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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識字規律使識字教學過程更為科學化，是極為迫切和重要的課題。教學

時若能適當地運用漢字規律，必能達到快速識字、便於記憶等學習成效，更是教

學應當熟稔與用心之處。

形聲結合是漢字強勢的構字規則，面對如是龐大的結構群，如何快速教與

學？僅以單一規律即能全然掌握嗎？形聲字聲符以表音為首要功能，兼表義為次

要功能，我們如何讓學習者緊密結合形與義？如何由形聲規則，從一個字到一群

字，使漢字形音義進行全面教學呢?此為筆者於漢字教學現場的思考點。

本文關注上述問題，以漢字演變為線索、利用同聲符字族類推，說明如何進

行形聲字的圖解識字教學，聯繫圖文結合與類推原則，彰顯規律與效率二者一體

兩面的關係，使學習者利於掌握規律、進而達到有效的漢字教學，是為本文寫作

的目的。

關鍵字：形聲字、規律、漢字教學、圖解識字、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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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ied Chinese-Character-Teaching to make it more scientific is a very urgent

and important lesson. If teacher can apply the regularity of Chinese-character

adequately while teaching, it must achieve the learn-effect of knowing words fast ,and

it should be more attentive when teacher teaches.

To combine with forms and pronunciations is the common regularity of

character-building. Facing this gigantic structures, how to teach and learn fast? Only

use the single regularity to control it all? As for phonetic component of pitcophenetic

character, expressing the pronunciation is the major function, expressing the meaning

is the minor. How can we make the learner to learn combining the words with forms

and pronunciations? How can we proceed the overall teaching with the forms,

pronunciations, meanings of Chinese character from the regularity of forms and

pronunciations? It’s minereflection by the locale ofChinese-Character-Teaching.

This article is concerned with these questions .Illustrating how to proceed the

Learning Vocabulary by Visualization of pitcophonetic by using the same symbol

characters of pronunciation to analogize and the hint of Chinese-Character-Evolution,

linking up the mixture of pictures and characters and the analogy-regularity,

Manifesting the coordin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ularity and efficiency. And

making the learners control the regularity with facility, attain the effective

Chinese-Character-Teaching further. These are the objectives for this article.

Keywords: Reading aloud to students, Reading-While-Listening, Reading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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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身處資訊快速流通的時代，資訊必然憑藉語言方能轉化為知識，人類建構知

識的最基本關係亦即文字與意義的關係（黃居仁，2005：89）。如何梳理清楚文

字與意義的關係、尋求規律、運用於教學、有助於學習漢字，是筆者關注的課題。

觀察本國語文的教育，因政策更迭、時數縮減、學生身處聲光刺激、教師未

能以專業本位任課，諸多主觀、客觀因素造成學習者基本語文能力降低，有志之

士對此莫不憂心忡忡。故而，如何對語文教育挹注更多關懷、幫助學習者找回文

字的感動力？是為重要的課題。

往下簡要梳理筆者近年對漢字教學的所見所思，即本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人類有語言本能，卻尚未有識字和閱讀的本能。識字能力必須後天學習而養

成，識了字才能進一步閱讀與書寫，故而識字是人類由「語」進入「文」的基礎。

識字教學的價值和目標，在於使學習者進入語言文字符碼構成的意義世界，通過

各種形式的閱讀獲得訊息、提取意義，進而能以語言、文字及符碼表達自己、傳

達思想。識字教學的成效，影響由口語進入書面語的時間長短、掌握書面語的理

解能力。識字教學成效的關鍵有二：

一個是對一種文字系統 本身的認識，一個是對人的認知過程的認識。這兩方面

的認識越深入，識字方法也就越符合客觀規律，識字效率也就自然越高。（佟樂

泉、張一清，1999：86）

如是，教學者能否熟稔教學內容及教學對象？能否運用符合客觀規律的識字方

法？能否設計適合學習者的教材與內容？皆乃根基於教學者對漢字系統和學習

者認知歷程理解的重要性，而這些因素都足以影響成效良窳。

識字能力必須體現在認字、書寫及用字三方面的正確和精準；目前臺灣本國

語文識字教學普遍存在著「偏重寫字、輕忽識字」的現象：

以識字及寫字教學來說，一般不論是強調對文字的間架和結構的認知，還是強

調對執筆和運筆的熟練，或是強調對書寫順序和筆劃名稱的掌握和熟悉等，同

樣也都只涉及「技術」的課題罷了，根本就未能一併透視書寫文字的更深知識

功能。如果要改善這種狀況，那麼想辦法「另闢途徑」也就一樣勢在必行。（周

慶華，2007：83）

技術性的寫字不是識字教學的主體，當以用字為要，因為用字直接關連著意義理

解的正確性；更重要者，我們如何於當今情勢中「另闢途徑」，是必須正視的問

題。以當前情勢觀之，筆者認為應當汲取傳統文字學的豐富知識和研究成果、融

合教育學與心理學等學科，掌握漢字教學的規律，讓識字教學達到「短而精、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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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美」的境界。

漢字形體與意義的關係較其他文字來得緊密，藉由形體教導學習者能正確地

掌握字義、詞義，聚焦於形與義的聯結，使學習者理解漢字字形與意義間的規律、

對漢字系統的全面認識，皆是教學者的必備能力和教學目標，故而有效的學習與

教學必須經由規律而更加清晰。因此，研究識字教學規律，使識字過程更加科學

化、成效具體化，是極有價值的課題。

筆者認為「有效」乃根源「規律」，學習者可以透過摸索自行尋得規律、亦

可由教學者教導之。對於教師而言，教學經驗能不斷累積規律與策略，更可經由

研習再學習而得到規律。教學者若能與研究者結合，在短期之內讓學習者和教學

者掌握漢字規律、達到成效，這是最理想的狀態。

目前臺灣國語文教學，仍運用分散識字教學法，其優點為語境明確，與生活

經驗密切結合；但是，識字量累積較慢，延緩了識字自動化的時間。因此，如何

將漢字規律挹注於漢字教學，以達到快速識字、便於記憶等教學成效呢？在內在

語文能力降低、外在需求增加的時代，如何為漢字教學尋覓一條有效的法子，皆

是迫不及待的工作。

二、研究目的

本文聚焦形聲字教學，選擇形聲字的原因為何？眾所皆知，漢字形體和結構

歷經變革，使得象形程度降低、形聲字增多（裘錫圭，2004：51），表音成份進

入結構之中，字形表義方式走向組合化，意義狀態出現虛化、概括化、類化的趨

勢，表義效果更加隱蔽曲折（蘇新春，1994：16-17），以上是表義層次的變化。

考察內部構形理據，現今達 80％以上的漢字仍由形旁、聲旁構成，漢字的性質

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裘錫圭，2004：18），構形理據仍然存在。形聲就成了運

用最多的組合規則。

學者處理形聲字，大多著重形聲字以表音為主要功能？或兼具讀音與語意線

索？即聲符能否表義的問題，如傳統的右文說即注重聲符的可表義性。現代學者

將聲符分為兩類：一類是單純借來表音的，如「花」的聲旁「化」；另一類跟形

聲字代表的意義也有聯繫，例如一種用玉、石等物製作的耳飾叫做「珥」，「珥」

从「玉」从「耳」，「耳」就是跟「珥」在意義上有聯繫的聲旁，這種聲旁可以

看作聲符兼意符。（裘錫圭，2004：16）

無論聲符是否表義，形聲都是現代漢字強勢的構字規則，筆者無意考察聲符

表義的問題，而以教學實用為考量，只要能教好形聲字，就能掌握大多數的漢字。

教學時面對如是龐大的結構群，如何善加引導使學習者快速學習？是否如拼音文

字的「形→音→義」呢？僅單一規律即能全然掌握嗎？此為筆者於漢字教學現場

的思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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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從漢字來源與特點，以圖解識字教學法處理形聲字群，示範運用規律進

行實際教學，提升漢字學習成效。

貳、漢字學習成效及漢字特點
往下先回顧漢字學習成效、因素，再說明漢字特點與教學。

一、漢字學習成效

分析類型及成因，有助於瞭解有效的漢字教學和學習，歸納漢字學習成效類

型如下表：
表 1：漢字學習成效類型

學習成效類型 漢字教學內容舉例

1.心智技能 能運用語言文字溝通和解決問題

⑴區辨 a.能辨別象形字和指事字的不同。

b.能指出「夫」、「天」等形近似字的差別。

⑵具體概念 知道形聲字中部首代表意義，如木部字都和木

本植物有關。

能歸納同部首的字。

⑶定義概念 能為「象形字」下定義。

⑷原則 能說明「形聲字」組合規律。

⑸高層次原則 找出、更正文章裡音近、形似的錯字。

2.認知策略

⑴注意力策略 a.根據老師的問題從文章裡找到答案，如出現生

字的詞語。

b.文字接龍。

⑵編碼策略 正確回答字謎。

⑶記憶搜索策略 找出具有部件「青」的字族。

⑷回憶策略 由背誦過的詩句，找出具有「青」部件的字。

⑸思考策略 a.將同部件字組構成有意義的句子或段落。

b.歸納「青」字族讀音的類別。

3.語文資訊 說出漢字特點、演變歷程。

4.動作技能 正確書寫筆順、部件、架構。

5.態度 願意接受指導、更正錯字。

（資料來源：周碧香，2012：96-97）

學習成效類型是檢視學習者細部能力的依據，讓教學者直接著力在學習者較弱的

區塊，使補救教學對象徵性化，故診斷漢字學習成效是識字補救教學的基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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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考量學習成效的內在因素及外在因素之後，呈現教學者、學習者、教學內容、

環璄之間的關係如下圖：

圖 1：漢字教學與學習成效圖（資料來源：周碧香，2012：98）

圖內展現漢字學習的三個層級—課堂學習、自主學習、潛能學習，及其與漢字學

習成效的關係，確知漢字學習成效不同面向呈現的整體結果。

全面認識漢字系統、深入理解學習者的認知模式，是教學者不可或缺的工作與專

業知能（周碧香，2012：99）。教學者設計多元學習方式，讓學生能全面準確地

瞭解與掌握漢字，藉由文字鑑往知來、賡續文化是漢字教學的終極目標。

上述是討論漢字學習成效的關係，著重於教學者和學習者的關係及其各自的

努力點，往下說說漢字教學中的漢字特點。

二、漢字特點與教學

從歷史角度，漢字並非天生就是記錄語言的工具；以邏輯角度，漢字形體構

造具有特殊的認知作用和文化價值（王玉新，2000，10-13）。漢字是一種極為特

殊的文字，外形方正、結構勻整，內在具有一定的理據。學者認為漢字是以一定

筆畫和構字規則組成的語素文字（Logogram），具有以字形直接表義的科學性、

及以語音為媒介的再表義形式，漢字同時運用這兩種特徵，且具有強大的構詞能

力。（萬雲英，1991：404-405）由表達意義的功能觀之，漢字與其他文字符號內

部關係差異性如下：

（一）拼音文字

字形 詞音 詞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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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漢字

詞音

字形

詞義

拼音文字的字形必定透過語音才能表達詞義，字形和詞義並未直接的聯繫；表意

文字體系的漢字，字形和詞義，不僅可通過語音形式發生聯繫，由字形更可直接

表達意義（周碧香，2006：30）；故漢字與拼音文字根源於表義的層次和順序的

差別。

漢字既是漢字教學的內容，其特點必然影響學習者的認知與教學者的教學，

進而左右漢字學習與教學的成效，故而學者呼籲不能把書寫字形當做學習的全

部，要瞭解漢字造字方法、「字族」形成的過程（盧國屏，2008：28）；教學時

注意漢字特點，使學習者了解漢字形體構成的規律性，自然可以事半功倍（許嘉

璐，1995：403）；字形辨識教學時，透過「字源」加深學生對字形的理解，分

析「部件」以幫助字形的記憶與書寫，利用「字根」配合「部首」教學以擴大漢

字的認讀範圍（黃沛榮，2006：3）；漢字組合規則如形聲字的形旁和聲旁，在

訊息處理的歷程，都有心理學上的真實性與重要性（曾志朗，1991：545），教

學時可多加運用。

教學者理當注重漢字字形及字義理解上的特性，善用如拆解與組合、完形與

細微、統覺與類推、再現與聯想等漢字特點（周碧香，2012：101-102），在有序

教學之內，添加豐富內涵與雅趣，提升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強化學習效能。

參、圖解識字的形聲字教學

圖解識字教學，指利用圖象的方式呈現造字本義、介紹字形演變、解釋相同

成分的字、分析形似字（周碧香，2009：57）。此法由傳統語言文字學出發、以

綜合性為重心，運用圖象、圖表幫助學習者學習，注重分辨文字間的異同，教學

者營造良好的語文環境，輔助學習者自行學習、默會致知；注重環境潛移默化、

主張以學習者為主導的學習模式；主張由字而詞、由詞由句的學習進程，符合書

面語學習模式具有含括性、遷移性、累進性。在教學內容的處理上，必須以圖象

輔助語義學習與記憶。然而，這樣的教學法如何處理大量的形聲字呢？

本文考察意義與字形的整體關係，談談圖解識字教學法處理形聲字的兩類教

材，一類是原非形聲的後起形聲字、一類是形聲字族，舉例說明以規律來活化識

字教學。古文字形採用中央研究院語言所「漢字構形資料庫」和中央研究院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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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研究所「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文中作品為筆者在「訓詁學」、「詞彙與

訓詁」課程中，運用圖解識字的概念指導學生製作的教材，圖下標示學生的姓名，

以示原創者的用心。

一、形聲化的形聲字

從非形聲字改變為形聲字，此謂之為「形聲化」，概分為幾類：

（一）本字變為聲符

此類原為象形字，在原字的基礎標誌類別，而本字則變為聲符，如雲、電、

雷、祖、炷、福、祐、背、蜴、復、箕、暮、帽、裘、疇、鬚、蛇、簑等字。

1.北 vs.背

（修自陳怡婷作品）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楷書

北 北 北 北

背 背

北 乖也。从二人相背。凡北之屬皆从北。（《說文解字》P.390）
背 脊也。从肉。北聲。（《說文解字》P.171）

從甲骨文「北」是兩個人背靠背站著，如同《說文解字》所言「相背」樣。「北」

用做方位詞，「北」字加上「肉」，構成「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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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求 vs.裘

（修自藍顧今作品）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楷書

裘 求 求 求

裘 裘 裘 裘

裘 皮衣也。从衣。象形。與衰同意。
段注：裘之制毛在外。故象毛文。

求 古文裘。
段注：此本古文裘字。後加衣為裘。而求專為干請之用。亦猶加艸為蓑。而衰為等差之用

也。求之加衣。蓋不待小篆矣。（《說文解字》P.402）
從甲金字形知道「求」字原指用帶毛的獸皮大衣，「要求、請邀」概念也用「求」

字記錄，為區別起見，金文加上「衣」字，表示它是一件衣服，由「裘」字保存

「求」字本義的毛皮大衣。

3.且 vs.祖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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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自張維茵作品）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楷書

且 且 且 且

祖 祖 祖

且 所以薦也。从几。足有二橫。一其下地。（《說文解字》P.723）
祖 始廟也。从示。且聲。（《說文解字》P.4）

「且為祖之本字，像神主之形，《說文》訓且為薦几，乃誤合神主與薦凡為一

字。……祖為且之加形轉注字以誌其本義，許書訓為『始廟』，殆為神主之引申

義。」（王初慶，2003：548）從甲骨文、金文字形「且」即先人的墓碑或牌位。

「且」借為「苟且」、「而且」的虛詞使用，故金文再加上「示」以保留本義「祖

先」。

4.莫 vs.暮

（修自秦明君作品）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楷書

莫 莫 莫 莫

暮

莫 日且冥也。从日在茻中。茻亦聲。（《說文解字》P.48）

「莫」字被借用為禁止詞，加上「日」字構成「暮」字，保留本來「黃昏」意思。

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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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 vs.箕

甲骨文 金 文 小 篆 楷 書

金 文 小 篆 楷 書

（蔡家舟作品）

箕 所以簸者也。从竹其。象形。丌其下也。凡箕之屬皆从箕。其 古文箕。

其 籀文箕。段注：按經籍通用此字為語詞。（《說文解字》P.201）

甲骨文「其」形體已然充份表現原本即是農具「畚箕」，如段注所言「其」用做

語詞，故加上「竹」字造成「箕」字表示原義。「其（其）本為其假借為語辭後

之分別文，加形以明其之本義者，其形構為从丌其，其亦聲；其後其字廢而不用，

又以其為語辭；又或於其上加竹作箕以示其形質，箕則已為从竹其聲之形聲字。」

（王初慶，2003：78）

6.云 vs.雲

（修自高子謙作品）

甲骨文 小篆 楷 書

云 云 云

雲 雲

雲 山川氣也。从雨云。象回轉形。

云 古文省雨。

段注：古文上無雨。非省也。二蓋上字。象自下回轉而上也。（《說文解字》P.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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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字確實「非省也」，甲骨文形體指雲氣捲舒之狀態，未必如段注所「象自

下回轉而上也」。在「云」字之上加上「雨」，標示其類別，亦讀如「云」。

7.州 vs.洲

（修自高子謙作品）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楷書

州 州 州 州

洲

州 水中可居曰州。周遶其旁。从重川。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或曰九州。

《詩》曰：在河之州。一曰州疇也。各疇其土而生之。

段注：州本州渚字，引申之乃為九州。俗乃別製洲字。而小大分係矣。（《說文解字》P.574）

「洲」乃後起字，保留「州」字的州渚之義。「依段氏之例，正所以說假借也，《說

文》言假借皆附會之以義，而九州之州，州國之州，乃係專名之假借，實不必繫

於義。……蓋既假州渚字以為九州、州縣之州，久假而不歸，不得不另以从水州

聲之洲字以誌其本義。」（王初慶，2003：600）

8.易 vs.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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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鈺涵作品）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楷書

易 易 易 易

蜴

易 蜥易。蝘蜓、守宮也。象形。

段注：虫部蜥下曰蜥易也。蝘下曰在壁曰蝘蜓、在艸曰蜥易。（《說文解字》P.463）

易像其頭與四腳之形。（林尹，2007：76）從甲骨文和金文的形體顯示「易」字

即是「蜥蜴」類的動物。後來「易」字被借為表示「變易」、「容易」之義；再加

上「虫」部，構成从「虫」形、「易」聲的「蜴」字，用以保留「易」字的本義。

這類字或許加入形符使所表之義更加清楚、或因本字被借用表示他義，而加

上形符保留本義。無論何者，教學時應回到原本的字形，詳加說解，使學習者能

瞭解造字時的本義。

（二）添加聲符

字形原本已足夠表示字義，後來再加入聲符，本義未曾更動，加入聲符的主

要作用乃在提示讀音，如齒、寶、聽、碧、薻、歸、嗣、奉、簠、梁、牖、害、

豬、望、鳳、聞、冕、望等字。

1.鳳

（修自呂天睿作品）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楷書

鳳 鳳 鳳 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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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 神鳥也。天老曰。鳳之像也。麐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頷、

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崐崘。飲砥柱濯羽弱水。

莫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从鳥。凡聲。（《說文解字》P.149-150）

甲骨文、金文「鳳」字，上有冠羽、下有長尾和鳳爪；小篆字形加入聲符「凡」，

成為外聲內形的形聲字。

2.龍

（修自陳儀紋作品）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楷書

龍 龍 龍 龍

龍 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从

肉。 肉飛之形。童省聲。凡龍之屬皆从龍。（《說文解字》P.588）

甲骨文、金文「龍」字的形體相當地象形，上有角、角下是頭，嘴巴張開露出兩

顆鋒利的牙齒，右邊是彎彎曲曲的龍身。小篆將頭和角訛誤為「童省聲」，使得

龍字變為多形的形聲字。

3.年

（修自彭欣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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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 金文 小篆 楷書

年 年 年 年

年 穀熟也。从禾。干聲。春秋傳曰。大有年。（《說文解字》P.329）

甲、金文字的「年」都是會意字，上面是「禾」、下面是一個面朝左、手朝下的

人，整體表示穀物熟了、正在採收，甲骨文「禾」中間有一橫線，可能是綑綁的

線。小篆將收割的人誤解為聲符「干」，變成上形下聲的形聲字。

4.聽

（修自林奕帆作品）

金文 小篆 楷書

聽 聽 聽

聽 聆也。从耳惪。壬聲。（《說文解字》P.598）

金文字左邊是一個大耳朵、右下角是一個口，表示一個人用口說、一個人用耳聽，

聆聽是表義的重點，所以耳朵畫得較大，為會意字。小篆加入聲符「壬」及右邊

的「惪」，成為多形的形聲字。

5.寶

（劉育汝作品）

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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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 金文 小篆 楷書

寶 寶 寶 寶

寶 珍也。从宀王貝。缶聲。（《說文解字》P.343）

甲骨文「寶」字房子裡有貝、玉，表示財富。金文多了杵臼類的舂米器具，為當

時生活的必備器物。小篆將金文的「杵」、「臼」併成「缶」，構成多形一聲的形

聲字。

6.齒

（修自蔡家舟作品）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楷書

齒 齒 齒 齒

齒 口齗骨也。象口齒之形。止聲。（《說文解字》P.79）

甲骨文圖示著牙齒之形，金文開始加上「止」字當做聲符。

7.聞

（修自藍顧今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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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 金文 小篆 楷書

聞 聞

聞 知聞也。从耳。門聲。（《說文解字》P.592）

從甲骨文、金文形體看出「聞」字主要是由「人」和「耳」構成，甲骨文裡是一

個跪坐的人，耳朵畫得又大又清楚，表示認真地聽聞；金文則是一個人嘴巴張大、

說得口沫橫飛、手舞足蹈，右邊有一個人用耳朵聽。小篆保留耳朵、加上「門」

當做聲符，變成內形外聲的形聲字。

8.自 vs.鼻

自
（謝惠琳作品）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楷 書

自 自 自 自

鼻 鼻 鼻

自 鼻也。象鼻形。凡自之屬皆从自。（《說文解字》P.138）
鼻 引氣自畀也。从自畀。凡鼻之屬皆从鼻。（《說文解字》P.139）

在甲骨文「自」、「鼻」皆已存在，知道二字為異體字。「自」多用為自稱詞、而

由「鼻」保留本義；「从自畀」為會意字，「畀」同時是「鼻」的聲符。

（三）另造形聲字代替本字

本字不行而改以形聲字取代之，如梅、雞、華、星、聞、河、富、邦、豭、

圃、囿、虹、穗、稷、絕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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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囿

囿
（修自呂天睿作品）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楷書

囿 囿 囿 囿

囿 苑有垣也。从囗。有聲。一曰所以養禽獸曰囿。（《說文解字》P.280）

甲骨文「囿」字的形體就像周圍有園牆、中間有樹曲的苗圃，可知其本義就是園

林。金文則變為外形內聲的形聲字。

2.虹

虹
（修自謝惠琳作品）

甲骨文 小篆 楷書

虹 虹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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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 螮蝀也。狀似虫。从虫。工聲。明堂月令曰虹始見。（《說文解字》P.680）

甲骨文「虹」如同一條高掛天空的長虹，像一尾長蛇，為象形字。小篆另造左形

右聲字，以「工」表示音讀。

3.豹

（修自林咨君作品）

甲骨文 小篆 楷書

豹 豹 豹

豹 似虎。圜文。从豸。勺聲。（《說文解字》P.462）

從甲骨文就如豹子張嘴怒吼之狀，身上有圓形的紋路。小篆就成了左形右聲的形

聲字。因甲骨文「豸」為「豸」，故「豹」屬另造形聲字而非加聲符的形聲字。

4.雞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楷書

雞
（林奕帆作品）

雞 知時畜也。从隹。奚聲。（《說文解字》P.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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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雞」字形能清晰看到雞喙、雞冠、身體、羽毛、爪子各部位，喙部張開，

表示正在啼叫，與圖畫相類；金文亦同。小篆則變成左「奚」聲、右「隹」形的

形聲字。

5.網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楷書

網
（修自林奕帆作品）

罔 庖犧氏所結繩吕田吕漁也。从冖。下象网交文。凡网之屬皆从网。（《說文解

字》P.355）

甲骨文字形左右兩邊像是插在地上木棍，中間掛著一面網，用以在陸上捕捉獸

類；金文字形像綱舉目張的魚網；小篆加入形符「糸」及聲符「亡」，楷書字形

變成左形右聲結構的形聲字。

6.星

甲骨文 金文 楚系文
字

小篆 楷書

星
（修自林奕帆作品）

甲骨文「星」字，左右兩個方塊代表繁星，橫線指地平面，只畫上樹幹枝枒，或

許是指空曠的平野樹後的星星。金文改以三個「日」表示繁星、樹枝線條柔化；

楚系文字將金文三個「日」減略為一個「日」、柔化後的樹枝就更像「生」字，

故而造成了上形下聲的形聲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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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河

甲骨文 金文 篆書 楷書

河

（修自彭欣怡作品）

甲骨文「河」字的線條代表蜿蜒的河岸，金文時期始變為左形右聲的形聲字。

8.圃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楷書

圃

（林依霖作品）

由甲骨文「圃」字形知道是田裡長著作物、金文加上方框表示範圍，仍種著作物，

表示「圃」字本義就是種植蔬菜瓜果的園子。小篆將甲金文的作物訛誤為「甫」，

進而變成外形內聲的形聲字。

9.邦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楷書

邦 邦 邦 邦

邦 國也。从邑。丰聲。（《說文解字》P.285）

從甲骨文字形「邦」、「甫」二字極為相似，都是在田地裡栽植樹苗，圍繞封界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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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苗表示國界，「邦」則成「分封的諸侯國」之意。金文變成左「丰」聲、右「邑」

形的形聲字。

10.西 vs.棲

（彭欣怡作品）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楷書

西 西 西 西

棲 棲

西 鳥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鳥棲。故因以爲東西之西。凡西之屬皆从西。

（《說文解字》P.591）
棲 西或从木妻。（《說文解字》P.591）

甲骨文、金文「西」字就像鳥巢的形狀，小篆「西」字有鳥在巢上歇息；後來另

造从木妻的「棲」字以表示棲息之義，與方向的「西」字區別之，二字分工。

11.亦 vs.腋

（彭欣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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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 金文 小篆 楷 書

亦 亦 亦 亦

腋

亦 人之臂亦也。从大。象兩亦之形。凡亦之屬皆从亦。（《說文解字》P.498）

這是一個指事字，原表示腋下的部位，後被借用為副詞，後世再造了从肉夜聲的

「腋」字以表示本義。

形聲化代表著讀音的需求度增加，這可能是因為多地造字的結果，本字與形

聲字相互競爭，使用上形聲字讀音方便較可能得勝，但是意義與語音的聯繫並不

強，故圖解識字教學法輔以圖象和非形聲字的古文字字形，以漢字演變為線索，

綰結形義的關聯以彰顯字義的源頭，讓學習者印象深刻。

二、形聲字族

對於一群同聲符的字，則組合成字族圖，運用形聲字構形的原則，結合漢字

教學的圖文結合與類推原則，以利於達到教學成效。

操作時，教師必須先說明聲符的本形、讀音、本義、常用義等要素，以為類

推的起點，再逐一帶出衍生字的讀音和意義；解釋起點字和衍生字的關係，引導

學習者舉一反三；由一個字為線索，串連其他字，進而成為字族，構成學習網絡。

往下，列舉我們整理的教材：

（一）方字族圖

（王以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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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字族圖

（盧嘉敏作品）

（三）牙字族圖

（吳安明作品）

（四）令字族圖

伶

令
玲

冷

齡

囹
拎零

嶺

領

翎

羚
聆 鈴

（魏孝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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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包字族圖

（林淑卿作品）

（六）古字族圖

牯

居
胡

沽

姑

咕

估

詁

罟固

故

枯

苦
怙

古
（蔡孟婷作品）

（七）瓜字族圖

（潘雯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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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皮字族圖

（林欣樺作品）

（九）吉字族圖

（林珈如作品）

（十）羊字族圖

（林秀芳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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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巠字族圖

巠

勁

徑 涇

莖

鵛逕
脛 痙

鵛桱
俓

經
ㄐ｜ㄥ 植物的主幹 ㄐ｜ㄥˋ 力氣、精神

ㄐ｜ㄥ 涇河
ㄐ｜ㄥˋ小路

ㄐ｜ㄥˋ痙攣

ㄐ｜ㄥˋ從膝蓋到腳跟的部分

ㄐ｜ㄥˋ小路

ㄐ｜ㄥˋ
樹的一種

ㄐ｜ㄥˋ 傳說中一
種吃蛇的怪鳥

ㄐ｜ㄥˋ小路

ㄐ｜ㄥ 古同「經」

（黃文玉作品）

（十二）兌字族圖

（吳怡寬作品）

（十三）其字族圖

旗
琪

棋

錤

娸

麒

騏
踑祺萁

箕

期諆

（林曉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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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侖字族圖

侖
倫

輪

論

淪

崙

綸

掄

圇 蜦

惀

陯

棆

（鄭宇倫作品）

（十五）青字族圖

（陳姿潔作品）

上述圖解識字教學法同聲符的「形似圖」，本教材是運用類推的原理，將同

聲符的群體字集於同一圖象之內，以利比較與類推。類推，是人類語言重要的機

制，存在於語言各個層面，亦即學習理論的「類化」，在識字的分辨及記憶之上，

好好地運用，對學習者講述其中的規則，使其垂直遷移；利用實例圖象，提升學

生的興趣，藉由教具將原理與例證結合起來（周碧香，2011：15）。傳統文字學

「右文說」、「聲義同源」，即為此規則的具體表現，如由青得聲者，有「美好」

之義；由侖得聲者，多有「次序」、「條理」之義；從皮得聲者，有「分析」之義；

从「夗」或「句」聲者「彎曲」之義；从「巠」聲者有「直挺」義；从「辰」聲

者有「震動」義等等，更是教學時說解字義重要的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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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材設計的思考點

教材設計必須考量學習者的認知能力，識字學習之心理過程依序為字形、字

音、字義（林尹，2007：21），識字學習與學習者的觀察力、思維力、記憶力、

想像力等認知發展相互影響（陳金明，1995：372-373）。曾志朗從心理學的角度，

說明漢字的訊息處理歷程：

漢字呈現時，要就是一目了然（Wholistic），不然就是要經過由整體到局部

（Global to Local）的解體過程。這種「先見樹後見林」的知覺歷程帶來了各

獨立部件（部首、聲旁等）的突出，而讀者根據部件方位而賦予不同的語文特

徵。詞義類別，發音線索等是漢字信息處加工的主要步驟。（曾志朗，1991：

546）

可知詞義類別與語音線索是漢字處理的兩大脈絡。事實上，漢語存在著大量的同

音字，故而我們不能純然依靠如同拼音文字「形→音→義」的進路，更應當重新

注重原本降低的形象化，注重解釋部件的形義，亦即重視漢字獨有的「形→義」

進路，兩種進路相結合，使得漢字結構與視覺記憶產生依存關係：

人的大腦非常善於視覺記憶，它把一個視覺表像作為一個完整的單位來處理，能儲

存很大的信息量。由於漢字的方塊平面結構，大腦很容易對其形成一個完整的視覺

表象，使漢字就成為語音和語義的有效載體。（劉雅芳，2011：19）

假如以兒童為學習者而論，兒童具有高度的圖形感知能力，在局部和細節的觀察

辨別能力優於成人，思維的發展規律是由具體形象到抽象概括的過程。漢字以

音、義構成的系統性對初學識字的兒童有用，但以形、義相連的系統更可以幫助

兒童更進一步識記漢字。（許嘉璐，1995：403）

兒童在開始學始學習漢字時，是把每個字當作一個圖像來接受的。這時兒童的

空間知覺主要是輪廓感知，這也符合格式塔心理學派（Gestalt）所強調的心理現

象的完整性原理。在傳統的識字教學中，從一開始就把漢字的一點一劃看得很

重，實際上這或多或少地難為了兒童。按照漢字結構的系統性教學，則在注意

字的完整性及其點劃的同時，加上使兒童分辨同一系統中各個字體之間的整體

上的區別。在兒童學會了一些構字頻度最高的字（「母體字」、「基本字」、「根字」）

之後，再學由此繫聯的孳乳字時，實際上是借助於已知而接受未知；由於每一

個字的小系統（「字族」、「字群」、「字串」）的「根」只有一個，派生的字卻有

許多，因而「根」可以有多次重復記憶的機會，孳乳字又因在已知的基礎上增

添少許標誌而成為新知，知同而察異，有利於兒童對事物進行分辨的能力的提

高。（許嘉璐，1995：408）

在一定語言環境進行意義聯繫的系統，幫助學習者讀準字音、認清字形、理解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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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達到會讀、會講、會用，並在大腦中建立牢固的聯結。

圖解識字教學法面對形聲字依然強調圖象與字形、字義相互綰結；以圖象輔

助學習者理解字義、回歸原本所造的形體，加深字義與字形的連結。雖然形聲字

增多說明了讀音的需要，然而聲符僅佔是該字的二分之一，況且大多數的聲符本

非形聲字，而是表意較強的象形字、會意字、指事字。由字形與字義結合的角度

切入，以圖象解釋形聲字的意義來源，或在群字採類推方法，是圖解識字教學法

處理形聲字的原則與教材設計的思考點。

教學時，教師必須分析字形、區辨漢字結構，強調部首位置，分解組合次序，

使學生形成明確的視覺表象、掌握字形，幫助學習者對漢字結構空間方位關係的

確立，識得形聲字形旁表意、聲旁表音的規則；更與圖象結合，強化字義說解，

降低學習者認知負荷，以有意義的理解策略大量識字。

伍、結論

本文以漢字數量最龐大的組合結構—形聲字為對象，說明超脫音義關係，如

何強化形義連繫、從一而多的類推。

圖解識字教學以學習者為本位出發，吸收傳統小學知識、汲取教育學和心理

學等學科理論使之融注為一，注重漢字規律，營造良好的學習環境，期盼識字教

學達到效率化、系統化、科學化的境地，讓學習者在規律與有效的教學中，不斷

累積識字量及深化其能力，為語文能力奠定深厚根基，是為語文教育的深切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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