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专题作业书面报告 
 

题目：《中文不难学！》 
组别号码： 6-18 

组员：柯宗纬（2A321）-组长 
   张宇震（2A304）  
   陈宇斌（2A327） 
   陈永彬（2A328） 

 
 
（一）研究目的与价值： 
 
1、研究目的 
 

● 通过为四至六岁的孩童制作的一个华文网络游戏，了解如何引发孩童学习华文的兴

趣。 
● 研究他们是否能通过游戏了解汉字的结构和演变，从而不抗拒学习华文。 

 
2、研究价值 
 

● 让四到六岁的孩童能通过网络游戏，了解汉字的结构和演变，让他们明白华文并不
难学，从而培养他们对华文的兴趣，甚至是乐学华文。 
 

 
（二）文献研究： 
 
我们参考了以下4个文献： 
 

1. 据我国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华族父母应从小就与自己的孩子多说中文，从小打好
孩子的华文基础，到了小学学华文就会变得很容易。英文不用操心，孩子在以后到
小学的英文大环境的耳濡目染下，必能掌握英文。 

2. 一个美国华裔曾经做过一个调查，他发现从小在家说华语的华裔子弟，长大到学校
学华文很容易。从小在家不说华语的，长大学华文，其困难度，就跟白人没有两
样。 

3. 据一名博士生康长运的研究显示，绘本能帮助孩子们的多元化发展，激发他们的创

意思考能力。他也表示当儿童看一本图画书时，图画能协助他对文字的了解，因此
更有效率地阅读。 

4. 据早报网的一则新闻，在伊顿中华幼儿园，学生的班级以唐宋文学家命名。他们吃
饭前也必须朗诵唐诗《悯农》。这其中一种让儿童对华文感兴趣方式，从中国历史
与文化着手。我们利用古代汉字教学，也是在从中华文化着手 
 
 
 
 
 

 



我们得到以下的结论： 
 
1、只要孩子能从小就掌握华文，以后面对华文便不成问题。因此，我们决定选择学前儿
童为专题作业的对象。 
2、儿童既然能从绘本的图画更好地掌握华文，那我们以象形图来制作游戏，能让孩童更
好地掌握它。只要能掌握它，儿童并不会觉得它难学并对它产生兴趣。 

 

（三）研究方法及框架： 

研究方法 

我们通过制作网络游戏，让孩童试玩，然后通过问卷调查了解我们的游戏是否能够对他们

学习华文有帮助。再综合评判的建议来修改游戏的内容，在试玩后听取幼儿园老师的反
馈。 

研究框架 

1. 运用Scratch 制作网络游戏。以各种古代汉字与现代简体字的图形来设计选择题。 
2. 制作文字知识卡：卡片包含了对汉字结构的进一步解释和其演变过程，用意是为了

让孩童对题中的汉字有个更深的了解。 
3. 到幼儿园进行试玩。试玩前后各要求孩童完成问卷调查。 
4. 介绍游戏的玩法。 
5. 听取幼儿园老师的反馈。 

 

 

（四）分析与讨论 

1）简介实验游戏过程 

到了幼儿园，我们先问孩童一些关于他们学习华文的问题。之后，我们开始讲解游戏规则

和知识卡的作用，再把八个孩童分成四人一组，轮流用电脑玩网络游戏。最后再做一个简

单的问卷调查。 

 



 

分析： 

通过事先讲解和展示知识卡，孩童更能掌握游戏的玩法，更愿意与我们互动。我们更能了
解游戏方式是否能引起他们的兴趣。 

2）问卷调查： 

为了明白游戏对孩子们的影响力以及他们对学习华文的看法，我们给参与游戏的8位学生
们做了个简单的问卷调查。 

 

 

 

 

 

 

 

 



游戏前： 

问2：你们觉得华文难学吗？ 

 

游戏后： 

问1：你们觉得游戏好玩吗？ 

 

 

 



问2：你们喜欢这些文字知识卡片吗？ 

 

 

问4：你玩了游戏后有没有觉得华文比较容易学吗？ 

 

 
 

 



分析： 

玩游戏前有6位孩童认为华文难学，而玩游戏后大家都认为华文其实没有那么难学。由此
可见，我们的游戏的确有改变儿童对学华文的观点。游戏后8位孩童都认为游戏好玩，而
且有7位表示喜欢知识识字卡。由此可见，利用网络游戏以及色彩鲜艳的识字卡可以吸引
孩童学习华文的兴趣。 

 

3）幼儿园负责老师的反馈： 

为了更了解我们游戏和实验过程需要如何改进，我们向幼儿园的负责老师请教，问问她的
意见和改变的建议。她所给予的建议包括： 

● 制作游戏需要更生动，加插更多卡通人物，这样才能更引起孩童玩游戏的兴趣 
● 以古代文字来作题对5-6岁孩子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孩子学的汉字不多，字

体会显得很复杂，因此用古代汉字不适合他们的年龄。 
● 如果用汉字的笔画来制作游戏，教孩童学习华文，可能会比较有效。要是用复杂的

汉字难倒儿童，他们作答时就会似乎是在猜答案，没有认真地做。 

 

 

 

 



（五）结论 

        我们制作的游戏，的确能让儿童对它产生兴趣。我们使用了一种趣味性的方式，让儿
童被吸引住。把古代汉字与现代的简体字放在同一个游戏里，儿童在玩游戏的同时，会渐

渐地发现古代和现代的汉字的相似之处，并且对此产生好奇心。而我们的知识卡，利用文
字图形，进一步地显示出了汉字结构其实都是有它们背后的意义的，不管是结构上的，还

是意思上的。他们会发现华文其实不难学，从而对它产生更大的兴趣。 
 
 
（六）附录： 
 
附录1： 游戏 
 
1）游戏大纲： 

● 自己制作的选择题游戏 
● 由 Scratch 制作的 
● 以各种古代汉字与现代简体字的方式为做题的标准来让儿童学习华文 

○ 利用的古代汉字种类有： 
■ 甲骨文 
■ 金文 
■ 象形文字 
■ 小篆 
■ 大篆 

2）游戏规则及玩法： 

● 整个游戏将有五十道题目 
● 题目被分成不同的单元，每个单元有十道选择题目： 

○ 单元一：颜色 
○ 单元二：感情 
○ 单元三：动物 
○ 单元四：家具 
○ 单元五：气侯 

● 这些单元是由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事物而选择的 
● 有些题是提供古代文字图片，让他们猜字；其他是以一个汉字让他们猜相应的象形

文字 
● 为了让孩子对游戏更感兴趣，每个题目将有分数。 

○ 若儿童第一次尝试就答对时，他们将会得到两分 
○ 在第二次尝试答对时，他们将会得到一分 
○ 接下来的尝试将不会得到分数 
○ 若没有在固定时间内选出答案，也不会得到分数 
○  

 

https://scratch.mit.edu/projects/226644465/#fullscreen


附录2： 文字知识卡 
 
文字知识卡： 

● 当分数到达一定的数目就能获取文字知识卡，用意是为了让孩童对题中的汉字有个
更深的了解 

● 亲自制作的游戏卡片，但不是用来玩游戏，是玩完之后给的 
● 卡片包含了对汉字结构的进一步解释和随着时代的演变 
● 卡片上的文字取自游戏里出现的字 
● 知识卡的内容包括： 

○ 古代汉字 
○ 现代汉字 
○ 英文翻译 
○ 物品图片 
○ 文字图形 

■ 文字图形的目的是要让儿童明白古代汉字和物品之间的相似之处 
■ 文字图形是从网上摘录的，能很好地解释某个汉字结构的图片 

 
 
附录3： 问卷调查 
 
游戏前： 

问1：你们喜欢华文吗？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597m3mXGJVLjEnUbgQI6pRrORS5lRQbCN6X0nREfZYM/edit


问2：你们觉得华文难学吗？ 

 

 

问3：你们觉得学习华文重要吗？ 

 

 

 

 



游戏后： 

问1：你们觉得游戏好玩吗？ 

 

 

问2：你们喜欢这些文字知识卡片吗？ 

 

 

 



 

问3：你们玩完了游戏后有没有对华文更感兴趣？ 

 

问4：你玩了游戏后有没有觉得华文比较容易学吗？ 

 

 
 
 
 

 



附录4： 实验过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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