生通過觀察物品的特徵、顏色、用途、形狀，再以擬人

法加入想像，起草生動有趣的講稿（謝晴，2018 年 9 月 19 日，2018 年 10 月 24

日，2018 年 11 月 14 日，2019 年 2 月 19 日）。唯有通過反覆的聽、說、讀、寫

與結合練習，活學活用，漢字的形音義連結才能鞏固。    

4.識字、寫字與資訊科技的相互支持 

 隨著手寫輸入法與觸控式平板電腦的發明，結合澳門政府提供教育經費的

支援，澳門低小兒童可以通過用手指寫或畫出漢字的方式，在教師的引導下運用

平板電腦查詢資料。學完漢語拼音後，學童就可以用漢語拼音輸入法輸入自己的

造句或短文，在電子教學平台上供小組或全班欣賞。 

 隨著識字量增多，有經驗的澳門教師會引導中年級學童先運用漢語拼音輸

入法在網路上搜尋並閱讀相關資料，接著再用手謄寫出重點，製作個人或小組報

告。通過資料搜尋，可以擴展兒童的閱讀量與視野；要求用紙筆書寫重點，除了

避免兒童單純地剪貼與複製資料外，還可以提供兒童複習已學漢字與學習書寫生

字的機會。 

    像 google classroom 與 kahoot!等平台，讓具備基本英語能力的使用者可以輸

入漢字並且設計試題。澳門教師可以善用類似免費的平臺發展線上試題來評量學

童的識字能力，學童更可以通過自編測驗來進行自我評量與同儕評量 （(Kahoot!, 

2019）。發展試題的過程與有趣的搶答方式能幫助兒童鞏固學科知識，提升後設

認知能力與學習動機。 

    至於 SmartReading 則是一個提供母語為漢語的學生適性化閱讀的付費平

臺。此系統會在知道學生的閱讀能力後，提供每一位學生一份適合自己閱讀能力

的推薦書單。另一方面，學生只要輸入書名，就可知道該書是否適合自己的年齡

閱讀。這個系統能記錄兒童閱讀能力的進展，幫助學生減少認讀上的負擔，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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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提升學生的閱讀動機（李奕璇，2019）。 

「澳門小學教育階段中文基本學力要求」（澳門教育暨青年局，2016）明確

指出：低小兒童要能運用影音媒體學習中文，並與同學交流；高小兒童要具備使

用鍵盤輸入漢字的能力，並且運用電腦作簡報。資訊科技的進步提供了教與學改

變的契機。新時代的澳門語文教師除了要不斷提升語文教學的素養，還需要跳脫

語言的限制，終身學習如何適當地將最新的科技融入教學。當老師能在課堂上運

用較新的網路教學平臺與教學模式，提醒學童如何善用網路資源與避開媒體陷

阱，對學生而言，就是自我精進、創新應變、國際理解與媒體素養的最佳示範（教

育部，2018）。 

三、 結語 

識字與寫字不但是閱讀與寫作的基礎，更是社會生活的重要工具。老師不但

需要檢視學生是否能讀、寫與運用漢字，更需要提供學生運用工具書或其他資源

自學與自我評價的機會。在資訊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澳門語文老師必須思考如

何結合新的網路教學資源進行識字教學與評量，提供真實的、統整的、互動的漢

字學習經驗，以引發與維持學習動機。當教師具備完整的小學漢字教學素養，才

能作更審慎地作教學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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