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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文有獨特的句型結構技巧，幼童若能掌握句子的特性、辨識句子的正確性，並
將句子重組或修改成正確的語法，進而提昇幼童的中文閱讀能力。本文主要在探討中
文的特性，以及句子結構技巧與中文閱讀之間的關係，以作為閱讀能力教學與未來研
究的參考。
關鍵詞：句子結構技巧、句子結構、中文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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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e of Chines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is syntax which requires long term exposure and
explicit instruction. Young children’s Chinese reading ability will be improved if they can
mast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ntences, identify the correctness of description and rearrange
or correct the sequences of words in a sentence. The present article aims at explo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yntactic skills and Chinese reading
in order to augment reading instruction and future researches.
Keywords: syntactic skills、syntax、chinese reading

壹、前言
在這知識經濟的時代，隨著資訊科技
愈趨普遍，知識已經變成了生產力，閱讀
是知識經濟時代的生存力。中文文字系統
中，「字」與「詞」具有關連性，幼童隨
著學習經驗不斷地累積，詞彙量會愈來愈
多，詞素能力亦由詞彙量的擴充而逐漸增
進，當幼童學會字、詞和字義之後，便學
習組合文字，要形成一個完整的句子時，

需要了解最基本的句子組成結構，透過文
字上下文之間的關係，來了解新語詞的意
義；因此涂妙如（2012）指出，幼兒的閱
讀過程可以分為 5 個階段，分別從父母親
的話語和音調對閱讀有初步的熟悉感、認
識書並讀出聲音、如何閱讀書籍、開始有
操作書的技巧出現，以及可以理解書中文
字和圖之間的關係，由此可知早期閱讀不
僅可以豐富幼童的生命經驗，還能增進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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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認知能力。研究者就中文字的特性、
識字與中文閱讀發展歷程、句子結構技巧
的意涵、句子結構技巧的發展與特點、句
子結構技巧的測量及句子結構技巧之相
關研究等幾個向度進行探討。

將形、音、義建立起的六種心理聯繫相互
溝通，使神經聯繫過程得以在任何一方面
進行。根據萬雲英（1991）指出幼童中文
文字學習的過程可分為三大階段，分別為
泛化階段、初步分化階段、牢固精確分化
階段，從對形、音、義三者之間的關係模
貳、中文字的特性
中文又稱為中國文字或漢字，是一種 糊，到對字形結構有初步的認知，進而藉
由圖形演變成的文字，可以表音，也可以 由中文的組字規則去辨識，達到精確的認
從字形上揣摩文字的意義。萬雲英（1991） 字階段。Chall（1983）也將中文學習發展
指出，漢字具有獨特的特徵，如字形特徵 分為四個階段，依其年齡區分為零到六歲、
（通常以部首來表示其字意）、字音特徵 六到七歲、七到八歲以及八歲以後，幼童
（中文字的讀音常與聲旁的讀音有關）、 從圖像式記憶，進而將字音和字形慢慢的
字義特徵（中文字兼有表意的作用）以及 連結，最後則達到自動化的階段。而 Frith
字序特徵（中文字中某些符號有固定的空 （1985）依不同的技巧將中文文字學習發
間位置），可以藉由獨特的特徵來教導幼 展分成三個階段，最後 Ehri（2002）則延
童，讓他們認識不同的文字，並能提昇其 續 Frith 的文字發展三階段論，提出中文文
識字能力；「識字」是個變動的、抽象的 字學習發展四階段論，讓幼童擁有完整的
名詞，也是個具變化性、相對性、相關性 字形-語音之間的連結概念。
和個別性的概念（張國珍，1991），何青 肆、句子結構技巧與幼童語文
蓉（1991）也指出，識字不僅是知覺的延
發展的重要性
伸，亦為無止盡追求的歷程；許多國內外
在幼兒園教保活動與課程綱要的語
學者都認同閱讀包含識字與理解兩部份 文領域中有提到，學齡前階段語文僅是一
（柯華葳，1993；Catts & Kamhi, 1998）， 種社會溝通系統，也就是幼童學習有效、
而識字在整個閱讀過程中則扮演著重要 合宜與快樂地參與社會溝通系統的歷程，
的角色。當幼童認識許多文字之後，漸漸 一個社會溝通系統需要有溝通對象與溝
地將中文字結合、拼湊在一起時便成為詞 通媒介，幼童最常接觸的溝通媒介包含肢
彙，詞彙是構成語言的基礎，為語言中所 體、口語、圖像符號與文字功能。語文發
有詞的總稱（賴慶雄，1990），詞彙包含 展包括理解與表達能力，在使用語文時兩
了詞素、詞和詞組三個層次，其中詞是由 種能力統合使用，讓幼童能夠察覺、區辨
詞素所構成，表示一個概念、表現一種語 與接收訊息，以及能夠用適當的言語來表
法作用，根據詞的構成方式可以分為單純 達需求、感覺、感情和想法；在日常生活
詞（單音詞、雙音詞和多音詞）、合成詞 中，一個句子的語意還要靠伴隨的語調、
（雙音節合成詞、多音節合成詞）等。
手勢、眼神以及其他臉部的表情來表達，

參、中文學習的重要因素

中文文字系統中，「字」與「詞」具
有關連性，近年來許多研究發現，幼童隨
著學習經驗不斷地累積，詞彙量會愈來愈
多，詞素能力亦由詞彙量的擴充而逐漸增
進。董蓓菲（2006）指出，幼童識字就是
要記住中文的形、音、義這三個因素，並

而語言發展常被認為是極具創造力的階
段，有時候會摸不著他們想要表達的內容，
因此在這段期間，除了讓他們繼續發展已
經習得的語言內容，更要藉由語法、句法
來刺激其結構發展。學齡階段學童的句法
發展主要在運用下列句法結構之理解與
應用，如 7 歲左右能應用同時發生或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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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連接詞，8 歲左右可以正確地解釋
與應用被動句子，10 歲時對於有順序的連
續事件，能使用正確的連接詞將其連接，
而到了 11 至 12 歲可有效地運用假設性的
句子結構；相對的，當學齡前階段所習得
的詞彙愈來愈多，說出來的句子愈來愈長
時，幼童亦能運用已經建立的語言知識，
學習更多的詞彙以增進對句子的了解（引
自錡寶香，2009）。幼童會使用語意概念
去建構語言，他們知道名詞是指人或物，
動詞指的是動作，形容詞主要在形容一個
特徵，單位量詞則是指知道那樣東西應用
什麼單位，同時也會知道主詞和受詞。錡
寶香（2002）指出，2 歲左右的幼童已經
出現「主詞＋動詞＋受詞」的簡單句型，
由此可知，他們可能知道如何使用語意概
念來建構句法結構。

伍、句子結構技巧與語文學習
的相關文獻
Gombert（1992）表示句子結構技巧
係指在語句中能辨識文字的意義和使用
正確文法結構的能力。Muter 等人（2004）
也指出，在閱讀理解能力中，隨著年齡的
增長，句子結構技巧、語義理解能力比文
字的解碼更具影響力，幼童可以正確的判
斷和修改不通順的語句，顯示出句子結構
技巧在不同年齡層中會有不同的變化能
力，並能逐步尋找語句中語義的轉變。由
此可知，中文是以「字」為單位，中文閱
讀理解需要依靠字形、形-音配對，來達到
理解的目的；因此，欲了解中文文本層次
的閱讀內容，詞性的基本詞素句法結構、
時間的運用便很重要。近年來，有學者關
注到語詞對中文閱讀的重要性，當幼童學
習到的詞彙愈來愈多，說出來的句子愈來
愈長時，便能應用舊有已經習得的語言知
識、句法結構，進而學習更多的詞彙、了
解詞彙的意思以及處理新的句法結構；以
下將句子結構技巧的相關文獻和文獻中
有關句子結構技巧的測量方式分別敘
述：

一、句子結構技巧相關文獻
Chik 等人（2010）探討句子結構技
巧對閱讀障礙和一般發展學童的中文閱
讀表現貢獻。從香港十五所小學選出 303
位智力正常的學童（平均年齡為 9 歲又 9
個月）以中文語詞閱讀、句子閱讀理解、
文章閱讀理解、口語工作記憶、口語詞彙、
語詞釋義、句子重組、句子結構技巧、句
子論述技巧等測驗進行研究，並將他們分
成閱讀障礙組 101 人（117.26 月）、同年
齡控制組 101 人（116.85 月）與同閱讀程
度控制組 101 人（103.49 月）以進行比較。
研究結果發現：在中文語詞閱讀、句子閱
讀理解、文章閱讀理解、口語工作記憶、
語詞釋義、句子重組、句子結構技巧、句
子論述技巧測驗中，閱讀障礙組學童表現
顯著低於同年齡控制組，卻與同閱讀程度
控制組類似，但在口語詞彙測驗，閱障組
學生表現顯著優於同閱讀程度控制組。
Chik 等人（2011）針對 272 位香港一
年級（平均年齡 8 歲）、母語為粵語且智
力正常的學童進行一年縱貫性研究，以口
語克漏字填空、連接詞使用測驗和語詞順
序做為句子結構技巧的測驗。研究結果發
現：句子結構技巧是瞭解中文閱讀表現的
早期預測因素，且比文字層次的認知技巧
重要，研究同時也發現，詞素建構、連接
詞的使用對於了解早期中文閱讀表現有
很大的影響力及重要性且能顯著預測一
年後的句子閱讀理解能力。從此研究也可
以得知，句子結構技巧（包含語詞順序、
句法結構的基本認知、連接詞的使用）是
影響閱讀表現的有效預測因素。
二、句子結構技巧的測量方式
句子結構技巧是掌握語法的規則系
統，主要是將詞彙組成有意義的語詞、片
語和句子的能力，相關研究者（Chik et al.,
2010、2011）編製有關句子結構技巧的測
驗，希望藉由這些測驗，來了解幼童對於
句子結構的相關能力，以下針對測驗類型
做簡單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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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句子閱讀理解測驗：分成二部分，每部
分各有一道練習題、15 道正式題。第
一部份將句子挖空，需填入名詞、動詞
和形容詞，從四個選項中選出一個正確
答案以完成句子。第二部分則從四個選
項中，選出與目標語詞意義最接近的語
詞。
2. 句子重組測驗：主要目的被用來測量中
文基本的句型結構規則（包含主詞-動
詞-受詞、主詞-動詞-動詞，或其他特別
的句子類型等），以及連結詞的使用。
總共 15 題，需在四到六個選項中，將
句子重組為完整的句子，每答對一句可
得一分。題目如（1）弟弟（2）足球（3）
正在玩，如要選出正確答案必須先知道
句子的結構，才能作答。
3. 句子結構技巧測驗：主要目的在測量學
童對於中文句法結構的檢視與修改之
技能。共分為二部份，第一部份有四道
題目，需知道句子的組成結構，再判斷
應填答之答案；第二部分有八道題目，
每個句子中有一複合詞的使用錯誤需
修改。
4. 句子論述技巧測驗：主要目的在測量學
童對於句子推理的技能，以構成一個連
貫和有意義的句子。共有十道題目，需
將三到五個句子，排成一個有意義的事
件陳述或是過程、事實的詳細描述。
5. 口語填空測驗：主要目的在測量學童對
於中文基本句型結構的了解。分別為 3
題名詞、3 題動詞以及 3 題形容詞，需
認真聽錄音機所播放出來的題目，再判
斷應填入名詞、動詞或形容詞，才能回
答出正確的答案。
6. 連接詞的使用測驗：主要目的在測量學
童語法的使用技巧，了解一個複雜的句
子中如何適當的使用連接詞。共有 13
道題目，將句子挖空後並將正確的連接
詞插入其中。
綜合以上研究可發現，中文不像英文
可以僅從字面來了解文字的意義，一個句

子必須透過句子結構、上下文的關係，來
了解新語詞的意義，因此要能理解中文閱
讀內容，其語詞順序、句子的組成結構、
文字的詞性與使用時機便是影響閱讀表
現的重要因素。從學童兩歲開始，已經能
使用完整的句子與人溝通，他們會使用愈
來愈多名詞、動詞、形容詞、單位量詞、
連結詞等來建構一個句子，當他們的詞彙
愈來愈多時，許多詞彙建構而成的句子，
其意義就會隨著詞彙之間的關係而擴
大。

陸、結語與建議
從研究發現，句子結構技巧是了解中
文閱讀表現的早期預測因素，詞素建構、
連接詞的使用對於了解早期中文閱讀表
現有很大的影響力及重要性，且對句子閱
讀理解能力有獨特的預測力。幼童總有許
多想法與經驗想要與別人分享，他們在語
言的學習過程中，除了仿說之外，常會自
己創造出一些家長或教師無法理解或聽
起來缺乏邏輯的句子，但藉由與成人的互
動、故事繪本的引導中，不斷地發掘語法
的規則，漸漸修正自己的語言，利用語言
的完整性呈現腦中的圖像。幼兒園生活中
常使用「日記畫」的活動來幫助幼兒經驗
分享、表達自我的想法，教師會以「什麼
時候去買東西？」
、
「和誰一起吃飯？」或
「去什麼地方買餅乾？」等，經由語句的
舖成，讓幼童了解語法的規則以及使用上
的技巧，進而再給予句子的閱讀理解和推
理。
透過掌握句子的特性、辨識句子的正
確性，並將句子重組或修改成正確的語法，
幼童可以透過故事繪本的閱讀、對話中學
習更多的知識與技巧，因此提昇他們的句
子結構能力，以增進幼童的表達能力是十
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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