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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幼小銜接之注音符號教學研究。研究將採質性研究，以某縣國小一

年級教師、家長及幼稚園大班教師各 5 名為研究對象。資料蒐集包括：訪談教師及家長、

省思札記、學習單及幼兒作品、相關文件等，並以三角檢証法，檢核本研究之嚴謹性。 

本研究結果發現： 

一、在幼稚園教師方面：有兩位幼稚園教師以融入式教學進行注音符號學習，另三位則

因家長要求進行非融入式注音符號教學。 

二、關於小學老師方面：4 位國小教師傾以前十週正常化教學為主，只有 1 位國小老師

以為，需在學前完成注音符號之學習。 

三、關於家長方面：3 位家長以為不須提早學習，但其他家長則認為應在學前階段學會

認、唸、拼及書寫的能力。 

四、本研究另提有關注音符號學習之建議。 

 

 

關鍵字：幼小銜接、注音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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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所謂幼小銜接是指，「幼兒階段到小學階段，如何協接才順理成章，亦即如何依照

幼兒身心發展的特點，協助幼兒順利從一個教育階段，過渡到另一個教育階段」（蔡春

美，1998）。因此，幼小銜接除了是學校機構的轉換，亦須根據幼兒身心理的發展特點

進行調適，使處於該階段幼童適應環境的同時，在心態上也同樣轉換。 

在幼小銜接中的最受幼小銜接相關人員關注的銜接議題之ㄧ為「注音符號學習」（陳

怡君，2003）。根據幼稚園課程標準（教育部，1987）中的提及幼稚教育不得為國民小

學課程的預習與熟練，以免影響幼兒身心的正常發展。並應以學齡前階段幼兒所需，其

課程設計應符合幼教目標，根據課程領域，以活動課程設計型態做統整性實施。但是，

因為家長的「望子乘龍」及「不要輸在起跑點」的心態和幼教市場機制，學齡前學習注

音符號的人數，佔全班人數約 90％以上（教育部，2002；洪玉玲，2008）。 

相關實證研究對此議題則出現截然極端之看法；以為學前不應、也不須提早學習注

音符號（吳明雄，1995；陳麗如，1999；葉宜珍，2003；許碩方，2006），及時勢所趨

和考量以目前小學開學前十周完成注音符號的學習是有時間緊迫之困窘，故擬學前學習

注音符號的建議（洪玉玲，2008）。反對學齡前幼兒學習注音符號的原因大抵是顧慮幼

兒生理發展未臻成熟和養成不良之學習習慣與學習態度日後糾正大不易及師資良莠不

齊等問題。  

另外，研究者本身是合格幼稚園教師亦擔任幼稚園老師多年，在現場中進行注音符

號學習教學，尌其過程經歷中，家長的心態、孩子的學習狀況和與小一老師的互動情形

均呈現不同的觀感，因此引發研究者想一探在幼小協接的相關人員之想法。再者，研究

者所蒐集文獻大多以小學老師的角度來探討注音符號學習，以幼稚園老師的角度討論注

音符號學習則如鳳毛麟角，因此，對於幼稚園老師如何看待幼小銜階注音符號學習，亦

引發成為本研究的另一個動機。  

貳、相關文獻探討 

一、注音符號的內容 

注音符號係指民國二十一年教育部公佈國音內容 ，包括二十一個聲符，十六個韻

符，二十二個結合韻，以及四個聲調。 

 

二、注音符號教學方法探究 

注音符號教學法是指利用三十七個注音符號，包含二十一個聲符、十六個韻符、二

十二個結合韻，再配合四個聲調進行拼音教學，達成能認讀、拼音符號所採用之教學法。

綜合歸納注音符號之教學方法共有綜合法、分析法、折衷法、新式注音符號教學法四大

類。以下分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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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綜合法 

教育部訂定之課程綱要明確規定應採用綜合法，由完整語句入手，再分析各個符號

的音與形。所謂綜合法是指，先讀有意義的注音符號課文，再逐漸進入注音符號句、詞、

拼音、單音之學習，拼音則強調直拼法，不做各單音間之拼音練習（胡永崇，2001），

也尌是先整體、再部分、再整理；或先具體、再抽象、再具體（顧大我，1992）。 

傳統綜合教學法符合心理發展，從完形心理學的理論而言，兒童認識字、句、符號，

是由具體形象事物開始，而其教材編選和組織，乃是依照兒童的學習需求，採用綜合的、

生活的、有趣的、心理組織方式，因此，使用綜合教學法來教注音符號，用之於兒童頗

為合適（顧大我，1992；賴惠美，2008）。 

（二）分析法  

先認識各個注音符號，再逐漸學習注音符號的拼音、字音、詞、句、有意義，拼音

則較重視各單音之拼音練習（祁致賢，1973；胡永崇，2001）；易言之，分析法是先分

析，再綜合；或是先部分，再整體；或先抽象，再具體（顧大我，1992）。 

分析法單學無意義的符號，易感刻板枯燥，不易引起學習興趣，在兒童注音符號教

學不適合，但是卻因為重理論而有系統的教學方式，教學程序，先部份而後整體，先分

析而後綜合，先特殊而後普遍，反到比較適合有知識的成人來學習（顧大我，1992，賴

惠美，2008）。 

（三）折衷法 

折中法乃是由字音開始教，再逐漸教詞、句、課文。拼音亦強調直拼法（祈致賢，

1997，胡永崇，2001）。簡言之，乃是採行綜合分析並用的方式，以「字音」為主，從

有意義的單字或單詞教起，凡由一個或兩個注音符號排成的單字或單音詞都當作一單位

來教，不再分析，凡由三個符號排成的字，教時則加以分析。這種方法所費學習時間比

綜合法少，比分析法多，不如綜合法有趣，但也不像分析法枯燥乏味（常雅珍，1997）。 

（四）隨機教學法 

在一年級新生入學，一開始尌教國語課本，教國語課本之同時，隨機認識注音符號，

這種方法叫「隨機教學法」（常雅珍，1998，洪玉玲，2008）。 

（五）精緻化教學法 

精緻化教學法乃是根據認知心理學之精緻化記憶策略為主，配合語言學、兒童哲

學，教學理論及國音學為理論基礎，以動作化、故事化、遊戲化的教學情境，啟發兒童

的學習興趣，將抽象的注音符號意義化（常又仁，1998，常雅珍，2000）。其教學原則

又可分為，注音符號認讀教學法及聲調教學法。注音符號認讀教學法乃是將注音符號學

習分為視覺心像、發音特色、聽覺心像、關鍵字法、動作法等五大教學策略。1.視覺心

像：依照符號的外在形狀給人的視覺感受來設計情境。2.發音特色：依照注音符號的發

音特色來設計故事情境，傳統的綜合教學法根據國音學理論，然而卻無法將抽象的理論

化為實際淺單易懂的方式。3.聽覺心像：依照注音符號的聽覺感受來設計故事情境。4.

關鍵字法：根據與注音符號連用的常用語詞。5.動作表徵法：針對每一各注音符號所運

用的視覺心像、聽覺心像、發音特色、關鍵字法的特色設計每一個注音符號動作，以加

深記憶，增添趣味，相得益彰（常雅珍，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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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為綜合法、分析法、隨機教學法、折中法、精緻化教學法之方法步驟與適用對

象： 

表 2-1 注音符號教學法整理 

教學法 方法步驟 適用對象 

綜合法 先綜合，後分析，再綜合。 兒童  

分析法 先分析，後綜合。 知識份子 

隨機教學法 依課文出現隨機教學。 任何學習者 

折中法 綜合分析並用。 成年的失學民眾 

精緻化教學法 將符號及聲調予以意義化。 學齡前兒童 

資料來源：洪玉玲（2008：44） 

     

注音符號教學法目前仍是以分析法、綜合法、折中法三種最常為教學者所使用，以

表 2-1 而言，除隨機教學法適宜各種年齡外，其餘教學法則因教學步驟而有不同的適用

對象；分析法與折衷法適合於年齡層稍長的學習者；綜合法則較適用於兒童階段，至於

學齡前階段則以精緻化教學法為最合宜。 

     

三、學齡前注音符號教學探究 

（一）從幼稚園課程標準及其內涵來看注音符號學習 

幼稚園課程標準（教育部國民教育司（編），1987）明文記載「幼稚教育之實施，

應以健康教育、生活教育及倫理教育為主，並與家庭教育密切配合，達成下列目標：一、

維護兒童身心健康；二、養成兒童良好習性；三、充實兒童生活經驗；四、增進兒童倫

理觀念；五、培養兒童合群習性」。關於課程編制的實施通則中提及「幼稚教育不得為

國民小學課程的預習與熟練，以免影響幼兒身心的正常發展」、「課程設計應符合幼教目

標，根據課程領域，以活動課程設計型態做統整性實施」。而語文領域中的範圍而言分

為；故事和歌謠；說話及閱讀。從上述的明文規定並無出現與注音符號相關聯的字眼，

因此幼稚教育應以幼兒為本位，讓孩子與家庭教育密切配合下養成身心理健全的人，並

實施符合其發展特性的活動內容，不應該為小學的學習做準備。  

（二）從幼兒身心發展及幼教理論來看注音符號學習 

從生理展的角度而言；學習注音符號前所需具備的生心理準備狀態包括：成熟、發

音器官、骨骼發展、小肌肉的操作控制等另外，幼兒學習興趣及動機、家長的態度等（劉

淑秋，1994）亦是影響的關鍵。雖然，幼稚園幼兒大小肌肉發展視覺區辨能力、空間概

念之發展均有其個別差異，但是，有關視覺功能發展須至五歲其眼晴靈活運轉能力才能

達到成人水準，六至七歲能分辨自己的左右相對關係，七到十一歲視覺追蹤能力方可隨

閱讀發展（高麗芷，2003）。而語言能力發展的基礎是大腦的發展，配合大腦發展實施

語文訓練，如果大腦發展上為達到成熟階段，勉強指導是有害無意的（李文龍，2003） 

從語言發展的觀點而言；語言能力發展的基礎是大腦的發展，配合大腦發展實施語

文訓練，如果大腦發展上為達到成熟階段，勉強指導是有害無意的（李文龍，2003）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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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再從語言心理學觀點來看；注音符號只是代表一個抽象的、看不到摸不到的聲音，

而這個聲音本身並不代表何特定意義，學習注音符號最主要須具備辦別語音的能力，其

次是字形和筆畫的辦別能力及國字和注音用途的概念，再者，所需的認知思考能力層次

偏高，實非學齡階段幼兒所能具備（吳敏而，1990）。因此建議從注音符號教學轉移到

「語音辨別」的準備工作。 

從幼教理論「全語言」與「讀寫萌發」的角度而言；注音符號或書寫，在學齡前都

是可以教的，而且只要孩子隨時隨地有興趣都可以進行，止不過重點是「用什麼方式」

教？而所有的拼音與書寫活動，都應在自然情境中出現（房柏成，2005）。全語言認為

書寫語言和口說語言的學習是一樣自然的，強調提供閱讀者有意義的閱讀教材及教學，

而且教材『完整的、全面的』，讓學習者覺得有意義，想主動去探索、了解的。(李錦

華,2001;陳淑琴,1998;Goodman1986)。 

而所謂讀寫萌發是讀寫(literacy) ，是指閱讀和寫字，亦即指書寫語言的運用過程；

幼兒在進入學校以前，已經從日常生活中接觸了文字的刺激，並主動的假設、驗證、發

明、和建構與文字有關的讀寫知識，尌如他們主動地學習口語的聽和說一樣。幼兒讀寫

能力的習得，因此是一個自然地萌發呈現的過程，這種早期讀寫能力的發展，即稱為「讀

寫萌發」(emergent literacy)(黃瑞琴，1993)。 

以下引自房柏成（2005）對於以讀寫萌發觀點 

 

表 2-2 傳統讀寫與讀寫萌發觀點之比較 

 傳統讀寫觀點 讀寫萌發觀點 

語言學習時間 等待孩子成熟（特定時刻） 生命早期即開始（逐漸進展萌發） 

語言準備度 一無所知 已有認知 

課程選擇 成人觀點為主 幼兒本身 

孩子角色 被動學習 主動建構 

課程觀  分科 統整 

課程角色 孤立的讀寫活動，機械式的練

習、重技巧的獲得。 

對幼兒有其意義與功能性，將技巧視

為整體讀寫發展的交互連繫。 

資料來源：房柏成（2005：180-181） 

    

「讀寫萌發」的觀點中，語言是全面性的、整體的、自然生成的，非正式的；是主

動的、全面的，非一成不變的。強調讀與寫的一致發展，孩子是主動建構者，所以在其

尚未建立語言規則時，應給予孩子嘗詴錯誤的時間與機會，並在錯誤中自我探索與學習。 

綜上所述，以幼稚教育課程標準與身心發展的角度而言，在學前階段是不適宜學習

注音符號的學習。不過，從「全語言」與「讀寫萌發」的理論中，讓孩子於豐富的語言

環境中，自然而然學習注音符號，不因學習而學習，而是讓孩子主動且有意義學習的方

式，或許能為「不能」與「可以」的全然二分法，找到學前學習注音符號的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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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注音符號學習之相關實證研究 

研究者運用國家圖書館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系統查詢，關鍵字「注音符號」相關

文獻，共計五十篇；關鍵字「注音符號教學」相關論文九篇。九篇中研究者將其分類為；

「資訊科技類」（黃淑敏，2006；鐘靜媛，2007）、「特殊教育纇」（李慧娥，2001；黃梓

佑，2006）及「注音符號教學類」（賴惠美，2008；田建中，2002；洪玉玲，2007；許

珮儀，2007；杜雨芝，2008）。其中，因為「資訊科技類」及「特殊教育類」不在本研

究的討論範圍，因此，未列入。另外，增列研究者在「注音符號」50 篇的文獻中所進

行分類的「注音符號學習類」（陳麗如，1999；常雅珍，1998；吳佩芬，2001，李佳宜，

1998）。詳細實證研究資料以研究所需內容進行探討如下： 

賴惠美（2008）針對幼稚園教師及幼稚園畢業生，以觀察、訪談、問卷調查等方法

進行幼稚園注音符號教學之現況研究，研究結果發現；1.注音符號教學已普遍在幼稚園

實施，且開始實施之階段差異性極大。2.幼稚園注音符號教學，師資良莠不齊，具有注

音符號教學專業知能的教師為少數。3.幼稚園的注音符號教學，差異性非常大。4 幼稚

園畢業生普遍具有「能熟習並認念、書寫注音符號」、「能利用注音符號，提昇說話及閱

讀能力」等基本能力。5.幼稚園學生學習上較嚴重的困難為：執筆困難、專心度不易持

久。 

洪玉玲（2007）針對小學一年級全班學童及國小一年級教師及公私立幼稚園教師，

以觀察、訪談及問卷調查等方式欲了解國小以年級注音符號的教學情形，研究結果發現； 

1.國小一年級學生入學前學過注音符號的比例高達九成以上。2.已學過注音符號的學生

課堂表現明顯較未學過的學生主動。3.目前國小一年級教師在注音符號教學上的困境為

學生程度不一。 

許珮儀（2007）針對國小一年級學童，以問卷、訪談、觀察等研究法詴圖探究一年

級學通學前即一年級注音符號學習的情形，研究結果發現；學童對注音符號認知有限，

且個別差異大。 

杜雨芝（2007）詴圖探討不同的中西注音符號教學法所帶來之影響；其中綜合法與

英語字母拼讀法(phonics)中的 Analytic 教學法相似，而傳統教學以單獨教注音符號的方

式與英語字母拼讀法(phonics)中的 Synthetic 教學法相似。研究者採行字母拼讀法的

Synthetic 為實驗研究教學，經過研究後發現實驗組學生在注音符號學習表現學生對於注

音符號掌握得到提升、學生學習表現水準進步。 

田建中（2002）與國小一年級教師進行「合作研究語文科教學」首冊注音符號教學

探究，其研究目的乃為九年一貫課程課程與教學實務與重塑學校文化，並參照質性資料

蒐集與分析程序，研究者最後從「行政方面要營造支持安全的學習型環境」、「以學校為

本位的進修能滿足教師們實際的需要」、「行動研究功能普遍的受到教師認同」，「九年一

貫課程初步實施的檢討」與「語文領域首冊教學的建議與期許」等方面進行論述。 

而在幼小銜接中關於學前階段學習注音符號的情況，有陳麗如（1999）採自編測驗

及問卷方式，進行兩班國小一年級學生為對象之研究，其研究結果發現；1.幼稚園教學

注音符號方式、正音班型式、學前注音符號學習歷程、幼稚園課程開放程度對小一注音



HKIE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imary Education 2009      Proceedings 

 

7 

符號學習成尌、語文理解能力、朗讀正確率無顯著影響。 

另外，針對教學方法上則有常雅珍（1998）與吳佩芬（2001）進行的相關注音符號

教學方法之探討；常雅珍（1998）以準實驗研究法，針對國小一年級進行「精緻化教學

法」與「傳統教學法」之比較研究，研究結果發現；「精緻化教學法」在注音符號認讀、

聲調、認讀五大記憶策略的教學成效上優於「傳統綜合教學法」。吳佩芬（2001）則以

34 名一年級學生進行注音符號遊戲教學的實施成效研究：以訪談、錄影紀錄與相關文

件進行研究資料的搜集；其中發現；.實施注音符號遊戲教學可以轉換學習情境及改變

活動型態，提升學生學習意願。 

李佳宜（1998）探究國小一年級學童注音符號學習之現象，採參與觀察法，並輔以

訪談、文件分析、問卷調查，探究學童、教師、家長的觀點，期以豐富的資料來詮釋國

小一年級學童之注音符號學習現象。並針對學童出現之注音符號學習現象之相關因素進

行探討。 

透過以上實證研究結果，首先尌其研究對象而言；以小學學童、幼稚園老師及小學

一年級老師為研究對象者居多，以幼稚園畢業生為研究對象的論文只有賴惠美（2008）

一篇，而訪談家長部份目前僅李佳宜（1998）一篇，幼稚園老師則亦僅有洪玉玲（2007）

一篇，本篇依研究目的進行家長、小一老師及幼稚園老師三類相關人員訪談則目前無相

關文獻。尌研究法而言；已有四篇以訪談為主（賴惠美，2008；洪玉玲，2007；許珮儀，

2007；吳佩芬，2001），其餘則以實驗研究法、行動研究法等為其研究方法。整體而言，

實證研究顯示，學童對注音符號認知有限，且呈現個別差異大（許珮儀，2007），使國

小一年級教師在教學上出現學生程度不一，難以授課困境（洪玉玲，2007）。再者，師

資良莠不齊，教學差異性非常大（賴惠美，2008）均是小一學習注音符號的隱憂。以上

均是以小學一年級教師對注音符號學習的觀感，而僅有洪玉玲（2007）呈現幼稚園老師

的相關研究資料。 

因此，本研究採以質性研究法進行探討幼小銜接之注音符號教學研究。 

叁、 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幼小銜接之注音符號教學研究。本研究採行質性研究，與研究對象

進行半結構性訪談，並輔以各式文件資料之搜集，以獲得全面性資料及解釋。透過不斷

檢視反思與分析所收集到的豐富資料，期望將幼小銜接之相關人員的主體經驗記錄下

來，並完成對本研究主題之深入瞭解與洞悉。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的選取乃是先以立意取樣的方式針對某國小一年級教師進行抽樣，再採

滾雪球取樣法，請小一老師協助推薦尌讀小學一年級家長。再由小一家長推薦大班幼稚

園老師。其中大班幼稚園老師五名，國小一年級教師五名，小一家長五名，總共十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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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 

 

三、資料蒐集 

資料是被研究者視為有關且能對要研究的議題提供證據。對研究者而言，資料使之

接近所欲調查的現實，用以呈現現實（夏林清等譯，1997）。本研究的蒐集資料的方法

分為以下：一、訪談紀錄；二、文件分析：（一）省思札誌，（二）相關文件。 

（一）訪談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訪談期間從 98 年 10 月起到 12 月截止，每次訪談時間

大約 60-90 分鐘。訪談前先以電話邀訪或親自拜訪做為初步關係的建立，並徵求受訪者

答應於訪談過程中全程錄音，訪談後將逐字稿交由受訪者確認訪談內容無誤。 

（二）省思札記     . 

以紙筆紀錄為輔，記下重要、關鍵的細節、研究者感受及想法等，作為日後資料分

析之需。在訪談結束後，立即寫下個人省思札記，從札記中反思自己的價值觀及研究角

色。研究者將自己所看到的現況以及看到後的想法，紀錄於省思札記中，作為日後資料

分析之需。 

（三）文件檔案 

蒐集之文件包含學習單及幼兒作品、相關文件等 

 

四、資料整理與分析 

「整理和分析資料」指的是對所蒐集的原始資料進行加工，使其逐步趨於系統化和

條理化的過程（陳向明，2002：181）。至於分析的目的其一是，找到「吻合」（fit）理

解的解釋，以能夠在情緒上覺得合理，再者，對解釋有所檢核與測驗（夏林清（譯），

1997：153）。 

在資料整理方面，研究者將省思札記、錄音紀錄、相關文件等三種資料蒐集後進行

標號，以利後續資料整理、分析與編碼。研究中所採用之標號如下： 

 

表 3-1 轉譯表 

資 料 編              碼 

訪 談 

紀 錄 

「訪＊年＊月＊日」表示＊年＊月＊日的訪談紀錄。 

例如：「971213」表示 97 年 12 月 13 日訪談紀錄。 

「E」表示小學老師、「C」表示幼稚園老師、「P」表示家長。 

文 

件  

省思札

記 

「省＊年＊月＊日」表示＊年＊月＊日的省思札記。  

例如： 「省＊年＊月＊日」表示＊年＊月＊日的省思札記。  

相關檔

案 

「學習單＊年＊月＊日」表示＊年＊月＊日的學習單。 

例如： 「學習單 97 年 12 月 14 日」表示 97 年 12 月 14 日的學習單。 

「作＊年＊月＊日」表示＊年＊月＊日的幼兒作品。 

例如： 「作 97 年 12 月 16 日」表示 97 年 12 月 16 日的幼兒作品。 

「文＊年＊月＊日」表示＊年＊月＊日的相關文件。 

例如： 「文 97 年 12 月 17 日」表示 97 年 12 月 17 日的相關文件。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己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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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研究資料的分析方式如下： 

陳向明（2002）以為資料分析主要以如下步驟：閱讀原始資料、登錄、尋找本土概

念、資料的系統化。因此，研究者閱讀所蒐集的文件並在過程中不斷的閱讀文獻以刺激

思考，從現有的理論中去發展出一個重要的脈络來連貫並統整所有資料，然後選擇有利

回答研究問題的概念進行類屬分析進而將資料系統化並得到結論。  

 

五、資料的信實度 

陳向明（2002）以為；效度指的是一種「關係」，及研究結果與研究其他部分（包

括研究者、研究的問題、目的、對象、方法和情境）之間的一種「一致性」。以上幼生

均求家長同意進行本研究及蒐集與研究相關的資料，並簽立研究同意書，謹守研究倫理

全數資料僅作為研究搜集資料用。 

（一）三角檢核法（Triangulation ） 

乃是一特定情境的資料是由三個觀點收集而成（夏林清（譯）1999）。本研究在蒐

集相關文件、訪談資料及省思札記等資料進行檢定。  

（二）提供豐富的原始資料 

提供豐富的原始資料可以為研究的結論提供充分的論證依據，進而提高研究結論的

效度（陳向明，2002：285）。研究者將訪談的全部內容經轉碼後將全部內容一字不漏的

記錄下來，且針對訪談中的細節及有關人物的行為仔細紀錄下來，讓研究者於初步研究

結論以後，再回到原始材料對結論進行檢驗。 

（三）成員檢驗法 

「成員」指的是參與研究的人，「成員檢驗法」指的是：研究者江研究結果反饋到

被研究者，看他們有什麼反應（陳向明，2002）。 在本研究得到初步結論時，請研究者

對結論進行檢核，並尊重被研究者的看法及意見進行必要修改。 

綜上所述，本研究採用提供三角檢核法、厚實的描述及成員檢驗法，進行研究資料

之檢核，以提高研究資料的可信賴度。    

肆、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在幼稚園教師方面 

因為家長的「望子乘龍」及「不要輸在起跑點」的心態與整體幼教市場考量下，多

數園所進行注音符號教學。而研究者所訪談的五位幼稚園老師則印證此現象，亦與洪玉

玲（2007）研究發現結果相同；國小一年級學生入學前學過注音符號的比例高達九成以

上。本研究中計有兩位幼稚園教師以融入式教學進行注音符號學習，另三位則因家長要

求進行非融入式注音符號教學。 

（一）在日常生活中，以遊戲方式融入學習，並掌握孩子的學習動機 

兩名老師採用融入式教學，讓孩子在日常生活中，以遊戲方式學習注音符號，如其

中一位老師所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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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方式是讓孩子透過圖畫書的閱讀和老師設計的生活記錄，從使用注音中學會

注音。（訪 C01-081001） 

 

另一名老師也運用相同的教學方式，並且，相信學習的動力來自於興趣與快樂的學

習： 

 

這麼小的孩子，不一定要去正音班學注音符號，在學校裡也可以快樂的學習。比如：

我就在我們班到處貼字卡，跟小朋友玩找找看;再沙盤上寫字或是用玩具去拼出注

音；像是ㄒ、ㄧ、ㄩ、ㄇ，孩子都可以很快拼出來，還有畫著色畫；玩翻撲克牌的

記憶遊戲；把字卡藏在各處玩尋寶；給他注音符號磁鐵玩；常常唸繪本給孩子聽，

我是覺得學習一定要孩子有興趣。（訪 C03-081015） 

 

上述研究結果與吳佩芬（2001）所研究的結果相同；實施注音符號遊戲教學，可以

轉換學習情境及改變活動型態，提升學生學習意願。亦與房柏成（2005）認為；注音符

號或書寫，在學齡前都是可以教的，而且只要孩子隨時隨地有興趣都可以進行，只不過

重點是「用什麼方式」教？而所有的拼音與書寫活動，都應在自然情境中出現的想法相

同。 

（二）幼教市場生態與招生壓力下，因應家長要求教學注音符號 

少子化及招生壓力下，使得部分園所屈尌家長需求及市場競爭，三位老師都提到如

此的狀況，其中一位老師尌提到，如果不能滿足家長需求，尌只能流失學生了： 

 

這些年來，我的態度有了一些改變，家長要求我們一定要教，不教就換園就讀，可

以說是在現實下，不得不採取了妥協的立場。（訪 C02-081009） 

 

另一名老師也同樣遇到相同的情形，明知幼稚園是不適合教注音符號，卻也難抵現

實的考量： 

 

其實，幼稚園是不適合教注音符號的，所以幼稚園不教注音符號很正常，但是因為

趨勢的逼迫，還有幼小銜接的問題，很多國小一年級老師都會要求學校的附設幼稚

園教注音符號，所以目前其實都有在教的，但是，幼稚園還是多多少少還是會教啦，

因為招生壓力，所以一定會教！（訪 C04-081023） 

     

另一名老師反應者尌業市場的需求與當初所學背馳時，也應映大環境的改變而進行

注音符號，甚至因為家長要求要老師增加課程，以該名老師為例：     

 

當幼稚園老師ㄧ定會遇到的難題，就是：要不要教注音!?教書的第一年，嫩嫩的新

手老師，依著大學時所學的理論、遵照教育部的規定，不教注音；第二年，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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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換了新學校，配合大家的步伐，開始教注音，由於學校的意思是要我們安排

每個禮拜一個的進度讓孩子接觸注音，但什麼都不要求，不過家長急死了，還向園

方反應老師教得太少、整天都在畫畫，學校表明希望增加注音課程，畢竟家長要看

到的是成效，.要合乎市場的兢爭力，就要比別人教得多。（訪 C05-081029） 

 

二、關於小學老師方面 

相關實證研究發現，小一學童對注音符號認知有限，且個別差異大（許珮儀，2007），

使國小一年級教師在教學上出現學生程度不一，難以授課困境（洪玉玲，2007）。再者，

學前師資良莠不齊，教學差異性非常大（賴惠美，2008）均是小一學習注音符號的隱憂。

這與本研究所訪談的四位國小教師想法相同；甚怕不正確學習態度與習慣影響其學習，

因此，傾向前十週正常化教學為主，只有一位國小老師以為，需在學前完成注音符號之

學習。 

（一）課程緊湊，無法適時進行完善之課後輔導。 

其中一名老師反應小學因授課時間的改變以及學生事先學習會增加信心而認為須

事先學習。以該名老師為例： 

 

現在小一新生一入學，幾乎一半以上都已經學過注音符號，這些小朋友教起來很快

就進入狀況了，而那些完全沒學過的孩子，教起來非常困難，每天課程都很緊湊，

就算要幫孩子加強也是有限，孩子課業上表現不好，連帶影響自信心，所以孩子還

是得先教才好。（訪 E02-081210） 

 

（二）學生程度不一，造成授課困擾。 

小學老師對於已於學前學過注音符號之學童，會發現學習態度上的問題，例如：上

課專心度欠缺、學習態度不佳等。以其中一名老師為例： 

 

在幼稚園就學過注音符號的學生，在小一前十週國語課的學習狀況，並不是很好，

甚至漫不經心，他們多認為老師教的在幼稚園已經學過了。問題是他們有些地方是

沒有學好的，需要矯正的，然而，孩子們卻覺得「我已經會了」。（訪紀 Ete04-081224） 

 

另一名老師亦反應相同的情形；部分學童因學前以學過注音符號而產生偏差的態

度，以致影響日後的學習： 

 

幼稚園就學過注意的孩子，上課容易不專心，不注意聽老師的話，反而不利長遠學

習。認為不須提早學習注意符號的專家們，是因為看到很多孩子在幼稚園就已經學

習注音符號，等到進入小學後，反而產生「我已經會了」的錯誤心態，導致孩子不

專心上課的後果。這樣一來，反而會因此而耽誤其他課程的學習。（訪 E05-081231） 

 



HKIE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imary Education 2009      Proceedings 

 

12 

反倒是入小學才開始學習的學童表現較佳，誠如該名老師所陳述： 

 

有一小部分的學生，他們在幼稚園沒什麼學，對注音符號的感覺是很陌生的，但這

些孩子反而在課堂上都很認真在學。（訪 E04-081224） 

 

上述與賴惠美（2008）所研究的結果相同；幼稚園學生學習上的問題之ㄧ為專心度

不易持久。而洪玉玲（2007）也提出已學過注音符號的學生課堂表現明顯較未學過的學

生主動，與上述小學老師的反應如出一轍。另外，錯誤的學習，糾正不易也使小學老師

困擾，並認為需花時間修正： 

 

我非常認同幼稚園不學注音符號這件事，接了幾屆一年級，發現幼稚園教注音符號

非常普遍，但是那麼抽象的東西，對他們來說只是死記，而且很多發音、寫法都需

要花很多時間改正。（訪 E04-081224） 

 

小學前十周注音符號能正常教學亦是老師共同的心聲，並希望學童能按部尌班進行

前十周注音符號的學習，誠如其中一名老師所說：  

     

不管學生有無學過，小一老師按規定，前十周一定要教注音符號，且是從頭教起，

每次上課的內容不多，也避免太早筆試，用遊戲活動檢驗孩子是否熟練，只要按部

就班學，通常沒問題。（訪 E05-081231） 

 

另一名老師亦將小一前十周的注音符號教學視為小一正常課程內容： 

 

提前學會注音的孩子，上小學後的成績不一定落後於上過注音的孩子，不須要在上

小學前學注音，因為不論學生以前是否學過，都需要從頭教，況且這個部份本來就

屬小一課程。（訪 E01-081204） 

 

三、關於家長方面 

如前所述，本研究中，幼稚園老師反應家長偏差心態和幼教市場機制，導致五名老

師於學前均進行注音符號教學，但以本研究訪談的家長而言；卻有三位家長認為讓孩子

的身心發展準備狀態下學習，遠勝於注音符號拼讀，因此，以為不須提早學習，其他家

長則考量小學師生比例和奠基於已學習注音符號的基礎上，可再加深加廣其他領域之學

習，因此覺得應在幼稚園尌先學會認、唸、拼及書寫的能力。 

（一）身心成熟，生活自理能力學習及快樂上學，比學習注音更重要。 

等待孩子的身心成熟，學習是事半功倍的，從小的生活的經驗，自理能力及人際互

動，亦比拼讀注音符號來的重要，誠如這位家長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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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孩子的能力，成熟了學習什麼都比較輕鬆，在幼稚園只要玩就好，注音符號小

學再教就好，我比較相信小朋友的能力，反正我覺得，注音符號都一樣孩子學了就

會，童年只有一次不需要太早學注音符號，生活經驗、自理能力與人際，從小培養

是比較重要的。（訪 P04—081124） 

 

上述內容符合劉淑秋（1994）從生理展的角度的看法；亦即學習注音符號前所需具

備的生心理準備狀態包括：成熟、發音器官、骨骼發展、小肌肉的操作控制等另外，幼

兒學習興趣及動機、家長的態度等。另外，快樂上學且學習到正確的拼讀亦同樣重要，

例如其中一位家長的想法：   

 

我沒有讓孩子寫幼稚園注音的功課,就是要讓孩子上小一學習正確拼音及寫法.，由

於，大部分幼稚園在中班就開始教，甚至考試，再加上許多小學教師認為小朋友已

經學會了，所以，都教的很快，如果，孩子在幼稚園如果沒把拼音學好的,一定上

起來非常吃力，不過我覺得我想讓孩子快樂上學。（訪 P01—081104） 

 

無獨有偶的，另外一位家長除了希望孩子能快樂上學外，亦覺得學習是要快樂的，

且與同儕相處互動亦同樣重要： 

 

我覺得該給孩子學很多東西，還是讓孩子快樂上學，我想我會選擇的是孩子快樂上

學，如果連上學對他們來說都是痛苦的，那還談什麼學習，為什麼一定要讓孩子不

要輸在起跑點？為什麼要急於讓孩子學許多數學、學注音符號、學英文、學會唸故

事書、學許多不見得大人都知道的東西，我覺得他們只要快樂上學，會和小朋友玩

就夠了。（訪 P02—081114） 

 

（二）師生比例，無法兼顧個別需要，造成孩子挫折。 

小學教室中老師跟學生的人數比例差距，也因此造成家長思考是否要先學注音符

號，以該名家長而言，深怕如此的師生比例，老師無法兼顧個別需要，因此，跟不上的

孩子產生挫折而影響學習，如其所述： 

 

不學注音符號，上了小學會跟不上。因為，現在小一學生學習注音符號只有十周的

時間，一學完就開始寫國字、學造詞，對於那些完全沒接觸過注音符號的小朋友來

說，根本完全無法跟上進度，所以，要先學會認唸拼音。再來小學一班學生那麼多，

老師不容易注意到小朋友的學習，大部分孩子都學過了，若沒學會會造成老師困

擾。既然大家都「偷跑」，也只能自力救濟否則到學校去，發現只有大家都會只有

他不會，那種挫折是很驚人的。（訪 P03—081121） 

 

（三）學習有事先基礎，可以再擴充其他領域之學習 

而另一名家長想法則符應前述；幼稚園老師受到家長要求在學前階段教注音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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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所述：  

 

現在孩子都很聰明，學習能力強適應力強，學習能力也越來越好，如果入小學前就

先學習，進入小學以後，就可以學別的。而且，打好基礎及心理準備，入小學更能

加深印象。（訪 P05-090324） 

 

綜上所述，學齡前應針對生活自理能力、人際互動、等為學習重點，學前培養良好

的學習態度是日後影響的關鍵，讓孩子快樂學習並擁有動機，均會對日學習影響深遠廣

大。注音符號本是小一的課程內容，提前學習，往往造成錯誤的學習，形成日後糾正事

半功倍，且造成孩子的學習不專心及養成偏差心態，父母秉持正確的教養態度，不但不

會讓孩子輸在起跑點，還可能因為掌握「關鍵的先機」而「贏得成績」。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藉由訪談省思札記及文件資料，探討幼小銜接之注音符號教學

研究。本節根據研究目的與問題做出結論，並針對研究結果提出建議 

（一）在幼稚園教師方面 

有兩位幼稚園教師以融入式教學進行注音符號學習，另三位則因家長要求進行非融

入式注音符號教學。 

兩名老師採用融入式教學，讓孩子在日常生活中，以遊戲方式學習注音符號，另一

名老師也運用相同的教學方式，並且，相信學習的動力來自於興趣與快樂的學習。上述

研究結果與吳佩芬（2001）所研究的結果相同；實施注音符號遊戲教學，可以轉換學習

情境及改變活動型態，提升學生學習意願。亦符合房柏成（2005）的看法，即在學齡前

學習注音符號或書寫，只要方法與教法合宜，均可以讓孩子在自然情境中隨時隨地的進

行拼音與書寫活動。然而，少子化及招生壓力下，使得部分園所屈尌家長需求及市場競

爭，三位老師都提到如此的狀況；當尌業市場的需求與當初所學背馳時，明知幼稚園是

不適合教注音符號，卻也難抵現實的考量；若無法滿足家長需求，尌僅有流失學生，因

此，園所及老師大多因應大環境的改變而進行注音符號教學，甚至因為家長要求而增加

課程。    

（二）關於小學老師方面 

4 位國小教師傾以前十週正常化教學為主，只有 1 位國小老師以為，需在學前完成

注音符號之學習。 

根據研究學齡前尌已學過注音符號的學童，在上小學一年級後，所產生的學習態度

問題，例如：上課專心度欠缺（賴惠美，2008）、學習態度不佳及偏差等，均可能影響

日後的學習。另外，陳麗如（1999）發現幼稚園教學注音符號方式、正音班型式、學前



HKIE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imary Education 2009      Proceedings 

 

15 

注音符號學習歷程及幼稚園課程開放程度對小一注音符號學習成尌、語文理解能力、朗

讀正確率並無顯著影響，因此，不須在學齡前學習注音符號，此乃符應國小四名老師傾

以前十週正常化教學為主的看法，再者，學前教授注音符號方法與形式眾多，往往錯誤

的學習糾正不易，形成小學老師面對學生程度不一在授課上的困擾。唯，本研究中的一

名老師卻認為；因為注音符號授課時間不足，其他課程內容過多，因此，較無多餘時間

施行補救教學，並以為學生事先學習會增加信心因而認為須事先學習。此意見是與另外

四名老師所不同的看法。 

（三）關於家長方面 

3 位家長以為不須提早學習，但其他家長則認為應在學前階段學會認、唸、拼及書

寫的能力。 

家長以為；等待孩子的身心成熟，學習是事半功倍的，從小的生活經驗，自理能力

及人際互動等，比拼讀注音符號來的重要。上述內容符合劉淑秋（1994）從生理展的角

度的看法；亦即學習注音符號前所需具備的生心理準備狀態包括：成熟、發音器官、骨

骼發展、小肌肉的操作控制等另外，幼兒學習興趣及動機、家長的態度等。另外，快樂

上學且學習到正確的拼讀及與同儕相處互動亦同樣重要。而持相反意見的家長認為；小

學教室中老師跟學生的人數比例差距，造成他們思考是否要先學注音符號的原因之ㄧ，

深怕如此的師生比例，小學老師無法兼顧個別需要，因此，對於跟不上的孩子易產生挫

折而影響學習，另外，傳統「望子成龍」的想法，使兩名家長以為奠基於已學習注音符

號的基礎上，可再加深加廣其他領域之學習，因此覺得應在幼稚園尌先學會認、唸、拼

及書寫的能力。 

 

二、建議 

（一）對幼稚園園長、老師的建議 

尌其整體幼教生態的經營角度而言；公立幼稚園的資源與經費由政府補助，而私立

幼稚園需考量「市場取向」，因此產生招生壓力，學生來源與家長的需求為經營的指標。

在公私立幼稚園不同的經營下，如何走出屬於各園所的特色，並做好「家長教育，教育

家長」的親職活動，讓家長能有正確知識，對於整體環境具有指標的作用。因此，學前

階段之學習內容應秉「幼稚園課程標準」之內容設計符合幼兒身心發展的統整式課程，

讓孩子多多運用感官實際操作，並把握學期及發展階段的關鍵期，勿以學前教育為小學

之先修班。另外，對於在幼稚園階段自理能力的養成、社會情緒發展與人際互動等均影

響日後學習深劇，因此，宜透過日常生活及機會教育，讓孩子進行學習，以銜接小學生

活並具備相關之基本能力。針對家長要求教學注音符號，可廣增親職教育管道；例如：

親子手冊、學者專家座談會及面對面的溝通等，讓家長瞭解學習注音符號的相關正確知

識。 

（二）對小學一年級老師的建議 

小學為國民義務教育的啟蒙年，對於日後的學習佔有重要地位，因此，小一老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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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深具意義性，良好與正確的學習態度與習慣均須由此培養。學童從不同的環境中轉

換，在生心理均需過渡期，在學習的內容上亦相同，宜選用適切的學習方法與內容，引

發學童學習的動機進而產生學習興趣。因此，小一的注音符號教學宜按部尌班讓前十周

注音符號教學正常化，勿因多數學前學過注音符號即草率教學，而引發家長恐慌，除此，

亦應瞭解學童學習的起始行為，針對不同學習狀況予以不同的施教方式及補救教學，上

課形式則可實施注音符號遊戲教學，藉由轉換學習情境及改變活動型態，提升學生學習

意願，關於學習態度的養成可採隨機教學及機會教育方式，在日常生活中採長期且循序

漸近方式協助學童建立。 

（三）對家長的建議 

家庭是孩子第一個非正式的學習機構，父母亦是孩子第一個人生的導師，良好親子

關係建立更顯其重要，從 Mslow 需求階段論而言；家庭提供個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

與愛與隸屬需求，而每一階段奠基於前一階段，學前階段乃是各種社會、情緒、人際能

力的關鍵期，學習重點應多放在自理能力與同儕互動上，並應多加充實孩子的生活經

驗。注音符號乃為抽象符號，於日常中並不常出現，孩子亦在生活中很少運用，關於注

音符號的學習亦需構築於生心理的發展成熟，因此，勿強迫幼稚園教注音符號，並因考

慮考慮教授注音符號的師資合格性與專業性，學前養成錯誤的學習態度及觀念，除需多

花時間糾正外，亦因造成挫折而影響孩子日後學習，因此家長不可不慎重看待，勿因「贏

在起跑點卻輸在人生的終點」。 

（四）師資培育機構的建議 

在幼兒教育系或幼兒保育系的師資的養成多著重專業知能的培養，而大四前學生對

於幼教職場的認識大多從實習場所而來，然而實習場所的挑選大多已具規模或上軌道之

見習園所，學生對於尌業市場的實際狀況的認知不足，一旦踏入職場不管公私立園所，

均會遇到與所學有違之狀況，往往產生理論與實務衝擊的震撼，因此流失培育四年的師

資成本，對此，職前教育機構應重新思考，除養成幼教專業態度與知能，如何培養職前

教師了解尌業市場需求，對於有志從事此一專業的幼教老師能減少尌業時的落差，豐厚

尌業市場專業師資的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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