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台小學中間語文教科書中之擬聲說比較

艷慶華
香港教育舉院中

接聲吉到這個詞格在小學的教科書模已經存在，而中學者輝也都會提到的多我想知攏

史學小學教師對它有多少認識多於是我還在鞠了一百一÷一位誰教師讓任了一改測試，

一項是要求每一位受鵲設者用擬聲認進一句句乎，得出了以下的結果:

表 現 人數
沒有在接聲調前後加任何攤點特號 55 

指引號 39 

不加哥 j贊吾吾用其他標點符號 7 

錯用擬聲調 5 

不知何謂擺聲詞 5 

有一半的安觀試者沒有在擬聽謂萬復加任何的課點符號，加哥i麓的租用其他符號能如起

來也差不多有一半的人數。到底在接聾請前後應不應指標點符號呢?這是僵持探討的闊

題。下面是他們寫的句子，現在按擬聲音母與標點符號的關係兮類如下:

閉、加引號並在引號內部其他標點符號

1. r鈴一一鋒一一」門鈴還是響遍不停。

2. r鳴、鴨、喝...…j 她緊抱不停哭龍的女兒。

3.當我們聽到 7任統!汪汪口的狗吠聲後，搜知道已到撞臣的1攏。

乙、只用自裝不如任何符號

L 突然「啪j 的一聲，有人能接趕上來指著她的聽聽。

2. 接正在猜想、之時一-í咯咯J '門推幫了。

3. í研游J 一聲，瓦片便問散在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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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沒有加任何標點符號

1.第爾件飾物都會立精碰撞，跟著腳都發出啪啪的聲音。

2. 一陣傲風持時的吹蠅。

3. 茉藉在{象一串串銀鈴，組風飄動，發出叮可蠟嘴的聲響。

、不加引號蔣屑其他標點符號

1.會今. . . . . ~鈴﹒....錯聲響遍不停。

2恥雨水tÞ拉!接拉!地落卡 。

3. 轟!雷聲一響，我整藹，心也跳了出來。

35 

從誼些伊ff中多我們會發理一將問題，第…多用錯擬聾詢些學i如用「呼呼j來形容徵

風，為 f咯咯J來寫間門聲含都用得不貼切。第二，甚自當時誤用感歎號，甚廢待f農用省略

麓，磨時候用那蹺，似乎沒有一定的準則。第三，新用的擬聾禍不能雄確地聚攏被擬

物的情狀。受試者表示他們接來沒有性意羈纜聲調和標點符號誼會的問艙，能們造句予

，只是憑經驗，想當然而位。如架從認知論的角度來辛苦，他們的表現說明他們對f鐘聲

調掌擺得不好的原因，是與他軒在、時的學皆有鶴。

皮亞傑(Piaget) 的認知理論認為兒輩在小學的階段步己進入第三階段，兒童對具體事

物草草行運算。克童在這時巳其停靠了邏輯思維，孺在器吉方間民日已全霞的發展，包括聽、

視、讀、寫四觀能力。 1 小學是學習的好轉機。 r信息論j期將認知經躍分為正值階段:

一是新信息的輸入階殷;二是信息加工處理，階段;三是輸出階肢。 2 第一階段是新的事

物進入原有諧、知結構。如果這館時期輸入錯誤倍息，則必影響至且將來的是學智和事會出。知

識的不斷輸入，學富于諮知的結構。如果一闊始便舉錯了多後來的認知錯講有問題目輸

出跟著配有問纜。因此，小學時期能掌握正確的知識，對自後的學習有莫大的影響 c

授權疑學生運用接聲誦的能力差 3 是和他們小時的學習有關，闖關樣最大的應是小

學的課本。於是我嘗試在現行較多學校樣用的小學中文教科替中，找一些擬聾祠的研予

、在擬聲認這tr復加哥 i號立全在引號內加其他符號

1. r~亮!嗚! J輪龍的汽笛聲，不符龍海港中傳來。(<農轉))3

i 江紹偷著﹒《識知心理學說與應均以香港:中文大學也該杖， 1982年 3 第2級h 頁的 n

全 課榜“教材研究所編: <潔程教材研究十均主.} (北京。人民教空軍出餒， 1993年，第 1級) ，頁 i諒。

3 <呼，關語文》三三下(香港:燕京w級社， 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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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夫多「鈴齡 3 鈴鈴...... J 上課的鐘聲響了多鍊老師踏權謀空...... ((我的語文意

轄))4

3. r汪叫小瀉大聲叫起來。((黨心的小狗))5

4. r塊眼呱，呱蜈嘿! J小弟弟，快來提會峙。((小青蛙))6

5. r鈴!咎!齡..... .J 上諜的齡聲響了。((不專峙的兔子)) 7 

三、;在鐘聲詞前後又F哥哥!號不加任何符號

1.在擴涼的秩風中，飄下幾片桔黃的樹葉， ír少沙J 的落葉聾，告訴我站巳蠶是深教

了。( <香潛之秋)) H 

2. ;但農暖的冬日，母雞嚷嚷著蟬身鵝黃 3 雪白的小雞， r穀殼黨」岫日時，指黯鏈們矇

食殘留獸醫爵的教粒，表視黨在的母愛。((鄉居實景>) 9 

3. 憨提「囉啦H院學啦心雨下起來了! ((罷)) JO 

4. 渡輪一雷發出 íq鳥鳴」的汽霞，…面慢慢攏在白色的霧海中據黨茁堪。(<霧夫的學

-1 ) 

5. 兩隻老竄來到平台邊多一鶴不小JL" r接插J一聲，摔昆主車上去了。( (老鼠翰

萱) ) 12 

\在接驚喜毒品後不加任何符號

1.窗外樹上麓鷥吱往地啃著。((奇般的離子> -1") 13 

2. 驢子一路上嗚呀鳴f陣地叫。(<抬驢進城〉下) 14 

3. 高古堵上，讓掛著一串串風鈴，空氣輕擬的混動，也能退當發出叮時叮咚的響

聲。(嗎L齡) ) " 

4. 獵狸又餓又渴，肚子咕嚕咕嚕地114 '喉嚨乾得像火燒。{(就不到的龍聽是壁畫

的)) 16 

生 練緯良: ~.小學中國語文〉盟下(發}穗，敢忍按:版社， 1993年)。

5 想見代詩J級語文》三士. (香港:綴代教育出版社， 1995年}。

6 練;路段:{J敢怠中獨語文》二二字(香港;斂悠出版社， 1996年)。

7 <:今約中國語文》的主(香港:教育出版杖， 1991年)。

8 蠻語文>I\ t (香港:

9 兇註5 '四千。

的兒註4 ，

II 見註8' (塌下 c

12 見註6 '二下。

泊的、學中國詩文》五上

14 死詮5 '回上。

的兇註3' 閉上。

16 兒註4' 則上。

, 1991 年)。

;港星教育也放社， 1991 年) , 



2002 年 12 丹第 64 期

5. 我是一座布特鐘，喃略唷略在走動... ... ( <一分一移、不放撤) ) 17 

四、在接聲調諧後不加引號需用其仰的符號

1.文: (吹得更起勁)噓一…噓一一瞬!噓一一噓一一雌! (俗聽裡)) 1島

之春雨落在草葉上 p 涉拉，沙拉! (<種子騏校))的

3. 齡鈴一一鈴鈴一一鬧鐘響起來了。(<大嚼的對于盼) 20 

念小河在唱歌:波波多活活，

站站，護法! {(小河在唱齡) 21 

5. r悶了，沙會涉，吵。(<下雨了) )22 

6. 往往多証?去!啊，原來體跌攏溝裡了……((小狗不見了) ) 23 

37 

誰上面的引{9IJ來看，有幾f間隔題是值得性意的:第一，用攔不當。擬聲要用嘴音相

似的詞來寫描寫的對象 s 這樣才能傳神 9 宮發輯i如寫流水 3 我棋可以用「路琮J ' {盟主主們不

能用「咯咯J ;寫難啼期「喔喔J '轟鳴員Ij rUnpUHP J '不會主黨L用。在上酷的棋子中，有寫會鍵

的叫聲f魂魄J ;寫口哨聲n蠢驢J 。這些都是用詞不當的粥。第一;二，擬聲音吾與時代脫節 o

51倒中有幾種不用的上課齡聲?有的是「鈴!鈴!鈴… ...J '有的是 f錚錚，鈴齡… ..J ' 
到底髒種響法才對呢?抑或商種都對呢?現在學校用的電鈴輯對不是造黨響法，我想現

在很少人能聽錯這一種的上課誇霉了。 根多年藹，小學擺沒有用電鈴，上下課都要用人

手搖鈴，是學生才有機會聽攝路兩種不闊的鈴聲，也就是說，這樣的提聲詞是不合時宜

的。我覺得鐘著時代的建妒，右很多機城發島的聲音的經改變了，我們不能再用三、四

十年代的擬聲詞來教學性。我認為模訪這些機穢的聽音的擬聲調要現代能。 25 第三，描

寫對象的s請聽不當。守!對中寫到下雨 g 有的是 f吵，涉，色þ... ...J '有的是 f主i寸立，沙

!我想我們沒有見過這樣下的雨雪到底哪一種下雨的，情態才合每張現象呢?第間，設

有考意到提聾詞梭闊的標點特號。寫問一鐘，請態，憑發屋里來決定用不同的標點符號呢?

17 兇泣3 '三上。

18 .5!詮5 豆豆上。

19 兌詮5' 二三下。

20 (，中路雷聲文》四…F(毛寄港 新設計1-1文化合要裝有 1991 年)。

21 見誰5 五下。

虫兒接6 ， ~L 0 

23 豆豆誰6 ，一下。

24 ~文心需要能﹒物色》云: CP皆稽藍藍紋路之聲 3 喂喂學革蠢之韻......一夜繁理……階字窮形……並以少綠豆俗，

情貌無緣矣。 J (兇鎖經茗、純文;瀚註;仗，心雕龍師學香港;言百務印書館， 1975年 o )總鐘書在《管露在編丟

進一機說明撥勢還要做到 f擬護車燈意」才精彩。(見錢織各 《管章發總}，北京:中華喬馬步 1999年) ,13: 116-

11 ì ' ) 

25 劉廢華: <繁發現代化) ，載潘銘樂主鱗:〈中文修辭自學過…一新修辭嘉興> (香港:瞬窗出版社， 1999年) , 

夾心ì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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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立自寫鴉吠，為甚麼有些在接畫筆詞復用聽麓，有體卻用感數號呢?又倒如下繭，甚薩里時

績在雨聲接醋用逗號 9 甚聽時接舟J惑數號呢?又為甚麼在問一句中，前一個雨聲用

號 p 復面的一個神賠感歎號呢?又為甚麼在冉一句中，前一{聞稽聾閑逛麓，後醋的吋閻

部用感數號呢?想、形容聲音話績，應該舟智富各號還是破軒號呢?第五金同叫時出版社對

擬聾誨的處理沒有統一的標準。同一聞出接社，有時在擬聲鵲前復加哥!號 g 有時又不

加;有時在加了引號後又加其他的標點符號多有時卻只加哥!號。標準不要到一步便到教師

無所禮徒。試想，學生在這樣混亂的情提下去學一種詞樁，能準確掌握及禮用的 3 實非

易事，這是香港小學教科書的情氓。

我們試辛苦看出台灣國立編譯館(以下稱編譯館)負責蝙寫的小學教科書。台灣正在改

寫新的教材 p 我甫的材料是小一上至小丘上用新的教材 ， Ij\三下車小六下但用舊的教

訝。我從小一至小亢的教科書體事找出所有的擬聲調 26 ，共得四十五句。其中發現在五

年級以上較少接聲祠， ïñi大部分的擬聽詞都到狀語和定語的形式組現， í如j胡作定語的有

14旬，作狀諧的有21句雪其他的有作獨立詣的，有作實詣的含有作謂詣的 5 有作補誨

的。這略擺攤詩中，只有個句加了引號?其他的都沒有加任何符號。加了引麓的問句

是:

1.小啄木鳥每天都悶悶悶們的給樹者駒，被大家構為川、神醫j 呢! ((小動物學本

事> 1 2ì 

2. 嵐躊裡傳來一陣肉每一一j 的勢膏。((小小發明其方便) ) 28 

3. 爺爺至最好了以後，輕輕喊一聲「咪咪h 大黃貓就會跳封沙發上去...... ((爺爺的

貓>) 2會

4. 檔(黑貓)一必要學大企雞叫多可是他叫的聲音仍是「草草鳴」、 f喵鳴J 0 (<模的

貓> ) 30 

以上四句中的攏韓詩都加了引號雪有把聲音突出的意味，孺第2旬又加破折號表示聲音

的還續，這些符號都是用得情當的。我們再看看朋擬費詩作為句子成分的情況:

一、擬聲謂作定語

1.每故只要聽聽啪啦啦啦的水聲，姆媽就會揮聽到窗外……((早起的螞搗)l 全l

26 包括課文和課後練習，練後練習的擬發詞與線文…的樣則只作一句言t ò 

27 {闊諒。三土(台北:樹立繃諱銷書 1998年)。

28 
29 (國語》因之(台北翅立編譯館， 1981字)。

如《閱言語》六土(台北; 1獨立編譯餘， 1983年)。

31 (關清〉二上(台北:儲玄編譯傲， 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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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到了半夜，劈劈啪啪的鞭鐘聲大響起來了，好像全域的好了一起放。( <明

見沁 32

3‘林外傳來囉啦曝啦的*聲。叭聲娃娃谷去> )33 

4.一陣吱吱的叫聲，惜他的思想攪亂 J 0 ((老鼠和老虎> ) 34 

二、擬聾詞作技語

1.甜苦愛拉熱湯姆當早餐，聽他呼嚕咯的曉得好替。((竿饗) )3> 

2. 帶傘的同學、智謂衣的同學，吾吾嘻嘻哈哈的走進謂中，問家去了。只大雨) ) 36 

3. 客人哈哈的哭著，走了蟻來。((干口氣的李先生) )37 

是.寒風呼呼的吹，冷聽聽闋的下。((裝著學)r嗨

、擺聾詩作獨立語

L 眸眸陣合來了…頭作:....... ((并禪…隻蛀) )39 

2. 滴答擒，請答滴，時輩輩最勤勞，日夜不休息。((時給)的

39 

3. 客人:你們怎樣啦?我…來多你們辦個也變成快活神仙了?哈哈哈哈...... (<和策

的李先生)) 4' 

自﹒擬聲制作謂諾

1.一雙蚊子嗡嗡喻，飛到商來聽到東。((蚊子和老牛))必

2. 也坡上竿見碎綽綽，低頭吃青草...... (<春季遠是> ) 43 

3. 大風呼呼，好像為我歌唱。((爬LlJ> )科

32 同訣別。

33 <罷官發》三不(至'i'.:lt: 獨立婦錄音敵. 1981年)。

34 問起恕。

35 r向誰31 c 

36 <靈童話》三 F (Éì'北:濁乏主穿這譯館， 1998年) 。

37 同註29 c 

38 <屬吉普》五上(你.:lt: 鑽立編譯館， 1982年)。

39 

40 向往31 c 

41 向台主恕。

心間社31 0 

仿!可詮31 0 

44 間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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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位古井禮贊拉著一聲小青蛙 3 除了睡覺陀;東西?只會每五月IL\礙。((井禮的

蛀) )約

五、擬聲詞作補語

1.爺爺堂好了以後，輕輕喊一聲 f昧珍~J '大黃-貓誼會跳到沙發上去...... { (爺爺的

貓) ) +6 

、擬聲詞作蜜語

1.他(黑輯)一心要學大合難時，可是他叫的聲音仍然是「禮嗚j 、 J暗鳴J " (<觀能
貓))也7

攝譯館攝的教科禱，擺聲調閑得全縣若在事能切合攜寫事物的情狀 z 同時無論擬聲調作

為句子的那一值部分，彌著者都視它為一個普通的諦，與其他的詞如各謂多動請等一

樣 3 不會隨便加任何的標點符號 9 如果要加引號，便是有突出某祠的意思，誼和在其;f也

請揖復如上引號的其中-{興作用…樣。可以說多在處理礙聲調方醋，編譯備較香港的出

故社擾勝。

香港的小孩平常說的多是廣州話，時課本是用現代漢語寫成的書語語=聽者是真很

大，特財是擺聲誨。俱i如，廣州話形容風聲?脅說:「扉扉聾h 普通話作: r呼呼地戶:

形容水聲 3 廣州站tp : r沙沙聲J '普插話作: r語學嘩地J ;形容人費或鳥叫?廣州、i器作:

「吱吱噴噴卜菁禮詩作: r嘟嘟唔唔j; 形容小爾多農手的話作: r時持全þ討"J '普通話作:

f沙拉戶地J ;形容大雨 9 攘外i話作小時里沙啦卜普遍認作叮嚀啦啦J ;形容敲打聽，廣

州、1話作 :f碎碎略略J '普連話作: r嘩啦暐啦地J ò 廳外!話的擬聲音帶明顯與現代漢語的差

朋頓大要學生常會自喜萬語的聲音不像廣州話間感到困惑，要記住立豈不容易，學起來便

感對困難。特如果橡香港的教科書，同一體的出版社，對接聲詞也沒有統一的處理方

法，這無疑是增加了學生學習的障礙，學生便很容晃把錯誤的信息輸入認知的結構中，

以致運用時輸出錯誤的信息。

45 伺拉38 ' 
46 向往的 c

47 r苟言主30 。

48 以下灑外i話與官穿過話的哥!倒穹兒瞥子丸繃著:<廣州話、普通話臼諮詢對譯輩子縛> (香港。三聯餐店， 1989 

年 3 第一次，版) ，…~305.307 0 

生9 $長作仁、視新護黨支線:叫、學語文教學心頭學導論) (土悔:土海教育出版社， 2001年，第二版) ，頁 73 : 

「許多漢字的字義是通過字音而表現出來的多即以發傳義。因此安寧撥字管是識字的一個豆葉要方薇。 j又真

ï7捉到學生記憶漢字時說: r詞義熟悉的1宜在口語中見娟的，揚言e. 0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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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M頁對礙聲調有正攘的認識，才不致誤縛下一代。在現代漢語語法學裡 3 擬聾

認是虛繭的…種。這一類詣的性質與其他請類有點不詞，它可以充當句子的所有成分亨

這是其它認做不到的， 50 i9d女曰:

1. í涼泣J是用來形容混水灘。 5l

2. í咯咯j是牛轄的叫聲。

一、賓語

l.麻雀的叫聲是 íPffPP郎噎啥J 0 

2. 壞處傳來一種組響: í轟! J 0 

了、調語

1.蟲鳴 íøepøePJ 0 

2. 小河?是水「涼涼J 0 

間、定吉普

1.門并傳來「咯咯咯」的鸝步聲。

2. í呼呼j 的北嵐猿狠地往人臉上醋。

五‘狀語

1.兩 ítJ;主ÞJ地下起來。

2是風，鈴「可噹~J噹J地轉著。

、檔語

l.老鼠被樂中了錢髓，痛得 íq支吱j大叫。

2. 狂風暴闊的晚上，我睡在床上，只聽見罷點打得破璃窗肉串哺唔喀j 的，令人難

以入睡。

、鶴立處分

1. í撲論j一聲，一條狗掉斜水裡去。

2. í轟隆J !飛機車衝向地面:爆炸了。

接聲詞除了充當句子的成分與其他搗略有分朗外，它和其他十…類音是一樣，沒有一

個簡定的標點符號跟著它，所以不要臨便在擬聾姆的前緩如上標點符號。

綜合上面的討論買主是們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

50 校入民教育出級革士中學語文室(中學教學譜法系統鍵要(試賊心中，把組分為十二三類，擬發詞放在最後。

雙目乃仲 《中學新吉普法體系表孵圳發春: "j吉林教育出版社 '1989作。)根據(系統鍵要) ，紹說分為?之類，

而把擬教誨放在虛詞視。很多譜法及修辭學論辛辛都視擬撞車詞為虛詞，能從充當句子成分來漪，讓學詞與

‘那麼可否混它為實豈可呢?

51 以下各例加引號只一是想l'突出擬聲調而已，0;)世不是說擬聲喜怒…定黎加哥 i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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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香港的小學準教鯨艷擬聲鵲掌握得不好，有很大程度是由於能們在小學時期學習

這類語舉傳不好所致 c 飽們學習得不好，又因為是教科室擎的繃著者對造類詞的認識不

足，以致在盧灣擺聲詩時常犯錯誤(特樹是與標點符號結合時)學學生便接校了錯誤的或

自報矛盾的倍息，長大後到應用這…類調時，種輸出錯誤的信息。

2. 在對待擬聲鵲古樹?攝譯館編的教科書是做得tt香端的好。攝揮館編的教科書?

由小一至小六，對接聽祠的運用方法，以及與標點符號的結合，都是前籠統一峙，學生

在學背這幫詞格詩是較容易掌握的。

3. 香港是以讓外!話為主，授課的老師大都用廣州詣，掰學生日常用的擬韓詞典以現

代漢語作為書醋的教科發大相擺庭，要學習己感言表i間難，如果教科書對擬聲調處理不

當，無錢又多了一童學習的障礙。

生.擬聲詩是較真龍的崗賴特別，它可以充當句子的任何成分 3 但在與標點結合封

面，是輿其能十一類諦沒有告別的，辦以在官的前後不意胡亂加任何的機點符號。

最後我若望香港的出嚴社能正揖擬聾繭的禮用時題，積極建立起…套使用擬聲繭的

系統，體免出琨能繞不統一或錯屑的情說，否則學生錯用接琴聲祠的闊題將永患無法解

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