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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字經》簡介

一套簡捷快速的中文識字與閱讀教材和方
法。

中國教育部、國家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
所承接的教育科學“十五”規化課程的重點研

究成果

中國僑聯指定的海外華人學習的漢語教材。



《中華字經》的特點
字不重用

4000漢字，包含國標一級字形檔3755個基本字、國家漢語水準考
試大綱的2905個常用字和國務院公佈的3500個常用字，覆蓋了自
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文章用字的99.81%

韻語連篇，四字一句
“韻”是開啟中國古文化的鑰匙。也是最古老、最有效的一種記憶
方法。《中華字經》四字一句、八字一韻, 平仄對仗、韻語連
篇，朗朗上口，極易記憶。

涵蓋百科
包括天文、地理、人倫、大道、歷史、政治、經濟、教育、科
技、體育、建築、山水、動物、花草、果木等五十大門類的知識, 
僅歷史典故就達150多個.



《中華字經》的歷史與推廣

2000年《中華字經》研發成功，歷時3年。2001年被中國教
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列為中國教育科學“十五”規劃課題
“文化教育傳統的現代價值研究及創新實踐”的核心實驗教材

自2001年開始推廣，中國大陸已經有上百個教學基地，上百
萬兒童受益，普遍在6個月左右完成4000字。

2003年開始向海外推廣，包括東南亞新加坡、馬來西亞，澳
大利亞、歐洲等地。

2006年 “中華字經國際書院”在加州成立，負責《中華字
經》在海外的推廣。目前在北美已有二十餘家教學基地，個
人用戶逾千。



北美家庭教學案例

楊天城，5歲， 加州Fremont市，八個月學完4000字，喜歡閱讀少兒讀物、報紙、菜單、數學應用題、
甚至成人的《聖經》，並能明白大部分內容。於2007年 “三藩市灣區兒童中文識字比賽”中獲4-5歲組三

等獎。

沈家聿，5歲，加州San Jose市，10個月學完4000字。可以流暢閱讀《中華字經培優閱讀》。於2007
年 “三藩市灣區兒童中文識字比賽”中獲4-5歲組一等獎。

劉亮亮（Dominc Liu），6歲，加州Orinda市，4個月學完4000字，單字識字量達90%以上。通過《中

華字經》的學習，亮亮的綜合學習能力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本本（Ben），5歲，加州Fremont市，3個月學完4000字，是目前所知在北美學習《中華字經》進度
最快的個案。於2008年 “三藩市灣區兒童中文識字比賽”中獲4-5歲組三等獎。本本的弟弟獲2-3歲組二

等獎。

Hudson，8歲，加州Fremont市，10個月學完4冊4000字，可閱讀成人中文《聖經》，及小說，古文

等。

Peter（9 歲）與 Janey（ 6歲），加拿大多倫多，一年學完4冊4000字，完成全部《同步閱讀》及《培

優閱讀》，閱讀能力及興趣大大提高。



北美課堂教學案例

北美教學基地分佈在加州灣區，洛杉磯，德州，芝加哥,紐
約，明州，加拿大溫哥華，多倫多，蒙特利爾等地。

第一批教學基地於2007年秋季開課，迄今已完成《中華字
經》一期和二期班的授課。

教學基地包括全日制學校，課後中文學校（after 
school），週末中文學校，及《中華字經》專修教室。

教學基地招生年齡為3歲半至17歲。一般按年齡段分班。



《中華字經》教材介紹
識字教材類

《中華字經》大字本教材

（含四千字大字教材, 課文朗讀CD及DVD)

《中華字經》學習機

（含四千字大字教材, "中華字經家庭教
案和遊戲集“, "中華字經識字理論")

《中華字經》神話筆

（含四千字大字教材, 課文朗讀 CD及DVD)



《中華字經》 第三課天倫



《中華字經》教材介紹
閱讀教材類

《中華字經》同步閱讀1-4冊
《中華字經》培優閱讀1-4冊
《中華字經》啟蒙閱讀（試用版）

《中華字經》詠歎調



《中華字經》同步閱讀 （第三課天倫 示例）



《中華字經》培優閱讀 （第一冊示例）



《中華字經》培優閱讀 （示

例）



《中華字經》啟蒙閱讀 （示

例）



《中華字經》教材介紹
教輔類

《中華字經》圖文欣賞

《中華字經》練習冊（試用版）

《中華字經》注釋本（簡體)
《中華字經》中英對照注釋本

《中華字經》家庭教案和遊戲集

《中華字經》跟讀CD , DVD
教學大字卡和大字條

其他輔助工具



晝白夜黑

《中華字經》圖文欣賞 （第一課天文 示例）



日明月亮



風馳雪舞



電閃雷響



《中華字經》練習冊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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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字與閱讀

識字是中文閱讀的基礎，是聽說與讀寫之間的橋樑與難關。
北美的孩子，可以很快學會英文閱讀，卻遲遲甚至終生不能
進行中文閱讀，是因為過不了識字關。

在具備中文聽說基礎後，如何集中快速有效地突破識字關掌
握閱讀能力，是讓孩子突破中文學習瓶頸的關鍵。

因為英語是表音文字，幾十條Phonics可以幫助有口語基礎
的學生進入閱讀，所以他們8歲就可以閱讀。漢語則完全不
同。



中文教學要遵循漢語的特點

中文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不使用字母的通用高
階語言。漢字是世界主流語言中的唯一表義
文字，字形與與字音間並無一定之規，需要
有2000字的識字量才能獨立閱讀。

學習漢字不能照搬拼音文字的學習方法。

識字方法要遵從漢字特點和兒童的認知規律



漢字的特點

漢字的特點
漢字有圖畫性,漢字是象形文字,是一種圖

漢語具有單音節性，帶來對稱性和節奏感

漢語有同韻性, 23個聲母，35個韻母，1200個音

漢語有同類性，字也是詞，二次構詞

漢字重複性很大

生理學上兒童對漢字有特殊的認知規律



漢字是象形文字,是一種圖

→ 木 → 禾 → 川 → 泉

→ 舟

→ 網(網) → 燕

→ 車(車)

→ 勺 → 魚(魚)

原始圖畫 ?  不規則圖形線條 ?  橫、豎、撇、捺、折五種規範的

筆劃

學漢字的過程，首先是個識圖的過程，這個過
程就是識字階段，這是由漢字的特點決定的。



漢字重複性很大

現代漢語用字

“的” 4.1%
10%

“的、一、是、
在、不、了”

20%
前19個字

28.41%
前50個字



漢字重複性很大 (續)
北京七四八工程標準漢字組檢閱現代文章7075篇，計2162萬多個字。

共發現漢字6300個

99%是用2400字
寫成的。

1%

剩餘的3900字

因此專家們認為，掌握了這2400個常用漢
字，讀書和寫作便不會有多大問題了。



生理學上兒童對漢字的認知規律

第一是聽覺的發展（聽讀音）1—3歲

第二是視覺的發展（形）4—6歲

第三是協調能力的發展（寫） 7 — 13歲

第四是抽象能力的發展（義）則是貫穿于人
生的，當然最重要的是在8～25歲左右。



生理學上兒童對漢字的認知規律（續）

聽音與辨形
識字中首先要做“辨形”“辨音”訓練--“音形對應”。

漢字總量的四分之三是形聲字，因此，形近字、同音字、
近音字多。

理解與記憶
成人是理解記憶方式，而兒童是非理解記憶
兒童適合集中性記憶

人的資訊來源
視覺資訊占83%，聽占11%，味、觸、嗅占6%



主流的漢字識字方法

分散識字法 - 如閱讀識字，隨文識字，
古稱“書上識字”。

優點：
記憶比較牢，能加深對字義的理解。

缺點：
識字的速度慢得令人無法忍受，閱讀上不去。

中國大陸2001年《語文課程標準》規定小學六年累計
識字3000個，分散在30萬字的課文中。

海外平均8～10年學會2000～3000字。

識字與閱讀進度嚴重落後于學生的智力發育



主流的漢字識字方法（續）

集中識字法 -先識字後讀書，集中學一批字再讀一

批課文

優點：
合乎漢字規律；漢字構字規律就是漢字形、音、義三要素之間的
本質聯繫。所以應依據字—詞—句—段—篇的邏輯順序設置語

境，教學、鞏固、應用漢字。

符合兒童的認知規律

缺點：
識字與閱讀分開，不利於書面語言的學習；脫離語言環境孤立識
字，影響識記效果。

解決方法是組字成詞、句，加強識字與閱讀間的聯繫；迅速完成
識字階段，並在識字過程中配合同步閱讀。



案例分析：中國傳統的啟蒙教材

周朝： 《史鎦篇》
秦代： 《倉頡篇》《爰曆篇》《凡將篇》
西漢： 《急就篇》

南北朝：《千字文》
唐朝： 《蒙學》
宋朝： 《三字經》、《百家姓》
明朝： 《龍文鞭影》
清朝： 《小學韻語》

數千年傳承和汰選出的經典教材有其科學性
中國傳統的啟蒙教材普遍採用了集中識字法
主流規律：音韻定位，四字一句，文涵百科，字不重複



音韻定位

漢字的音韻性
一字一音，每音一韻。正因為漢字有韻，就決定了漢字的句式能夠
排列整齊，平仄押韻。
詩經，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把中國語言文字推向了最高的藝
術境界。這裏面漢字的韻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沒有韻幾乎無法開啟
中國古文化的大門。
從小培養兒童對韻的語感，是學習漢字最重要的一課。這就是童蒙
教材幾乎都是韻語的原因。

現代心理學對韻語的研究
韻語是最古老的也是最有效的一種記憶方 法。有的民族歷史就是靠
詩歌這種韻語的形式流傳下來。
韻語的遺忘規律



韻語與遺忘曲線



四字一句

上述11種傳統的啟蒙教材中10種都是四字一句，只有《三
字經》是三字一句。

小兒學語的過程是個訓練發聲的過程。
因其控制聲音的肌肉不發達，所以一次讀的音節一般不超過四個。
實驗證明六七歲的兒童讀五個以上的音節和讀四個以下的音節，其
語句的完整性大不一樣。

四字一句符合漢字組詞的習慣。
受平仄押韻的影響，漢字組詞大多按幾何級數增長。
早期漢字一字一詞，隨著語言的發展，兩字一詞的複合詞越來越
多。再發展則是以四字一詞的複合詞為多。中國成語大詞典收錄的
都是這一類的詞，這也是中國語言的精華。



文涵百科

傳統的童蒙教材，都是按兒童應當掌握的知
識分類編寫，包羅萬象。

主要有天文、地理、人倫、大道、道德、歷史、農耕、
祭祀、教育等等。讓兒童從小在學字的過程中就可學到
終生受益的知識。

因此從形式上可以看出古人識字也屬隨文識字。但其生
字密度與現代的隨文識字截然不同。



字不重複

“三百千”生字率為70%
《三字經》共1616字，《百家姓》共576個字，
《千字文》共1000個字，“三百千”合起來共有漢
字3192個，但不重複使用的字約2200個。

現代小學教材生字率為1%
讀30萬字，認3000漢字，無效重複占99%以上。



《中華字經》
- 傳統與現代的完美結合

《中華字經》體現了流傳千古的經典啟蒙教材與現代科技的完美結合；
是兒童認知心理學等現代教育理論與研究成果在漢語識讀上的合理應
用。

《中華字經》是識字方法的集大成者. 它集成了集中識字、分散識
字、韻語識字、歸類識字、拼音識字、部首識字等諸多識字方法。

《中華字經》的獨特教學方法，寓教於樂，短期見效，能夠有效提升學
生學習中文的興趣和信心

《中華字經》在文化層面的豐富內涵，可以拓展學生的視野，加深學生
對中國文化的認知，在達到識字和閱讀上突破的同時, 為他們日後進一

步學習中文和中國文化打下扎實的基礎。



《中華字經》的教學特點

教學目標：快速識字，獨立閱讀

教學原則：音形對應，直讀成誦

教學方法：建立字序，逐塊分割

教學步驟：鯨吞、反芻、遷移、整合

教學形式：動靜結合，靈活多樣

分段教學，分級教學
先認後寫，多認少寫
同步閱讀，不依賴拼音



《中華字經》的定位和教學對象

可獨立使用或配合現有中文教育系統，集中或輔助
學生在兩年左右完成識字和初步的閱讀訓練。

適合週末中文學校、課後輔導班或在家輔導，也適
合Summer Program集中式教學。

面向物件：4歲以上各年齡段，建議按4～8、8～
12、12～18歲分班教學。



《中華字經》課程設置

課程名 課時 教材 課程時間
跨度

教學目標

《中華字經》初級班 50課時 字經識字第一冊
同步閱讀第一冊

6～10個月 識字～700 初級閱讀

基礎寫字及表達訓練

《中華字經》中級班 50課時 字經識字第二冊
同步閱讀第二冊

6～10個月 總識字～1400初級閱讀

寫字及表達訓練

《中華字經》高級班 - I 50課時 字經識字第三冊
同步閱讀第三冊
培優閱讀一二冊

6～10個月 總識字～1800中級閱讀

基礎寫作及語法

《中華字經》高級班 - II 50課時 字經識字第四冊
同步閱讀第四冊
培優閱讀三四冊

6～10個月 總識字～2200高級閱讀
寫作及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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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字經》的四步教學方法

鯨吞

反芻

遷移

整合



鯨吞

用一句話總的概括來說就是：整體輸入。兒童
識記的特點是先整體輸入，意思也就是讓兒童
集中背誦，在每課時上抓住兒童前幾分鐘的興
奮點，穩而又快速的把教學內容輸入到兒童的
大腦中，這個階段就是利用兒童的形象記憶採
用不同的領讀方法（如平速、變節奏、跳讀
等）來讓兒童背誦，在背誦的過程中就建立了
一定的音序，也就是八字一韻。



反 芻

它的意思是在第一步鯨吞的基礎上，逐
步細化。針對整體的內容按照四字一
句、兩字分節、單字定聲的這一規律，
通過不斷的反復復習，加深兒童對這些
字形的印象。反芻的目標是學生能在字
條或課文環境下認識相應生字。



遷 移
當我們對兒童整體輸入進去後，把那些
字移到字卡或者一些教具上，這個過程
是認讀的過程。遷移的教學目標是學生
能夠對單字有獨立（不依賴語境）的認
讀能力.



整 合

在學字達到一定量時，把學過的字結
合起來，組成句或段來讓兒童閱讀，
達到識字的目的 - 讓兒童早日進行閱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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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中華字經》？

《中華字經》教學理念

《中華字經》教學方法

《中華字經》常見問題



《中華字經》常見問題

1 為什麼《中華字經》會採用那些難的字？孩子們會理解嗎

2 孩子學會多少漢字可以進入初步閱讀？識字和閱讀應怎樣結合？

3 孩子即使在短時期內記住了很多字，怎麼防止這些字很快被遺忘呢？

4 為什麼要先識高頻字？

5 認字和寫字為什麼分開進行？

6 為什麼不先教拼音? 為什麼字經裏不用插圖?

7 要不要講解字義？



1 為什麼《中華字經》會採用那些難的字？
孩子們會理解嗎？

識字無難易，寫字有簡繁
孩子看漢字，就像看一幅圖片，是整體認知，尤其這個階段不要求孩子會寫字，所

以字的筆劃的繁簡對孩子來說並沒有難易之分，而字筆劃多，給孩子提供的記憶
資訊更多，更利於孩子辨認漢字。

常用的字容易認，但不一定容易寫
寫和認不是一回事，比如：“舞”是常用的字，但是它是非常難寫的。“卞”是非常容

易寫的字，但是並不是常用的字，因此認字和寫字是大不相同的，認字要從常用
字認起，寫字要從筆劃少的字寫起。

漢字並不是每個字都有其意思
常用字教師將會隨課堂教學加以解釋並組詞，真正的理解將是在進入閱讀訓練中進

行的。

“書讀百遍，其意自見”
孩子的理解力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加強，並且隨著閱讀量的增加，思維能力逐漸活

躍，能力越強，理解力也越強。“書讀百遍，其意自見”。大量的閱讀將會 使孩
子受益無窮。



2 孩子學會多少漢字可以進入初步閱讀？識
字和閱讀應怎樣結合？

在教授《中華字經》的第一課時就可以使用 《中華字經》
同步閱讀帶領孩子進入跟讀閱讀.

當掌握前 400 字時，就應讓孩子閱讀一些淺顯的低幼讀物

如：兩句、四句的短小兒歌；報紙的大標題；識字和閱讀相
結合，通過識字擴大閱讀範圍，通過閱讀鞏固識字並進一步
增加識字量。

當掌握1000字時, 即可帶領孩子進入 《中華字經》培優閱讀
(1-4冊). 當掌握了2000字並且完成了培優閱讀1-4冊, 孩子既
已掌握完全獨立閱讀的能力.



3 孩子即使在短時期內記住了很多字，怎麼
防止這些字很快被遺忘呢？

認字並不是目的，認字的目的是閱讀，只有閱讀才是一切，閱讀才是成
功，閱讀是各科學習的基礎。

在人生必須掌握的4000字中，2500字是屬於常用字，當一個人掌握
了二千個字左右，就具備了基本的閱讀能力，這時我們教學的任務就要
以閱讀訓練為主，認字為輔，給予孩子正確的閱讀訓練方法及技巧，讓
學生掌握漢語的斷句、韻仄、閱讀情感等，達到會讀書，讀懂書，主動
地讀書的目的。

當學生具備了一定的閱讀能力，也就會自然地接觸華文書及報章、雜誌
等，自然地產生閱讀欲望，任何的閱讀都是在復習鞏固漢字，久而久
之，並不需要特別地復習生字。

但是書寫些漢字，就要依據孩子的年齡及生理發育情況，年齡過小的孩
子由於手部的小肌肉群尚未發育完善，不利於書寫，注意不要過於疲
勞，家長更不要因為孩子手部的控制能力很弱，而無法寫出漂亮的漢字
而責備孩子，使孩子失去學習中文的信心和興趣。



4 為什麼要先識高頻字？

識字的核心是 “ 儘早閱讀 ” ，因此 《中華字經》 教學強調
分段教學和分級教學，先學習漢字中使用頻率高的字，就是
我們所說的高頻字。

當孩子認識 400 個左右高頻字時，即可進入初步閱讀狀
態；

當孩子認識 1000 個左右高頻字時，就可以讀懂一般書報上
70% 以上的內容；

所以先識高頻字是快速識字的最佳途徑。



5 認字和寫字為什麼分開進行？

從生理上說兒童對漢字的認知規律，第一是聽覺的發展，
（聽讀音）1－3歲；第二是視覺的發展（形）4－6歲；第
三是協調能力的發展7－13歲（寫）而抽象能力的發展
（義）則貫穿于人生的。

根據兒童發展規律進行分段教學，在兒童某方面接受能力最
強的時候去訓練他，會取得驚人的效果。



6 為什麼不先教拼音? 為什麼字經裏不用插
圖?
現代人注重西方語言，不自覺錯讓西語教學法影響了漢語學習法，以至
於學習漢語的方法拐離了原軌、落入困境。其實，世界上約有2500種語
言，每種語言皆有自己的一套學習法，是不能混為一用的！英文是“拼音
文字”，中文是“象形文字”；兩種不同性質的語言，本身必然有不同的學
習方法。

所以，用西方語言教學法來教授漢語，當然會產生問題。最為顯著的情
況有二：

????（一）英文注重拼音，現代漢語也受其影響，注重拼音。若把拼音帶
入學習，其好處是孩子學會拼音後，可以自行學習；壞處是，孩子會專
注在讀拼音，而在認字方面變弱。

（二）很多人認為"看圖認字的效果最佳"，但這做法並不適用每種語言。
漢字不能採用相同的方法，它是"象形文字"，本身已是圖形，若在旁加
上圖畫，孩童90%的注意力會被引開，反而容易引發反效果。



7 要不要講解字義？

這要視孩子的年齡和接受能力來定，對於8歲
以上的孩子，逐步開始了理解記憶，往往需
要解釋字義和詞義。但對於3～8歲的孩子，
總體來說應該以記憶“字音”和“字形”為主。

在被孩子問到時可以結合孩子可以理解的語
境講解字義或詞義，並以後者為主。例如
“乾”、“坤”可以不必講解單字的含義，可以
簡單地解釋為“天地”。



如何聯繫我們

網站：

http://www.WeLearnChinese.com

電話：

(510)962-1656， (510)996-1869

電郵:
info@WeLearnChinese.com

http://www.welearn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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