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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台灣華語文教學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序 

春華秋實譜新篇 

寫在 2017年臺灣華語文教學學會年會暨國際研討會前 

 

台灣華語文教學學會自 2002 年創會開始，於每年歲暮均舉辦「臺灣華語文教學年

會暨學術研討會」，由各大學輪流舉辦，迄今已邁入第 16 屆。本會議的目的在於提供

華語文相關研究學者專家一個對話平台，進行跨學門交流切磋；並希望藉此機會，讓海

內外華語文研究者進行對話，凝聚未來研究合作之基礎與能量。 

2017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於 12月 22 日至 24日在新竹清華大學舉辦。本次會議

收到來自美國、英國、日本、中國大陸、新加坡、香港、韓國、德國、奧地利、波蘭、

法國等國，計個人投稿 149 篇、小組投稿 21 篇，共 170 篇。為求審慎嚴謹，邀請了專

家學者擔任論文審查委員，由於研討會之場次有限，許多論文只得割愛，最後錄取口頭

發表論文 85篇、小組論文 6組 20篇，計 105 篇進行發表。 

本年度論文投稿獲海內外各大學院校及華語教學與研究相關單位學者專家共襄盛

舉，會議論文以華語教學法及漢語語言分析為主體，著重具有時效性、理論實務兼具的

創新論文，論文主題涵蓋語言本體、教學與習得、教材發展、數位學習與媒材、跨文化

溝通、師資培育、專業華語、新南向華語教學場域探討等面向，篇篇顯見發表者持續不

輟之研究精神與教學熱忱。本屆在語音、詞彙、語法、篇章之分析與應用、教學策略及

活動設計等方面的發表，如往年為大宗。今年並見多篇論文關注新南向與區域華語文教

育議題，如新南向越南華語文教育產業開拓、新南向華語教學場域探討、紐澳華語教學

場域探討、法國國別型華語教學等會議研討主題。同時數位教學應用相關論文具相當比

重，本次會議研討主題包括多媒體及遠距教學、同步教學與教學平台等。華語學習者基

於工作所需的專業語言需求增加，本年在專業華語的學習需求、教材研發及師資養成上

亦有數篇發表。 

台灣華語文教學學會創會迄今，已逾 15 年寒暑，對於華語文教學領域之發展，影

響甚鉅；冀望 15 載春華結秋實，繼往開來再譜新篇。年年歲暮的國際研討會，全球華

語文教學先進、學術暨實務成果薈萃於此，對此我們衷心感恩。最後，企盼大會順利圓

滿，與會嘉賓滿載而歸！ 

 

彭妮絲 謹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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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傳統漢語教材《朴通事》的編寫特點 

孟柱億 

韓國外國語大學 

一、引言 

《朴通事》是具有代表性的韓國傳統漢語教育文獻之一，最早版本的成書年代屬

元代，距今至少有 652 年的歷史。《朴通事》系列教材不僅是近代漢語口語的寶藏，

也是文化知識的寶典。陳遼(2004)在<《朴通事》:元明兩代中國文化的百科全書>中說

過，“朝鮮王朝編寫的漢語教材《朴通事》，真實地反映了元、明兩代中國的美食文

化、服飾文化、建築文化、民俗文化、契約文化、宗教文化, 並為古典小說名著《西遊

記》原是平話提供了重要佐證, 對當時的其他文化也有反映, 從而成為一部記載元明時

期中國文化的百科全書式著作, 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價值。” 

因為《朴通事》系列在語言史與文化史方面具有極高的材料價值，所以在這兩方

面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鑒於該系列本是漢語口語教材，在其固有領域的研究相

對稀少。本文擬探討《朴通事》（本文根據《朴通事諺解》進行討論，因為此版本為

內容齊全而又接近最早版本的語料）所遵循的編寫原則和採用的方式等編寫上的構思，

以便繼承前人在漢語教材編寫方面的傳統。 

二、教材編寫的一般原則 

近幾十年漢語教材編寫的趨勢經歷了若干變化，劉詢（1994）在<新一代對外漢語

教材的展望——再談漢語教材的編寫原則>中表示，“我們已經走過了作為第一階段的、

從 50年代到 70年代的純結構法時期，作為第二階段的 80年代結構與功能相結合的時

期，現在正跨入 90 年代結構、功能、文化相結合新的教材編寫時期。”語言與文化的

關係很密切。語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同時也是文化的載體，語言與文化密不可分、

相輔相成。因此，近年來在漢語教學與教學研究越來越重視語言與文化的關係的背景

下，教材編寫也開始普遍重視起語言與文化的關係。 

關於教材編寫的原則，前人提出了不少觀點。其中，幾種代表性的觀點如下： 

劉珣、鄧恩明、劉社會(1982)在<試談基拙漢語教科書的編寫原則>中提到，教材

的編寫要具備交際性、趣味性、實用性。 

呂必松(1985)在<基礎漢語教學課型設計和教材編寫的新嘗試>一文中，提出針對

性、實用性。  

趙賢州(1987)在<教材編寫散論>中，指出教材編寫要以知識性、趣味性、針對性、

實用性為原則。還提出了趣味性的內涵包括：課文內容可讀性、語言的可讀性、文化

知識的可讀性、語言材料的典型性和可信性。  

呂必松(1988)在<關於制定對外漢語教材規劃的幾個問題>中，提出教材編寫要有

針對性、科學性、趣味性、知識性。 

劉珣(1994)提出針對性、實用性、科學性、趣味性、系統性等原則。 

目前，被普遍接受的一般通行的教材編寫的原則主要指：科學性、針對性、實用

性、趣味性、系統性、知識性六種要素。包含這些要素的教材編寫原則符合教育和教

學的一般規律，所以本文欲遵循這些原則來進一步探討《朴通事》的編寫構思。用現

代的原則和標準去考量 650 多年前的《朴通事》系列教材，顯然存在許多問題，因此，

要考慮到不同時代背景下的時代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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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功能和文化的有機結合 

不同的語言使用者族群或群體有著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正確理解和運用一種語

言必須瞭解該語言承載的文化內涵，否則即使掌握了一門外語，仍然不能和目的語社

會的成員進行有效地交流。對目的語文化背景的瞭解有利於幫助學習者掃除影響跨語

言交際的文化障礙。因此，學習一種外語必須同時學習該語言所承載的文化，同樣，

學習外語使用的教材也必然要承載目的語國家的文化內涵和知識。 

韓國的先人早在六百多年前就注意到了語言和文化的關係，在教材的編寫上體現

了語言學習和文化學習自然且有效的結合。我們可以通過朝鮮時代的漢語教材瞭解韓

國先人重視語言與文化相結合的情況。筆者曾探討過《老乞大》的文化要素導入的情

況(孟柱億 2011)。在韓國傳統漢語教育的研究領域裡，《朴通事》經常和《老乞大》

相提並論。因為這一系列教材幾乎同時是為了一個目的問世的。《老乞大》、《朴通

事》收入了許多俗語及常識，體現了語言學習和文化學習自然且有效的結合。《朴通

事》一般被認為是《老乞大》的後續教材，採用對話和文章的形式來組織語料，更自

由、更有效地收錄了大量的漢語學習材料，所涉及的文化內容也更加豐富。《朴通事》

的文化內容不但豐富多彩，而且生動有趣、妙趣橫生。從《朴通事》所體現的地域特

徵看，主要反映了中國北方尤其是北京的社會生活和文化背景。 

文化知識本應多多益善，但對學習者來說毫無邊際地學習文化知識是不可能的，

而且也是沒有效率的。所以，我們要有選擇地導入文化要素。在外語教學中文化要素

的導入要有原則，關鍵是要選擇跟語言交際有直接關聯的，而且能為語言學習和交際

目的服務的文化要素。《朴通事》主要以高麗（朝鮮）商人赴華經商為選材標準，其

內容的編寫反映了十分明確的交際功能，同時給學習者提供了與交際功能或交際場景

相配合的語言材料和文化背景知識。《朴通事》的編寫以一則獨立的故事為單位，共

收取 106 則主題豐富、內容多樣的故事，如賞花筵席、開詔差使、雨後築牆、挑腳關

米、太醫治瘡、買段子、打刀子、夏秋季節民間遊戲、鑲金帶、當錢、洗馬喂馬、下

棋賭羊、仲秋賞月、午門觀操馬、買典皮、李小兒賴債、和尚偷媳婦、灸治痢疾、猜

謎語、獸醫治馬等等。通過這些故事，體現了飲食、服飾、旅行、生產、醫療、娛樂、

住宿、飲食、買賣、人情世故、社會風俗等當地的風土人情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從而使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自然而然地掌握了與特定場景配套的交際功能。因此，

《朴通事》的語料體現了功能和文化高度的結合。從結構、功能、文化相結合的角度

看，《朴通事》的編寫可謂以功能和文化有機結合為最為突出的特點。 

四、重視實用性、針對性、知識性原則 

要想探索《朴通事》編寫方面的特點，就需要從教材編寫原則的科學性、針對性、

實用性、趣味性、系統性、知識性六種要素的體現情況上進行考查。《朴通事》是以

在中國經商的高麗人（朝鮮人）為讀者編寫的，實際上可以看成是一種商務漢語教材，

它作為一種特殊目的漢語教材，更要重視交際功能，自然也要有很強的實用性、針對

性和知識性。 

這些要素在編寫工作中一般不是單獨運用的，而往往要同時、多重體現和運用。

《朴通事》行文的編寫往往呈現實用性、針對性和知識性的結合，在一般情況下，實

用性和針對性的結合是很常見的。根據實用性原則，提供的語料要儘量滿足學習者的

交際需要，語言材料要真實、自然。根據針對性原則，要最大程度地考慮學習者的學

習動機和學習目的，滿足各種具體的需要。因此要儘量提供跟語言配套的語言環境或

場景。例如： 

[育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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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怕産後風感冒。 

說與伱姐姐，好生小心著，休喫酸甜醒葷等物，只著些好醬瓜兒就飯喫。滿月過

了時喫的不妨事。 

滿月日老娘來，著孩兒盆子水裏放著。親戚們那水裏，金銀珠子之類，各自丟入

去。纔只洗了孩兒，剃了頭，把孩兒上搖車。買將車子來，底下鋪蒲席，又鋪氊子，

上頭鋪兩三個褯子，著孩兒臥著，上頭蓋著他衣裳，著繃子絟了，把溺胡蘆正著那窟

籠裏放了，把尿盆放在底下，見孩兒啼哭時，把搖車搖一搖便住了。做滿月，老娘上

賞銀子、段匹。百歲日又做筵席，親戚們都來慶。把孩兒又剃了頭，頂上灸。那一日，

老娘上又賞。(第 29則)  

[書信禮節] 

這幾日我家裏有人去，先生伱寫與我書，稍的去。 

我寫了也。伱聴我念。 

愚男山童，頓首拜上父親母親尊侍前: 

玉體安樂好麽？孩兒在都，托著爺娘福蔭裏，身己安樂，不須憂念。孩兒自拜別

之後，想念之心無日有忘。前者姐夫去時，稍一箇水褐段匹，與父親用來，之後，未

見回書，不知得否？有人來時，望稍書來著。孩兒今將金色茶褐段子一箇，藍長綾一

箇，各俱壹裏，與兄弟佛童將去，父親母親穿用。孩兒這裏所幹已成完備，得了照會，

待兩箇月，衣錦還鄕，喜面相參，孝順父母，光顯門閭，只此已外，別無所懷。如書

到日，勝如見面。比及孩兒相會，善保尊顔。 

不宣。 

某年秋季月十有五日，愚男山童頓首百拜。(第84則) 

[啟事] 

今日早起，我別處望相識去來，門前絟著帶鞍的白馬來，不知怎生走了，不知去

向。伱寫與我告子，各處橋上角頭們貼去。又雇一箇小廝，與他二兩告子錢，著他沿

街呌。 

這告子寫了也。 

幾年月日，走失了甚色馬，牙幾歲，有甚暗記沒印。報信的三兩，收討的六兩。 

著他將的去，得了馬時，與他一半兒錢贖將來。(第 105則)  

以上幾例介紹中國社會的風俗習慣、社會生活方式或禮節等。適應他國的社會生

活環境不只是克服語言的障礙，還要彌補社會經驗的差距。即使沒有語言障礙，同樣

也要面臨這些文化要素空缺或不足的困境。這些文化要素的介紹幫助要適應異文化社

會生活、進行跨文化交際的學習者瞭解要做什麼和怎麼做，無疑對學習者具有非常大

的實用性和針對性。下面是社會稱謂方面的例子。  

[稱謂] 

舎人敢不識好物麽。道地的好胷背(第 38則) 

張舎，伱來。咱這官人要打一副刀子，好生細詳，這五件兒刀子，伱用心下功夫

打。(第 7則) 

別處一箇官人娶娘子，今日做筵席。(第 22則) 

罷麽，相公，饒他麽。大人不見小人過。(第 41則) 

一箇太醫看我，小肚皮上使一針，腳內踝上灸了三壯艾來。(第 18則) 

太醫哥，伱敎與我這好法兒。(第 5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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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謂是跨文化交際當中較大的難點之一，上面幾個例句是包含一些比較特殊的社

會稱謂語的句子。這些稱謂語本來的意思跟實際在社會裡流行的含義有較大的距離。

“舍人”本為官名，但它也可用來稱呼買賣人。這是一種平民化的稱謂語，“張舍”

的“舍”是“舍人” 的簡稱。“官人”最初的意義指做官的人，官吏。這裡的官人指

一個有錢的富家公子。“相公”古代稱宰相，宋元時降用為對一般官吏以及普通男子

的敬稱。“太醫”是古代宮廷中掌管醫藥的官員。宋元以後用為對一般醫生的敬稱

（參看畢小紅，2009）。稱謂語的教學也帶有高度的實用性和針對性。 

教材編寫的知識性指的是圍繞學習者的交際任務保持較大的信息量。這些信息要

有文化內涵，滿足學習者瞭解中國文化的需要，但這並不意味著漫無邊際的介紹文化

知識，始終要遵守“服務於語言教學和跨文化交際的文化教學”的原則。這就需要包

含目的語使用者日常生活的常識，還要增加必要的社會知識。例如： 

[參加宗教活動] 

咱兌付些盤纏，南海普陀落伽山裏，參見觀音菩薩真像去來。這菩薩真乃奇哉，

理圓四德，智滿十身。灑悲雨於遐方，扇慈風於刹土。座飾芙蓉，湛南海澄淸之水，

身嚴瓔珞，居普陁空翠之山。或作童男，或作童女，或現質梵王帝釋，或分身居士宰

官。以聲察聲，拯悲酸於六道，隨相現相，救苦惱於三塗。起浮屠於泗水之間，結草

廬於香山之上，執楊柳於掌內，拂病體於輕安，傾甘露於甁中，濟險途於飢渴。面圓

璧月，身瑩瓊瓌，齒排柯雪，眉秀垂楊。由是威神莫測，聖德難思。故得人天之喜躍，

鬼神之歡欣，萬民無搔擾之憂，百姓有安祥之慶。若人有難，念菩薩名，速詣其處，

救衆生難，尋聲救苦，應念除災。如是菩薩，不可不參。咱這衆生知不知作一切罪障，

有千有萬，咱也到佛所，誠心懺悔，後不復作。咱如今身己安樂時節，不修 善時，如

同禽獸之類。一針投海底，尙有可得日，一失人身後，萬劫再逢難。(第 51則) 

[地理介紹] 

北亰外羅城，有九座門。南有正陽門、宣武門、崇文門，東有朝陽門、東直門，

北有安㝎門、德勝門，西有阜城門、西直門。這門裡頭，舊名正陽是午門，宣武是順

城門，崇文是合噠門，朝陽是齊華門，阜城是平則門。(第 101則) 

[講述歷史] 

伱這東國歷代幾年？當初怎生建國來？ 

咱本國是太祖姓王諱建，表德若天。年二十歲時分，唐昭宗乾寧三年，上泰封王

弓裔手下，做了鐵原亰太守。每番有大功勞，陞做水軍將軍、波珍餐侍中。 

恰說的是甚麽官職？ 

侍中是這裡丞相一般。那時節，弓裔無道，靡所不爲。梁貞明四年三月裡，將軍

裴玄慶、洪儒、卜智謙、申崇謙等四箇人，到太祖宅裡啇量道：“弓王如此無道，怎

受他苦？咱衆人們特來告報，願主公用心救百姓受苦。”太祖不准的其間，娘子柳氏

岀來說道：“憑著大體例，征伐無道，自古有之。咱婦人家也聴的這衆人之言，心裡

疼殺，更是男子漢家怕甚麽？”道罷，擡岀金甲來，穿與太祖身上。衆將軍們扶侍上

馬，著一箇人前行，曉諭衆百姓們道：“王公已擧義兵了也！”百姓們聴的歡喜無盡，

擂鼓打鑼，先到宮門前等的萬千人。弓王攪撒了，穿著下次人的衣服，逃走在山裏，

後頭打圍的人們撞著射殺，便那一日卽位布政殿，國號髙麗，第二年移都松嶽郡，便

是如今王亰城子。 

咳，美哉！張編修有此好文官。古人道：“君子不岀戶而知天下。”信然。 

安置，韓先生。咱去也 

何須謙讓，不當家，喫些淡茶去不妨。先生且坐一坐。保童，疾快將茶來。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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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甚麽鄕産與先生，這的髙麗筆墨和二十張大紙將去，人事與相識弟兄。 

多謝。正是難得之物。咱秀才家正是所用之物。 

這的便是古人有言：“賣劒賣與烈士，臙粉贈與佳人。”(第 106則) 

[農耕] 

種甚麽菜來？ 

蘿蔔、蔓菁、萵苣、葵菜、白菜、赤根菜、園荽、蓼子、蔥、蒜、薤、荊芥、薄

荷、茼蒿、水蘿蔔、胡蘿蔔、芋頭、紫蘇都種來。紫蘇這廝好喫，把那葉兒摘了，著

針線串上，吊在一壁廂，一冬裏熬喫好。水芹田也修理的好著。呌將翠兒、春喜來，

拔野菜去。拔將小蒜、田菁、薺菜、芢荇，都拔將來，把芢荇來煮喫。那廝，伱西園

裏種些冬瓜、西瓜、甜瓜、揷葫、稍瓜、黃瓜、茄子。著那丫頭菜市裏買將些山菜來。

買些拳頭菜、貫衆菜、搖頭菜、蒼朮菜來，我們大家嘗新。那廝，把菜園修理的好著，

休嫌生受。古人道：“無功食祿，寢食不安”。 (第 58則) 

[飲食] 

外手一遭兒十六楪，菜蔬；第二遭十六楪，榛子、松子、乾葡萄、栗子、龍眼、

核桃、荔子；第三遭十六楪，柑子、石榴、香水梨、櫻桃、杏子、蘋蔢果、玉黃子、

虎剌賓；當中間裡，放象生纏糖，或是獅仙糖；前面一遭，燒鵝、白煠鷄、川炒豬肉、

㸇鴿子彈、熝爛䠙蹄、蒸鮮魚、焩牛肉、炮炒豬肚。席面上，寶粧髙頂揷花。著張三

去，呌敎坊司十數箇樂工和做院本諸般雜技的來。那氷盤上放一塊氷，杏兒、櫻桃諸

般鮮果，浸在氷盤裏好生好看。 (第 1則) 

以上幾例介紹了宗教、地理、歷史、農耕等方面的文化知識或相關活動的具體信

息，所承載的信息量非常大。如果只考慮某個具體的活動需要，可以認為介紹的知識

或信息過多，但在對感性認識的機會極其有限而且缺乏工具書的時代裡，這樣大量補

充相關知識和信息，也有建立資料庫的意義。人們在不同的環境當中要熟悉的東西非

常多。因為自己成長的過程中獲得的知識和養成的習慣不同，以前舊環境所習得的不

一定是能夠適用於新環境的。所以，在對方的社會裡被認為極其簡單的事情對自己來

說可能是全新的或是非常陌生的。《朴通事》處處為不熟悉中國文化的學習者著想，

盡可能地收錄相關材料，這也讓《朴通事》具有了百科全書的價值，為學習者提供了

豐富的文化知識和與之相配的語言材料。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原則體現在了具體行文的

方方面面，《朴通事》詳盡地羅列了中國的事物名稱，細緻地形容了事物的形狀或性

質，有順序地描寫了辦理日常事務的具體流程。幫助學習者獲得了間接的感性認識，

使學習者對沒有接觸過的事物或者沒有經歷過的事情有了較為詳細的認識，做好事前

的交際心理準備。在此所提的知識性意味著這幾則故事中突出的屬性，實際上，這些

故事都是遵循複合性原則的。 

趣味性指的是語料反映的現實生活內容應符合學習者想要瞭解中國的這一興趣。

增加趣味性並不是為了使內容有趣而特意地尋找樂趣，也不是過度的稚化，而是要結

合交際需要和目的而考慮趣味性，使學習內容更生動易懂。《朴通事》主要呈現了實

用性、針對性和知識性三者的結合，但不少故事也不乏趣味性。例如： 

[民間遊戲] 

如今這七月立了秋，祭了社神，正是放空中的時節。八月裏卻放鶴兒。有幾等鶴

兒： 鵝老翅鶴兒、鮎魚鶴兒、八角鶴兒、月樣鶴兒、人樣鶴兒、四方鶴兒----有六、

七等鶴兒。八月秋風急，五六十托麤麻線也放不勾。九月裏打擡，耍鵪鶉，鬪促織兒，

十月裏騎竹馬，一冬裏踢建子。開春時，打毬兒，或是博錢拿錢。一夏裏藏藏昧昧。 

(第 8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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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棋] 

今日下雨，正好下碁。咱們下一局賭輸贏如何？ 

伱那裏贏的我？ 

要甚麽合口？眼下交手便見輸贏。 

伱一般淺見薄識的人，那裏抵當的我？咱賭甚麽？ 

咱賭一箇羊著。 

這們時，有一箇輸了的便賽殺。 

可知, 便賽。 

伱饒四著時纔好。 

硬道是著麽？ 

我饒四著。 

咱停下。 

罷，罷。來拈子爲㝎。 

這一著好利害。殺一殺，入一入，趕一趕，扭將去打劫。 

我輸了這劫時遲了，這箇馬下了時好。 

咳，這官人好尋思，計量大。 

伱的殺子多，沒眼碁。 

咱擺著看。 

我不說停下來？伱說饒我四著。我卻怎麽贏了這三十路碁？ 

來麽, 兄弟。常言道：“髙碁輸頭盤。”（第 12則） 

[男女調情] 

姐姐，我看上伱，飯也好生喫不得。常言道：“男兒無婦財無主，婦人無夫身無

主。”怎㓦劃我這一場愁？ 

咳，伱說甚麽話！我夫主知道時了不得。再來休說這般不曉事的話。 

咳，姐姐，我不想伱這般煩惱。不妨事。古人道：“隔簾聽笑語，燈下看佳人。”

氣殺我也。姐姐，伱再尋思我這秋月紗窓一片心。只滅了我這心頭火，強如良藥治病。 

怕沒治病的心那？只怕同房人攪撒了，又怕窓孔裏偸眼兒看。 

那的有法度。推岀後去的一般岀來時，怕甚麽？ 

伱且休忙休心焦。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兩心相照亦不難。（第 49

則） 

上面三則故事是以民間遊戲、下圍棋、男女調情為題材的，都有一定的趣味性。

第 8 則故事介紹了一年中不同月份裡的各種民間遊戲，第 12 則介紹了兩個人下圍棋打

賭時的對話，包含各種互相逗引的戲言，第三則是一個男子引誘有夫之婦的故事。通

過這些趣味性的故事，可以看出《朴通事》在真實的語料的基礎上，保持了雅俗共賞

的態度。 

《朴通事》在功能和文化的結合上相當成功，但是，在結構上並沒有相應的體現。

這跟當時的語言觀念有關係，對結構的注意是在語法的概念出現之後產生的。所以，

當時在只有“文理”概念的情況下，談不上對結構的注意，因此，編寫原則當中的科

學性、系統性也是難以體現的。在科學性和系統性方面，後來韓文字母創制以後，採

取了兩種措施，一是給漢字注音，一是給漢語句子添加了韓文對譯。 

  

6



 

五、結論 

《朴通事》是為在中國經商的高麗（朝鮮）人編寫的商務漢語教材，是一種特殊

目的的教材。通過對《朴通事》編寫內容進行探索和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其成書目

的非常明確，） 高麗、朝鮮的先人已經認識到了外語學習和文化學習緊密聯繫的意義

及重要性，還看到他們從事外語教材編寫工作的嚴謹的態度。不但在內容選擇上考慮

到當時中國社會和文化的方方面面，而且突出體現了以商務為目的的跨文化交際的功

能，進而精心做到了功能和文化的結合。《朴通事》在編寫過程中，處處為學習者著

想，充分地體現了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原則。實用性、針對性、知識性、趣味性的展現

得淋漓盡致。這對當今我們漢語教學和漢語教材編寫工作具有積極的指導意義與借鑒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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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話語角度看韓國漢語兒童教材—以口語教材為主 

金美順 

韓國外國語大學副教授 

enuf88@naver.com 

摘要 

本文旨在針對韓國漢語兒童會話教材進行分析，從話語角度探討在編寫上的若干

問題，以期對教材編寫以及改進上有一定的借鑒作用，能設計出更優質的兒童漢語教

材。隨著韓國漢語學習者的低齡化，韓國出版業界爭著出版針對兒童的漢語教材，如

今已出版了高達九十五種教材，其卷數將近四百二十六本。在出版量如此劇增的這個

節骨眼上，需要檢討這些兒童漢語教材在編寫方式以及內容上，是否適合兒童學習。

因此本文以在韓國廣泛使用的五套韓國漢語兒童會話教材為研究對象，根據教材編寫

原則以及語用原則，考察其編寫方式以及內容，而提出普遍存現的一些問題，最後提

出一些建議。  

毋庸置疑，教材能决定漢語教學的成敗。為了撰寫如此重要的一本好教材，需要

考慮很多因素。其中，學習者的年齡是務必考慮的重要因素。本文認為針對兒童的漢

語教材和成人教材相比，最大的不同點在於需要兼顧漢語教學和人性教育。 

首先，談漢語教學上的針對性。小孩子和成人的生活环境截然不同。因此從話語

的角度來看，小孩子接觸的語境、討論的話題、使用的詞彙和句子、交談的過程幾乎

都不同於成人。但研究結果顯示：韓國漢語兒童教材在語境的設定、話題和詞彙的選

擇、課文的撰寫、練習的設計方面缺乏針對性。 

再來，談人性教育。兒童正處於成長時期，人格形成的重要時機。因此在進行漢

語教學之際，同時也要进行人性教育。為了兼顧人性教育，在語境的設定或課文的編

寫上，應慎重考慮禮貌原則，盡量避免較敏感的話題，如：問答父母的職業。但研究

結果顯示：韓國漢語兒童教材忽略了人性教育。 

根據第二語言習得理論，四到十歲是開始學習第二語言的最佳年齡。希望本文的

研究成果提供一些理論根據，教材編者去粗取精，編出更有針對性的漢語兒童教材，

讓小孩子更有效率的學習漢語，順利掌握漢語交際能力。 

關鍵字： 漢語教材、韓國漢語兒童教材、教材編寫、教材分析、針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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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跨國銜轉孩子的華語習得困境與挑戰 

鍾鎮城1、林文韵、謝奇懿 

摘要 

關於台灣的跨國銜轉孩子，在操作型定義上所指的是:「曾於國外非台灣國教體制接

受一定期限教育之學童，或是曾數次銜轉於台灣國教及其他教育體制之學童。」目前，

在人數上雖未有全國性的正式統計資料，但從通訊作者這幾年的追蹤調查已經發現，大

部分三年級以後才銜轉至台灣國教體制的孩子，至少需要花費2至3年的華語學習時數，

方得以達到 Cummins (2001)所謂的學習環境賴以生存的基本人際溝通能力 (Basic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ve Skills)；然而，更為艱困的是，在習得華語基本能力的同時，

他們還須習得如何透過華語，以學習專業知識等更進階的學科內容。 

此研究為一進行中的多年期研究，以台灣各地已簽署同意函之國中小為研究場域，

研究目的在於透過個案比較研究，追蹤各類跨國銜轉孩子的原先轉出國及過去之語言背

景與發展特性，以建立對個案國中小教育生態及教學模式的理解，以及銜轉時適用的系

統模式。研究團隊以教學日誌、訪談、官方文件、背景資料調查等作為資料蒐集的主要

來源；資料分析之方式則包含質性資料文字語意編碼，以及官方文件與調查之量化資料

敘述統計分析。 

目前研究發現，台灣國教體制面對跨國銜轉孩子議題，存在五種因地或因校而異的

處理策略，分別是: 1.語文教育專班、2.降轉、3.資源班、4.漠視、5.支援人力(含志工、

代課(理)教師、替代役、實習教師)。以上五種策略所涉及的基本模式概念，可被進階歸

類為華語抽離(pull-out)、融入(push-in)，或是同時混合(hybrid)抽離與融入等三種。然而，

最大的困境在於國教體制教師缺乏對於跨國銜轉孩子 3-5年以上的多年期學習資源，以

及需要更多的華語教學專業支持。甚且，在學術基礎研究上亦遭遇一定程度之挑戰，主

因在於國內外華語教學領域對於跨國銜轉學生的基礎研究尚待開展，就以台灣華語教學

領域而言，亦缺乏針對國教體制華語學習者之研究；因此，若期待華語教學領域迅速回

應此一台灣及國際社會議題，近期，可能需要更多研究團隊同時投入參與，方可在短時

間取得一定成果! 

關鍵字: 跨國銜轉、華語、基本人際溝通能力、降轉、抽離、融入 

                                                      
1鍾鎮城（通訊作者，ｅｍａｉｌ：ｅｗｕｃｈｕｎ＠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與謝奇懿為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副教授、林文韵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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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evance of Cultural Intelligence to TCSL teacher 

training 

Felicia Zhang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Master Program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Feliciazhang8381@gmail.com 

Abstract 
Recent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CSL) teachers 

in Taiwan limit students' learning by the way in which they control the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thus limit student  autonomy (張箴, 2016). At the same time, the training of TCSL 

teachers to motivate students and exercise cultural intelligence have also been recognized by 

many studies. Therefore, before designing a cross-cultural training program, the first order of 

business is then to understand what aspect(s) of cultural intelligence are greatly affected by 

teacher trainees’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suggest that trainee 

teachers’ age and access to contact with foreign nationals were the mos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variables affecting trainee teachers’ execution of cultural intelligence in real life. 

Key words: motivational strategies, TCSL, autonomy, cultural intelligence, cross-

cultural training, correlation study 
 

1. Origin of the research 

In 2015, 張箴 (2017) conducted a small scale research on what motivational strategies 

pre-service teachers thought they would use in teaching TCSL student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is group of pre-service TCSL teachers felt that “Promote learner autonomy” strategy 

occupied only the 6th rank out of 10 possible rankings whereas the “increase learners’ goal 

orientedness” strategy was given the 8th position. This finding was confirmed by 張郁盈 

(2016) who also compared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eachers’ perceived and actual 

use of motivational strategies in the TCSL classroom. Analysis of data collected in her study 

also showed that, most TCSL teachers tended not to agree nor use active motivational 

strategies that promote students’ autonomy. Another study conducted by 許 飛 揚 (2016) on 

teacher feedback behavior also confirmed the findings of above studies that in class teachers 

tended to direct most activities and there was a lack of student to student and/or group 

activities. 

2. Purpose of research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ossibility of changing TCSL teachers’ from controlling style 

teachers to autonomy supporting teachers and improve their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However, first of all, a brief literature review of TCSL research would be conducted to 

demonstrate the urgent need for cross-cultural training. 

2.1 Research from the teaching perspective 

李曉萱 (2001) conducted a study which investigated what constitute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bility. She found that TCSL teachers felt that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ethods 

should be student centered; and the content should be connected with the daily experiences of 

students. They also felt that they should understand foreign students’ ‘cross cultural’ thinking 

in order to find the best and most suitable teaching methods for the students. Using literature 

content analysis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楊斐棋 (2006) interviewed 9 experienced 

TCSL teachers to ascertain what constituted the professional nature of TCSL teaching.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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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d teachers also felt that further studies in the field of TCSL was necessary to 

become a TCSL teacher with a global outlook. In the work of 蔡喬育 (2008)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questionnaire responses revealed that for example, TCSL teachers’ fluency in a 

foreign language (in this case English) correlated positively with the teachers’ TCSL skill and 

knowledge and their teaching effectiveness; being to cope with a diverse student body 

correlates with higher TCSL teacher’s professional skill, knowledge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徐彩華、程偉民  (2007) found that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 

influencing learning success is a teacher’s self-efficacy of his/her own teaching ability. Self-

efficacy was defined as a teacher’s own feelings and opinions about whether their own 

teaching can successfully influence L2 students and complete the task of teaching. 

2.2. Research from L2 student perspective 

A small number of research have been conducted on the needs of zero beginning learners 

of Mandarin Chinese in a TCSL classroom (王學松, 2008; 黃光頁, 2014) recently thus 

providing a student perspective. Conclusions obtained by 黃光頁 (2014) suggest that: from 

the foreign TCSL student perspective, the two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TCSL 

teachers are teaching ability and cross cultural competence especially for zero beginners. In 

2008, American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8 week Princeton in Beijing (PiB) program at th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felt that the ability of the TCSL teacher to speak fluent English 

was helpful in explaining difficult language points using translation. An understanding of 

American culture and social conditions would improve communication between students and 

teachers. 

Thirdly, familiarity with American students’ learning habits would be helpful in avoiding 

cultural misunderstandings with students. (王學松，2008). In summary, research findings 

from both the teaching 

and L2 students’ perspectives suggest that self-efficacy and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should be two of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 traits possessed by good TCSL teachers. How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is defined and operationalized in this study will be dealt with in 

the next section. 

3. Measuring Cultural Intelligence (CQ) 
As conceptualized by Ang, Van Dyne and Koh.(2006; 2007) , CQ is a construct with four 

dimensions: metacognitive, cognitive, motivational, and behavioral. Metacognitive CQ is the 

person’s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awareness of cultural cues during interactions with people 

from other cultural backgrounds. People with metacognitive CQ consciously question their 

own cultural assumptions, reflect on these assumptions, and then develop cultural knowledge 

and skills during interactions with people from other cultures (S Ang & Van Dyne, 2008). 

Cognitive CQ is a competence based on the knowledge of norms, practices, and conventions 

used in different cultural settings, acquired through education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Ang et 

al., 2007; Van Dyne, Ang, & Koh, 2008). Motivational CQ represents a capability to direct 

attention and energy toward learning about and functioning in situations characterized by 

cultural differences. People with high motivational CQ have an intrinsic interest in cross-

cultural situations and are confident of their personal cross-cultural effectiveness (Ang et al., 

2007). A high score on the motivational CQ dimension also reflects a high level of self-

efficacy (Ng & Earley, 2006). Finally, behavioral CQ refers to the capability to exhibit 

appropriate verbal and nonverbal behavior when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Ang et al., 2006). People with high behavioral CQ behave appropriately in cross-

cultural settings because of their good verbal and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capabilities. 

4.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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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Sample 

Data for this study was obtained from a Cultural Intelligence Questions (CQS) online 

survey filled in by 91 TCSL teachers in Taiwan. The descriptive characteristics in Table 1 

show that the sample consists of 

81.3 percent female respondents and 18.7 percent male respondents. 50.5% of the 

respondents belonged to the 18-29 years old group, with 33%, 12.1 and 4.4% of respondents 

belonging to the 30-44, 45-60 and over 60 years old groups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78 

percent of the respondents have completed High School or vocational education, 13.2 percent 

a Bachelor degree, and 8.8 percent is pursuing or has a Master degree. In terms of time spent 

abroad, 38.5 percent have spent less than 3 months, 9.9 percent have spent between 3-6 

months, 6.6 percent have spent between 6-12 months, and 19.8 percent have spent between 1-

3 years, 8.8 percent between 3-5 years, and 16.5 percent more than 5 years abroad. Finally, 

45.1 percent of the respondents often or all the time interact with people from another culture. 

Table 1. Sample characteristics 
External Variables number Percen 

Gender (male/female) 17/74 18.7/81.3 

Age groups 

18-29 years old 46 50.5 

30-44 years old 30 33.0 

45-60 years old 11 12.1 

>60 years old 4 4.4 

Higher Education Levels 

High School/Vocational 
Education 

71 78 

Bachelor 12 13.2 

Master/MBA 8 8.8 

Time Abroad 

Less than 3 months 35 38.5 

3-6 months 9 9.9 

6-12 months 6 6.6 

1-3 years 18 19.8 

3-5 years 8 8.8 

More than 5 years 15 16.5 

Contact frequency 

Seldom 23 25.3 

Occasionally 27 29.7 

Often 23 25.3 

All the time 18 19.8 

4.2 Questionnaire design and measures 

The survey instrument consisted of four parts. To assess CQ, the second part contains 

Ang et al.’s CQS (2007). The first part of the instrument featured the demographic items: 

gender (female, male); age groups (between 18 and 29, between 30 and 44, between 45 and 

60, and more than 60 years old); education (High School/vocational education, Bachelor, 

Master/MBA, and PhD); time spent abroad which uses six categories (less than 3 months, 3–6 

months, 6–12 months, 1–3 years, 3–5 years, and more than 5 years); and contact frequency, 

using the categories “seldom,” “occasionally,” “often,” and “all the time.” The CQS consists 

of 20 items, covering the four dimensions of CQ: 4 metacognitive CQ items, 6 cognitive CQ 

items, 5 motivational CQ items, and 5 behavioral CQ items. The CQS, developed by Ang et al. 

(2007), appears in Table 2. All CQS items were measured on the 5-point Likert-type scales, 

ranging from 1(strongly disagree) to 5 (strongly a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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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Data analysis 

First, an assessment of scale reliability using Cronbach’s α values was conducted. α 

values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0.70 suggest acceptable reliability (Nunnally & Bernstein, 

1994). Since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find out what demographic variables seem to 

influence the survey responses, t-test and ANOVA have been used to measu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variables such as gender, age, higher educational levels, time spent abroad and 

frequency of contact with the survey responses. 

5. Results 

5.1  Reliability 
Table 2: Reliability data of all items in the survey 

Groups of strategies 

1. Motivation strategies Cronbachα=.776 

Mean SD 

3.71  

(1) I enjoy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4.04 .829 

(2) I am confident that I can socialize with locals in a culture that is 

unfamiliar to me. 
3.54 .873 

(3) I am sure I can deal with the stresses of adjusting to a culture that is 

new to me. 3.66 .749 

(4) I enjoy living in cultures that are unfamiliar to me. 
3.56 .846 

(5) I am confident that I can get accustomed to the shopping conditions in a 

different culture. 3.75 .783 

2. Cognitive Strategies Cronbachα=.840 

Mean SD 

3.32  

6. I know the legal and economic systems of other countries. 
3.19 .893 

7. I know the rules (e.g. vocabulary, grammar) of other languages. 
3.52 .780 

8. I know the cultural values and religious beliefs of other cultures. 
3.60 .787 

9. I know the marriage systems of other cultures. 
3.23 .761 

10. I know the arts and crafts of other cultures. 
3.22 .772 

11. I know the rules for expressing non-verbal behaviors in other cultures. 
3.16 .671 

3. Metacognitive strategies Cronbachα=.848 

Mean SD 

3.873  

12. I am conscious of the cultural knowledge I use when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3.64 .707 

13. I adjust my cultural knowledge as I interact with people from a culture 

that is unfamiliar to me. 3.87 .542 

14. I am conscious of the cultural knowledge I apply to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s. 3.71 .671 

15. I check the accuracy of my cultural knowledge as I interact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3.68 .697 

13



 

 
4.Behavioural strategies Cronbachα=.759 

Mean SD 

3.64  

16. I change my verbal behavior (e.g. accent, tone) when a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requires it. 3.63 .839 

17. I use pause and silence differently to suit different cross-cultural 

situations. 3.51 .721 

18. I vary the rate of my speaking when a cross-cultural situation requires 

it. 3.71 .719 

19. I change my non-verbal behavior when a cross-cultural situation 

requires it. 3.69 .678 

20. I alter my facial expressions when a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requires 

it. 3.67 .761 

The Cronbach’s alpha for each of the four CQS dimensions was first computed. The 

Cronbach’s alpha coefficients are satisfactory, ranging from 0.848 for metacognitive CQ (MC) 

and .776 for motivational CQ (MOT), 0.759 for behavioral CQ (BEH) to 0.840 for cognitive 

CQ (COG). 

5.4 The effect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on survey responses 
5.4.1 Gender 

Table 3: Effect of Independent variable ‘gender’ on survey responses 

cqs Groups Means SD t df Sig. (2 tailed) 

q6 Female 3.08 
.856 

-2.418 89 .018 

Male 
3.65 .931 

-2.293 22.627 .032 

q8 Female 3.53 .726 -1.988 89 .050 

Male 
3.94 .966 

-1.663 20.340 .112 

q9 Female 3.15 ..696 -2.192 89 .031 

Male 
3.59 

939 -1.818 20.220 .084 

q10 Female 3.12 
.7.01 

-2.612 89 .011 

Male 
3.65 

.931 -2.188 20.363 .041 

q11 Female 3.08 
.614 

-2.560 89 .012 

Male 
3.53 

.800 -2.169 20.542 .042 

q12 Female 3.57 .643 -1.996 89 .049 

Male 
3.94 .899 

-1.620 19.916 .121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gender’ on the respondents’ responses, the t-test was us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with questions 6 and 8-12. Th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enders was with question item 6 (6. I know the legal 

and economic systems of other countries.) with p=.018, thus significant at a p<0.05 level. This 

can be interpreted as that male respondents tended to think that they know much more of the 

legal and economic systems of other countries than the female respondents with M=3.65 and 

M=3.08 respectively. Items 8-11 belonged to the category of cognitive strategies. In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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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s, males uniformly responded with a higher average score for each item than their female 

counterparts at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level (p<0.05). This can be interpreted as male 

respondents (n=17) felt more confident about their knowledge of foreign customs and cultures. 

Similarly, with item 12, ‘I am conscious of the cultural knowledge I use when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there is also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ean response of males (M=3.94) than females (M=3.57) at a p=0.049, i.e. 

p<0.05 level. Therefore, it seems that males felt that they tended to be conscious of the 

cultural knowledge they use when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with different culture backgrounds. 

5.4.2 Effect of other variables on the survey responses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Age’, ‘time spent abroad’, ‘Higher education levels’, and 

‘frequency of contact’ on the respondents’ responses, ANOVA with Scheffe Post Hoc test was 

used as each independent variable listed above consisted of more than 3 groups. 

5.4.2.1 Age 

Table 4: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Age groups’ and it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some questionnaire items. 

CQS Age 

groups 
N M SD Sources SS df MS F Post- 

Hoc 
test 

q2 (A) 46 3.35 .924 Betwee 
n 

Groups 

6.532 3 2.17 
7 

3.051*  

(B) 30 3.8 
7 

.776 Within 
Groups 

62.08 
3 

87 .714  B>A 

(C) 11 3.2 
7 

.647 Total 68.61 
5 

90    

(D) 4 4.0 
0 

.816       

q6 (A) 46 2.96 .918 Betwee 

n 

Groups 

6.752 3 2.25 
1 

3.009*  

(B) 30 3.5 
0 

.861 Within 
Groups 

65.07 
2 

87 .748  B>A 

(C) 11 3.0 
9 

.701 Total 71.82 
4 

90    

(D) 4 3.7 
5 

.500       

q12 (A) 46 3.43 .720 Betwee 
n 

Groups 

3.876 3 1.29 
2 

2.731*  

(B) 30 3.8 
7 

.681 Within 
Groups 

41.15 
7 

87 .473  B>A 

(C) 11 3.8 
2 

.603 Total 45.03 
3 

90    

(D) 4 3.7 
5 

.500       

q15 (A) 46 3.48 .722 Betwee 
n 

3.921 3 1.30 
7 

2.854*  

     Groups      

(B) 30 3.9 
0 

.662 Within 
Groups 

39.837 87 .458  B>A 

(C) 11 3.9 
1 

.539 Total 43.758 90    

(D) 4 3.7 
5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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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8 
(A) 46 3.48 .722 Between 

Groups 
6.161 3 2.05 

4 
4.422**  

(B) 30 4.0 
0 

.587 Within 
Groups 

40.410 87 .464  B>A 

(C) 11 3.7 
3 

.786 Total 46.571 90    

(D) 4 4.2 
5 

.500       

Key: A=18-29 years old; B=30-44 years old; C=45-60 years old; D=over 60 
*p<.05 **p<0.01 

For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Ag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for 

questions 2, 6, 12, 15 at p<0.05 level with 18 at p<0.01 level. The group means for these 

questions for respondents within the 18-29 years old group a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respondents within the 30-44 years old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Scheffe Post Hoc test 

conducted. This can be interpreted as respondents in the 30-44 years old group felt more 

confident socializing with locals in a culture that is unfamiliar to them. 

5.4.2.2 Highest Education levels 

For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Higher Education Level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for question 8 and 17 (see Table 5). For question 8: “I know the 

cultural values and religious beliefs of other cultures”,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with different Higher Education levels as determined by one-way 

ANOVA (F (2, 88) =4.492, p <0.05). The group mean for this question for respondents within 

the High school or vocational education group (M=3.48)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respondents within the Bachelor or Master groups (M=4.00, SD=.603; M=4.13, SD=.641) 

according to the Scheffe Post Hoc test conducted. This can be interpreted as respondents in 

the Bachelor and Master groups thought that they know the cultural values and religious 

beliefs of other cultures better. 

 

Table 5: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Higher Education Levels’ and it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some questionnaire items. 

 
CQS Highest 

education 

Levels 

N M SD Source SS df MS F Post 

Hoc 

Test 

q8 A 71 3.48 .790 Between 

Groups 

5.16 

5 

2 2.5 

82 

4.492* C>A 

B 12 4.00 .603 Within 

Groups 

50.5 

93 

88 575  B>A 

C 8 4.13 .641 Total 55.7 

58 

90    

q17 A 71 3.38 .704 Between 

Groups 

5.14 

0 

2 2.5 

70 

5.435* 

* 

 

B 12 4.00 .603 Within 

Groups 

41.6 

07 

88 .47 

3 

 B>A 

 C 8 3.88 .641 Total 46.7 

47 

90    

Key: (A=) High school/vocational education; (B) =Bachelor (C) = Master 

*p<.05 **p<0.01 

For question 17, ‘ I use pause and silence differently to suit different cross-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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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ns’,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with different 

Higher Education levels as determined by one-way ANOVA (F (2, 88)=5.435 , p <0.01). The 

group mean for this question for respondents within the High school or vocational education 

group (M=3.38, SD=.641)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respondents within the Bachelor 

group (M=4.00, SD=.603) according to the Scheffe Post Hoc test conducted. This can be 

interpreted as respondents in the Bachelor group thought that they use pause and silence 

differently to suit different cross-cultural situations. 

5.4.2.3 Time spent abroad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length of time spent abroad, only with question 15, ‘I check the 

accuracy of my cultural knowledge as I interact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with different time spent abroad as 

determined by one-way ANOVA (F (5, 85)=2.546 , p<0.05) (Table 6). The group mean for 

this question for respondents within the 1-3 years group (M=3.39)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respondents within the 6-12 months group (M=3.67) according to the Scheffe Post Hoc 

test conducted. This can be interpreted as respondents who had spent 6-12 months abroad 

thought that they tended to check the accuracy of their cultural knowledge as they interact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more. 

 

Table 6: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Time spent abroad’ and it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some questionnaire items. 

 

CQS Time 

spent 

abroad 

N M SD Source SS df MS F Post H 

oc Tes 

t 

Q15 A 3 

5 

3.6 

3 

.64 

6 

Betwee 

n 

Groups 

5.701 5 1.140 2.546 

* 

 

B 9 3.6 

7 

.50 

0 

Within 

Groups 

38.05 

8 

8 

5 

.448   

C 6 3.6 

7 

.51 

6 

Total 43.75 

8 

9 

0 

   

D 1 

8 

3.3 

9 

.91 

6 

     D>C 

E 8 3.6 

3 

.74 

4 

      

 F 1 

5 

4.2 

0 

.41 

4 

      

Key: A=0-3 months; B=3-6 months; C=6-12 months; D=1-3 years; E=3.-6 years; F=over 6 

years. 

*p<.05 **p<0.01 

The data showed that only people who have spent 6-12 months abroad tended to check 

the accuracy of their cultural knowledge as they interact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Surprisingly people who had spent longer than 12 months abroad (1-3 years, 3-5 years and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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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ended to be less conscious of checking their own cultural knowledge when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This could be because during the first 6-12 months in a 

new culture, respondents were probably still in the frustration stage or the adjustment stage of 

culture shock and therefore would be more conscious of the need to fit in with local culture. 

Checking their own cultural knowledge would be a strategy to prevent them from any actions 

that might be interpreted as an offence by the local culture. 

5.4.2.4 Frequency of contac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as determined by one-way ANOVA for 

questions 2, 12, 14, 17 and 18 for the variable ‘Frequency of contact’. In all cases, the group 

means for these questions for respondents who ‘seldom’ has contact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a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respondents in the ‘all the time’ group 

according to the Scheffe Post Hoc test conducted. 

 

Table 7: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Frequency of contact’ and it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corresponding questionnaire items. 

 
CQS Contac 

t freq. 

N M SD Source SS d 

f 

MS F Post 

-Hoc 

test 

q2 A 
23 

3.22 1.043 Betwee 

n 

Groups 

10.4 

25 

3 3.47 

5 

5.196 

** 

 

B 27 3.30 .609 Within 

Groups 

58.1 

90 

87 .669   

C 23 3.70 .876 Total 68.6 

15 

90    

D 18 4.11 .676      D>A 

D>B 

q12 A 23 3.39 ..783 Betwee 

n 

Groups 

3.81 

9 

3 1.27 

3 

2.687 

* 

 

B 27 3.59 .636 Within 

Groups 

41.2 

14 

87 .474   

C 23 3.65 .714 Total 45.0 90    

      33     

D 18 4.00 .594      D>A 

q14 A 23 3.43 .662 Betwee 

n 

Groups 

4.70 

7 

3 1.56 

9 

3.806 

* 

 

B 27 3.67 .620 Within 

Groups 

35.8 

65 

87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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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3 3.74 .752 Total 40.5 

71 

90    

D 18 4.11 .471      D>A 

q17 A 23 3.30 .765 Betwee 

n 

Groups 

4.67 

6 

3 1.55 

9 

3.223 

* 

 

B 27 3.41 .747 Within 

Groups 

42.0 

72 

87 .484   

C 23 3.48 .593 Total 46.7 

47 

90    

D 18 3.94 .639      D>A 

q18 A 23 3.43 .662 Betwee 

n 

Groups 

6.10 

0 

3 2.03 

3 

4.371 

** 

 

B 27 3.78 .698 Within 

Groups 

40.4 

71 

87 .465   

C 23 3.57 .728 Total 46.5 

71 

90    

D 18 4.17 .618      D>A 

D>C 

Key: A=seldom; B=Occasionally; C=Often; D=All the time 
*p<.05 **p<0.01 

6. Conclusions and discussion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indicate that ‘age’ and ‘frequency of contact’ seemed to 

exert the biggest influence on TCSL teachers’ Cultural intelligence. The sharp contrast 

between the responses of the 30-44 and the 18-29 years old group was expected because 

attitudes of the respondents in the older group might have been helped with their participation 

in self-education courses such as TCSL training courses. It is likely that they might have had 

taught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longer (a factor that was not explored in this study). This 

was confirmed by the findings in the effect of ‘Higher Educational Levels’ on C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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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dents with educational level of Bachelor or Master tended to know the customs 

and religious beliefs of different cultures better and know how to deliberately use pauses and 

silences when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This finding further confirms 

findings reported in the literature review section, either from the teaching or the student 

perspective, that training on cross-cultural issues would be highly beneficial for TCSL 

teachers. In terms of frequency of contacts, the more contacts TCSL teachers have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the more they thought they would know how to behave 

appropriately. 

Findings of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1) increasing the frequency of contacts with foreign 

TCSL students would benefit trainee TCSL teachers (2) Cross-cultural training is a necessity 

not an add on in any TCSL teacher training. However, in what form should this training be? I 

would suggest that rather than focusing on behavioral aspects of motivation or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TCSL trainee teachers need to experience how it feels to be involved in different 

power relationships. This kind of training will be fundamental to TCSL teachers who wish to 

work in Western countries, as they must develop a high culture intelligence in order to adjust 

their teaching style to different cultural norms expected of them in a new culture. Adjustment 

of this sort requires not on behavioral issues alone but requires an adjustment of one’s belief 

of what a TCSL teacher shoul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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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Multimedia materials provide an effective and affective language learning tool and 

environment that permit students to access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its multiple levels of rich 

culture as practiced in the real world.  Easily available online videos depict authentic socio-

cultural and social-linguistic phenomena encountered in daily life. This paper intends to discuss 

the methodology of adapting multimedia texts for Chinese courses through three steps—

exposure, engagement, and exploration, by addressing the potential pedagogical impact of 

authentic multimedia materials, criteria of adaptation, and methods of implementation.  

Presently most learners at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are born after 1990, in a 

generation habituated to online and other digital activities.  As second nature, students are 

accustomed to learning tasks and activities that apply dual coding of information, namely visual 

and auditory.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adapted from authentic multimedia support multiple layers 

of learning input that may stimulate an individual’s ability to process the language and thus 

enhance their learning capacity. Language learners may gain skills to actively select information 

embedded in the language, synthesize, and organize it into coherent discourse in spoken and 

written forms, and consequently, maximize their capacity for language acquisition. Through this 

engagement in rich auditory and visual stimulation, and meaningfully communicative practice, 

students’ efficacy in learning practical skills is enhanced. 

Videos are an ideal choice of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for language learning as demonstrated 

below.   

Exposure 
Oliver and Herrington (2001) suggested that multimedia resources “should serve to enhance 

the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provide a focus for students to actively engage with the content.” The 

variety of resources available online provide enormous amounts of materials in target languages 

which expose learners to real-life language and culture ranging from current transnational events 

to daily phenomena that can be traced back to origins in local tradi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Themes and topics related to people, their lives, or how and why they behave in a certain manner 

may serve as great initiative to probe for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addition to structured classroom learning from instructors and peers, videos expose learners to 

native speakers of different ages, genders, and backgrounds, with various dialect-affected 

accents. The subtle nuances found in paralinguistic elements such as intonation, gesture, facial 

expression and body language, also empower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a more socio-culturally 

appropriate fashion. 

Engagement 
Mobile devices and computers have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life for present-day students. 

Language instruction need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is trait by integrating course materials and 

technology to engage students in an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Students may interpret any 

given video differently depending on their own personality, major, prior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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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or their linguistic and socio-cultural competence in the target language. As an 

individual, each student can find a niche in a certain aspect of a video text to share with other 

peers.  As a learning community, each one also has something personal or unique to contribute to 

the class.  The multiple layers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engage students in 

active and meaningful processing of the language. 

Exploration 
Through rich exposure and interactive engagement, students extend their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all aspects regarding people, events, 

and behaviors.  Individual exploration based on their own capacity, especially when incorporating 

collective discussions and exchange of ideas promotes diversity and appreciation of different 

opinions. 

Video Selection 
Professionally produced videos from various media sources are selected to reflect Chinese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es viewed through current or historical events, commentaries, or feature 

reports, from which an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beliefs, values, and traditions can be deduced. 

Speech by native speakers of different ages, genders, accents, and social backgrounds expose 

students to a wide range of linguistic aspects of the spoken language.   

Thematic Units 
For the third year course, Intermediate High Chinese, at Cornell University six themes have 

been selected for the fall semester of 2017.  The course material for each theme is based on a 

video clip which was produced by a Chinese source for native speakers to consume.  The titles 

for the six units are Chinese Dream, Moon Festival, Urban Management, The Four New 

Inventions, Non-cash Society, and Gaokao. Each unit contains four components: 1. a core video, 

2. a related supplementary video, 3. a thematically related video depicting foreigners proficient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4. a digital file of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developed for the core video.  

All three videos, from major or social media, are downloaded from the internet, converted to 

MP4 files, and then uploaded and posted on the course website. Students enrolled in the course 

can view the files on their own and at their own pace.  Classroom time is dedicated to answering 

questions, solving problems, exchanging ideas, and extended discussion.  In addition to the core 

video of the unit, the second video, which is on the same theme, contains even more voices, 

regions, and perspectives, and serves as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for extended viewing and 

deeper understanding.  The third video features a proficient foreigner sharing his/her experience 

and comment on the same theme in fluent Chinese. Students are thus inspired to reach a higher 

goal of language proficiency.   

Implementation 
The course design blends multimedia materials into a more traditional curricular design to 

improve learning efficiency.  Every day, prior to the class,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view the 

videos on their own, and in class 1. describe what they understand, 2. ask questions, 3. express 

their opinions, 4. share what they discovered, 5. compare that to what they knew before, 6. report 

their exchanges with native speakers, and 7. further explore the theme, based on their individual 

interests.    

Working as a facilitator, the teacher activates “talking points” of the unit and guides class 

discussion.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discuss the core video text by demonstrating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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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iarization with the new vocabulary. Examples using new vocabulary are solicited from 

students to check comprehension and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in real language.  By talking about 

the core video text and exchanging ideas, students relate their own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knowledge to the content of the thematic unit.  The conversation spirals around the video until 

most “hidden spots” of the core text are brought to clear understanding. These class activities are 

reinforced by online audio homework, which requires students to 1. rerecord part of the text, 2. 

answer comprehension questions, 3. comment on the text, 4. tell a story using assigned 

vocabulary and expressions from the unit, and 5. report on an interview with one or two native 

speakers about the topic. On the course website, the teacher grades the oral homework, and offers 

individual feedback.  Students are also encouraged to later go over the recording with the teacher 

individually.  

In addition to the thematic oral homework submitted online, an integrated written homework 

is assigned. Synthesizing all course materials, including the three videos, students’ oral 

presentations on the theme, national or international current events, or a movie assigned recently, 

the students are then asked to create an imaginary dialogue. They need to consider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choose the tone and content of the dialogue.  Here are some examples 

for instructions of this written homework:  

 

主題《中國夢》 

任務：2017年的你與 2027年的你談話 

規定：請先想像十年後的自己會是什麼樣的？生活？在哪兒？家人？朋友？心情？愛好？

金錢？幸福？家庭？對人生的態度等等，再根據這個想像的情況，跟現在的自己展開一場

對話。有問有答、一來一往作出深入、認真的討論。先簡單介紹自己十年後的情形，然後

進行對話。多使用本課的生詞、語法，八百字左右。 

 

主題《中秋節》 

任務：電影《中國合夥人》裡的三名好友最近到紐約市出差。這天上午開完了重要的業務

會議後就到附近的中國城吃午飯。看到路旁所有的商店、小攤都擺出了各色月餅，沒想到

原來是臨近中秋節了。 

規定：請根據你對這三人能力、學歷、經歷、背景、夢想、關係的認識，為他們設想出一

段對話。使用的本課生詞越多越好，多多益善。用作業專用紙，八百字左右，連同改正過

的 1B作業一起交。  

 

主題《新四大發明》 

任務：本視頻中訪問了許多中國人以及外國留學生。請在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各選出一位

安排一場談話會。 

規定：根據這二人的工作、身份、地位、個性等，利用本課內容，先說明出二人之間的關

係，設定談話的時間、地點、場景等後展開對話。 

主題《高考天問》 

任務：電影《青春派》裡的居然和黃晶晶二人最近上了電視節目《高考天問》與主持人鐘

山進行一場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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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請先設想好這二名年輕人的關係、熟識的程度，而後根據本視頻內容，加上你對鐘

山的認識、對高考的瞭解，利用本課生詞、四字詞、語法點為他們三人想像出一場訪談。 

 

In all, each thematic unit is completed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1. students’ viewing videos 

on their own, 2. class discussions on linguistic aspects and content, 3. weekly oral presentations, 

4. online recorded oral homework, 5. handwritten homework, and 6. a comprehensive written 

test, in which pinyin and characters are assessed discretely in an essay-like context whereas 

vocabulary, idioms, structures are assessed integratively in meaningful contexts. The test also 

includes true and false questions and short essay writing to test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Feedback from students 
After five units into the semester, an anonymously written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solicit 

feedback for the use of videos.   The results showed unanimous agreement on the benefits of 

using videos. Students agreed that hearing Chinese native speakers speak fluently with linguistic 

intricacies served as a wonderful model in developing their own fluency.  By just reading an 

article they would learn the content, but miss out on many of the paralinguistic aspects, such as 

gestures, intonations, varied accents, expressions, as well as the visual surroundings which 

provide a window into the Chinese way of life.  Stimulated routinely by the authentic audio and 

visual inputs from the videos, particularly being exposed to varied accents and styles of speaking, 

they felt that it became easier to process native speech, thus becoming more audacious in taking 

risks in comprehending unfamiliar discourse.  

Conclusion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d how well-adapted videos can provide learners access to both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intricacies as practiced in real life. Through exposure to the way native 

Chinese speak learners can develop a more profound and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about 

content.  Each fraction of the language and its paralinguistic features is appreciated, absorbed, 

and applied in a more meaningful perspective. Well-designed communicative activities and tasks, 

in and outside class, empower learners to engage in nuances of, and layers within, the language 

itself.  Applied to one’s own interests and capacity, each individual may use the opportunity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to extend their learning into their own academic and personal interests. The 

benefits and effectiveness of videos in a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cannot be overemphas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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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The current authors have focused on blended learning (BL) of Chinese as a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in a Japanese university.  This course fuses a regular face-to-face class 

with e-learning after class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motivation to learn, encourage 

independent study after class, and increase the effectiveness of course instruction.  The 

authors previously proposed a 3-phase learning process via BL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The authors also determin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at approach 

through an experiment.  The latest experiments, however, have revealed that students 

have new needs.  Given the rapid spread of smartphones, students need learning 

materials that they can use on their smartphones.  These materials need to allow 

students to briefly study whenever and wherever they want to.  However, no review 

materials for use on smartphones appear to have been developed for BL of Chinese as a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as part of a university course.  Moreover, few learning 

materials have been designed to allow new forms of learning that capitalize on the 

features of smartphones.  Thus, there are no clearly defined approaches to designing 

such materials.  Accordingly, the current authors focused on microlearning, which is a 

new form of learning on mobile devices such as tablets and smartphones.  The authors 

proposed guidelines for designing review material for use on smartphones to facilitate 

BL based on microlearning, the authors developed the review app Kototomo, and the 

authors created a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This paper describes how Kototomo 

was designed and its implementation. 

關鍵詞：日本大學初級華語教學、Blended Learning、利用智能手機的復習教材、

教材設計和開發、教學實踐 

一、前言 

在日本的大學，華語一般以第二外語開設，大多為初級華語課，課時較少。而

且，對日本學生來說，華語的發音和會話的習得較難，僅靠課堂很難學好。因此，

課外自習，特別是注重語音的自習必不可少。可是近年來，日本進入大學全入時代，

學生的學習動機下降，缺乏課外自習。針對這種問題，要想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促進課外自習、提高教學效果，需要研究和開發包括課外自習在內的一種教學模式，

及其配套教材。 

對此，筆者著眼於傳統的面授課和課後的 e-Learning 相結合的混合學習

（Blended Learning；以下 BL）的教學形態，根據教學設計（Instructional Design；

以下 ID）理論，提出了由面授課、課後利用 e-Learning 的復習、下一堂課上進行的

小測驗和應用學習，所組成的“三階段學習過程”的 BL 教學模式。通過以實際課堂

為對象的實証實驗，驗証了此教學模式的有效性（Zhao et al., 2012）。 

但是在近期的實驗中，也發現隨著智能手機的迅速普及，使用電腦的學生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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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智能手機已經成為學習和交際的重要工具，學生們希望能利用智能手機短時

間內隨時隨地進行復習。與電腦相比，智能手機因其攜帶性、聯通性（隨時上網）、

多功能性、以及簡便的操作性等，可以提供不受時空限制的學習環境。而且，其語

音識別功能，有助於語音練習，其遊戲性可以提供輕鬆快樂的單詞練習和句型練習，

其 SNS（社交網絡服務）功能，也能促進師生間、生生間開展豐富多彩的課外語言

交際活動。可以預測，使用智能手機利用碎片時間可以有效地進行外語學習及其反

復練習，從而提高學習動機，促進自習，實現一個與電腦不同的新型的學習形態和

學習體驗。因此，在 BL 教學中，為了能給學生們提供更方便有效的學習環境，課

後的 e-Learning 應從利用電腦轉為利用智能手機，並開發其教材。  

目前在日本，雖然出現了利用智能手機的華語教材，但主要是用於自學的教材，

而針對大學華語教學的教材還很少，特別是與課堂教學相結合用於 BL 的教材幾乎

沒有。並且，教材設計與印刷教材或電腦教材相似，沒有充分利用智能手機的特性，

也沒有針對新型的學習形態來進行。 

針對上述課題，筆者根據利用智能手機的學習形態“微型學習（Microlearning）”

及其設計原則（Lindner, 2006；祝智庭等，2008），提出了初級華語 BL 教學中利用

智能手機的復習教材的設計方針，在此基礎上，設計和開發了復習教材 app

《KOTOTOMO》（趙秀敏等，2017），構築了其學習管理系統（LMS），並通過實證

實驗驗證其教學效果。 

下一章圍繞日本大學初級華語教學，概觀有關利用智能手機教材的先行研究，

以及教材的現狀，確認存在的課題。第三章闡述筆者在日本大學初級華語 BL 教學

中，基於 ID 理論和微型學習設計原則所提出的利用智能手機的復習教材的設計方

針，以及根據設計方針所開發的復習教材 app《KOTOTOMO》的設計手法。第四章

報告使用《KOTOTOMO》的實證實驗及其結果，並分析其教學效果。 

二、先行研究的現狀和本研究的目的・方法 

2.1 先行研究的現狀 

目前在日本，雖然出現了利用智能手機的華語 app 教材，但主要是用於自學，

例如，學習聲調和發音的 app、學習日常會話的 app、以及針對華語檢定考試（漢語

水平考試（HSK）和日本中國語檢定考試）的 app 等。而針對大學華語教學的教材

還很少，特別是與課堂教學相結合，用於 BL 教學中的教材更少。 

目前為止，在日本的大學初級華語教學中，有關開發利用智能手機的教材的先

行研究還很少，可以舉出以下兩例。首先是 Saigusa（2010）的研究。研究者利用軟

件 iPhone SDK 把自己以前開發的 Web 教材（「パンダと学ぶ中国語」

http://saigusa.com/）製作成利用 iPhone 的 app 教材，並進行了小規模的試驗。結果，

使用者評價 app 教材與 PC 教材相比，容易操作，使用方便。但是也有部分使用者

評價較低，研究者推測其原因是 app 教材中只有課文的錄音播放，而沒有其他練習

和語法說明等。其次是 Wu et al.（2012）的研究。研究者在早稻田大學，針對以前

開發的 PC 教材只能用於 LL（Language Laboratory）教室的問題，為了開發可以在

普通教室使用的學習系統，利用以前開發的軟件資源，把利用 PC 的教材轉換成了

利用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的教材。經過八個星期的試驗，初步確認了其教學效果。

特別是包含閱讀和聽力的綜合能力測驗，試驗班的成績高於利用 PC 教材的 LL 教室

班的成績，研究者推測其原因是試驗班的學生可以把平板電腦帶回家，從而與利用

PC 教材的 LL 教室班相比，學習次數和學習時間都有所增加。 

以上兩個研究，雖然都在試驗中確認了初步效果，但是前者並沒有明確提出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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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與課堂教學的關係；後者雖然明確提出其教材與課堂教學的關係，但是該教材

是用於課堂內 BL 的教材，與本研究提出的面授課和課後的 e-Learning 相結合的 BL

的教材不同。而且，以上兩個研究的教材開發手法的共同特點是，把以前開發的 PC

教材轉換成利用智能手機的教材，其手法與其他很多教材相同：教材內容大多是以

印刷教材和電腦教材的思路來設計的（Sunami, 2014），而沒有利用智能手機的特性，

針對“微型學習”這種新的學習形態來設計和開發。 

如前所述，利用智能手機的學習形態是一種基於微型媒体和微型內容的 “微型

學習”， 是一種以互聯網的數字化為前提的學習方式。因此，要想在日本大學初級

華語 BL 教學中，開發激發學習動機、促進課外自習、提高教學效果的利用智能手

機的復習教材，應該利用智能手機的特性，針對“微型學習”這種新的學習形態來設

計和開發。 

2.2 本研究的目的・方法 

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日本大學初級華語教學中，為了有效地實現適應高度信息

技術時代的教學，作為與面授課相結合的課後的 e-Learning，提出利用智能手機的

復習教材的設計手法，以此開發優質化的學習內容和練習形式的教材，從而激發學

生的學習動機、促進課外自習、提高教學效果，構建一個與面授課相結合的隨時隨

地可以進行學習的泛在學習環境。 

為此，本研究的方法是，根據提高教學的效率、效果、魅力的 ID 理論，以及

根據利用智能手機的學習形態“微型學習”及其設計原則，從激發學習動機的觀點，

首先提出日本大學初級華語 BL 中利用智能手機的復習教材的設計方針，在此基礎

上，弄清教材設計手法，開發 app 教材，並且構築學習管理系統（LMS）。然後，使

用開發的教材，以實際課堂為對象，進行 BL 的實證實驗。實驗中，通過學習管理

系統觀察學生們的復習狀況，通過問卷調查學生們的學習動機和感想，同時還通過

期末考試檢查教學效果，由此驗證開發的教材的實用性和有效性。 

三、利用智能手機的復習教材《KOTOTOMO》的設計 

3.1 微型學習及其設計原則 

3.1.1 微型學習 

微型學習的概念，最初於 2004 年由學習研究專家林德納提出，以後，相關理

論和實踐研究的廣泛深入，此概念得到了廣泛的認可（祝智庭等，2008）。一般來說，

微型學習是一種基於互聯網的數字化學習方式，是以微型媒体和微型內容進行的新

型學習。 

微型學習的主要特徵是，學習時間短，學習分佈在學習者的日常生活中，學習

內容相對獨立，由微小的板塊組成。學習形式相對靈活，學習內容和學習地點可以

根據學習者的實際情況隨時改變（吳軍其等，2015；2012；Hug et al., 2006），學習

過程中能獲得一種輕鬆快樂的學習體驗（祝智庭等，2008）。 

3.1.2 微型學習的設計原則 

針對微型學習的上述特徵，在設計上應該注重支持學習者構建“個人學習環

境”，注意下述設計原則（Lindner, 2006；祝智庭等，2008）：（1）交互界面的簡潔

性和低技術門檻，（2）適應學習者非連續的注意狀態，（3）隱含微型內容的結構流

程，（4）激發隨即學習參與，（5）創設自由快樂的學習體驗。 

3.2 利用智能手機的復習教材《KOTOTOMO》的設計方針 

3.2.1 基於“三階段學習過程”的復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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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日本大學初級華語教學中，根據 ID 的基礎理論“加涅的九大教學事件”

（Gagne et al., 2005），提出的“三階段學習過程”的 BL 教學模式如圖 1 所示。第一

階段：在面授課上學習並練習新內容，第二階段：課後以 e-Learning 的方式進行復

習，第三階段：在下次課上開始的一段時間，進行小測驗以及語言交際活動等應用

學習。 

 
圖 1 BL教學模式：三階段學習過程 

其中第二階段的復習，主要以課堂上不能充分進行的單詞練習，朗讀練習，句

型練習等為主，在鞏固學習事項的同時，促進應用學習。以前，這些復習是利用電

腦進行的，本研究中，將其轉換成利用智能手機，同時設計和開發教材。 

3.2.2 基於微型學習設計原則的教材設計方針 

針對上述復習內容，筆者基於微型學習設計原則，提出了日本大學初級華語 BL

教學中的利用智能手機的復習教材的設計方針（表 1）。例如，根據設計原則（1）

交互界面的簡潔性和低技術門檻，本教材的設計方針定義為“1.簡潔的屏面：避免

使用與內容無關的圖像和過度裝飾”，以及“2.簡單的操作：以較少的操作和簡明

的導航，保障易學易用”。通過提出這些設計方針，可以明確開發利用智能手機的

復習教材的必要基準。 

表 1 基於微型學習設計原則的本教材的設計方針 

（1）交互界面的簡潔性和低技術門檻 

 1. 簡潔的屏面：避免使用與內容無關的圖像和過度裝飾 

 2. 簡單的操作：以較少的操作和簡明的導航，保障易學易用 

（2）適應學習者非連續的注意狀態 

 3. 快速連結：可以快速連結課題，隨時隨進行練習 

 4. 多媒體：綜合使用字、音、圖和動畫，提高學習者的注意力和理解力 

 5. 微小板塊：將課題分割成微小板塊，保障短時間內可以練習 

（3）隱含微型內容的結構流程 

 6†.內容間的關聯：各微小內容，與課堂內容掛鉤，同時內容間保持關聯性 

（4）激發隨即學習參與 

 7. 主動反應：提供遊戲式練習，激發學習興趣 

 8. 反饋：不斷給予學習者激發和反饋 

 9†.學習管理：利用學習管理系統提供學習進度並與成績掛鉤，激發學習動機 

（5）創設自由快樂的學習體驗 

 10. 功能利用：利用錄音播放、語音識別、SNS等功能，促進自主學習 

 11. 輕鬆學習：以簡單多樣的練習，創建輕鬆快樂的學習體驗 

 12†.個性化和協同化：鼓勵學習者進行個性化學習和協同化學習 

有†標誌的方針，是作為 BL 中利用智能手機的復習教材的必要的特有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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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KOTOTOMO》的設計 

根據上述設計方針，筆者設計和開發了日本大學初級華語 BL 教學中的利用智

能手機的復習教材《KOTOTOMO》。本教材作為復習教材，與課堂教學內容緊密相

接注 1，既開發了使用 Quizlet 的單詞練習（Zhao et al., 2016），還開發了朗讀練習

和句型練習的 app，並且構建了學習管理系統（Zhao et al., 2017）。以下說明

《KOTOTOMO》的設計手法。 

3.3.1 利用 Quizlet 的單詞練習 

Quizlet 是單詞學習網站，能用於包括華語在內的多種語言，既可以製作有聲單

詞卡（Flash Card）、對對碰遊戲等多種形式的單詞練習，又可以製作由三種考題（選

擇，真偽，拼寫）組成的測試，而且還提供學習履歷，使老師可以掌握所有學生的

學習狀況。 

筆者使用 Quizlet 開發了《KOTOTOMO》的單詞練習。設計手法是，首先，把

課堂上學的單詞，按照教學順序和進度，作成單詞練習小模塊，使內容持有系統性

的聯結（設計方針 6. 內容間的關聯）；同時把每個小模塊的單詞限定為十個，保障

短時間內隨時可以進行練習（設計方針 5. 微小板塊）。其次，給每個有聲單詞卡都

配上圖畫，綜合使用字、音、圖，提高學習者的注意力和理解力（設計方針 4. 多

媒體）。另外，也鼓勵學習者利用 Quizlet 自製單詞練習並與同學共享，從而促進個

性化學習和協同化學習，創建自由快樂的學習體驗（設計方針 12. 個性化和協同

化）。 

3.3.2 朗讀練習和句型練習的 app 

為了有效進行朗讀練習和句型練習，筆者利用智能手機的錄音播放功能、語音

識別功能和遊戲性，設計和開發了朗讀練習和句型練習的 app。為了避免眾多學習

者同時利用 app 而造成服務器負荷過大，速度減慢的現象（設計方針 3. 快速連結），

以及考慮到軟件庫利用方便等優勢（設計方針 10. 功能利用），本 app採用 Native App

的形式，並可用於 iOS 和 Android 雙方。 

首先，朗讀練習設計了三種形式：模仿復讀、影子跟讀和語音判定。其中，模

仿復讀和影子跟讀，除了字幕有無的區別之外，屏面設計、動畫內容、錄音播放功

能等都相同，因此，以下主要以模仿復讀為主說明其設計手法。 

模仿復讀的屏面（圖 2）簡潔明瞭，上半部分是動畫視聽，下半部分是錄音播

放（設計方針 1. 簡潔的屏面）。而且，所有操作都是一次點擊就可執行（設計方針

2. 簡單的操作）。練習內容使用課堂上學的課文（設計方針 6. 內容間的關聯），每

個動畫都設定在一分半左右，保障利用碎片時間短時間內可進行練習（設計方針 5. 

微小板塊）。 

語音判定（圖 3）是檢查朗讀練習的結果，方法是從模仿復讀和影子跟讀的練

習內容中，選出四句話來讓學習者朗讀，判定學習者的發音。在此，主要挑選短小

的句子，除了漢字以外，還提示拼音和模範發音，保障學習者能夠輕鬆快樂地進行

挑戰（設計方針 11. 輕鬆學習）。練習中利用語音識別功能，將學習者的發音轉變成

文字，如果與原文一致就判定為“合格”，不一致為“不合格”。由此，可以使學

習者了解自己的發音，促進學習者主動學習（設計方針 10. 功能利用）。而且，“合

格”時，熊貓老師會高興（圖 4），同時練習自動進入下一題，以此鼓勵學習者進行

新的挑戰。“不合格”時，熊貓老師會遺憾，同時練習自動返回，督促學習者再次

挑戰。通過不斷給予學習者鼓勵和反饋，激發學習者的學習動機（設計方針 8. 反

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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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句型練習則設計成點詞排句的遊戲性練習（圖 5），以此激發學習者的興趣（設

計方針 7. 主動反應）。這裡也由熊貓老師判定合格，“合格”時自動播放該句子的

錄音，以加強學習者的注意力和理解力（設計方針 4. 多媒體）。 

3.3.3 學習管理系統 

    

圖 2 模仿復讀屏面 圖 3 語音判定屏面 圖 4 合格判定屏面 圖 5 句型練習屏面 

 

上述朗讀練習和句型練習的 app 的學習履歷（學習日期、所用時間、得分等），

都送到學習管理系統裡，學習者和老師都可看到。由此老師可以把握所有學習者的

復習狀況；學習者也可以檢查自己的學習進展狀況和得分，從而激發學習者的成就

感，同時，將得分與成績掛鉤，提高外在學習動機（設計方針 9. 學習管理）。 

四、實證實驗 

在此，筆者使用開發的利用智能手機的復習教材《KOTOTOMO》進行實證實

驗，驗證《KOTOTOMO》的教學效果。 

4.1 實驗對象和實驗方法 

本次實驗以 2017 年上半年度 T 大學開設的一個星期兩節的初級華語課中第一

筆者擔任的一節課為對象。該課有七個班，共 292 人（表 2）。 

表 2 實驗對象 

1 班 2 班 3 班 4 班 5 班 6 班 7 班  

工學部 工學部 工學部 農學部 法學部 
文學部和 
教育學部 

醫學部的

保健學科 
合計 

45 人 40 人 41 人 45 人 40 人 39 人 42 人 292人 

本實驗課，開課前在教學大綱中注明了成績評價對象包括利用 e-Learning 的復

習和課上的小測驗，開課時也對此進行了說明。具體來說，復習和小測驗各佔成績

的 30%，期末考試佔 40%。實驗中第一筆者以“三階段學習過程”的 BL 形態進行教

學，課後的 e-Learning 利用復習教材 app《KOTOTOMO》。同時筆者通過學習履歷

觀察復習狀況，通過問卷來調查學生們的學習動機和感想，以及通過定期考試檢驗

教學效果。 

本實驗課共有 15 週，第 1 週：課程介紹，第 2～6 週：學習發音，第 7～14 週：

學習單元 1（第 1～4 課），第 15 週：期末考試。 

4.2 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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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實驗結果，以下報告復習狀況、期末考試結果、以及問卷調查的結果，並

進行分析。 

4.2.1 復習狀況 

首先，有關復習狀況，七個班相差不大，所以在此將七個班的復習狀況匯總顯

示。因為單詞練習利用的是 Quizlet，其學習履歷雖然可以在 Quizlet 的網頁上查看，

但無法下載進行統計，因此，在此顯示的復習狀況不包括單詞練習。另外，因為學

生們登錄《KOTOTOMO》的學習管理系統要在大學的課程登錄結束後才能進行，

很多學生的第 1 課以前的復習，是在沒有登錄學習系統的情況下進行的，復習履歷

沒有記錄下來，因此，在此除去第 1 課以前的數據，顯示學習履歷完整的第 2～4

課的復習狀況。 

如表 3 所示，大多數學生進行了復習，特別是語音判定和句型練習，其進行人

數比率將近 80%～93%。但是，一部分學生雖然進行了復習，卻沒有完成全部練習，

其中，模仿復讀和影子跟讀的完成率相對較低，在 28%～55%之間，而語音判定和

句型練習的完成率較高，為 67%～88%。 

需要說明的是，一些學生的一部分練習是在沒有登錄學習管理系統下進行的，

學習履歷沒能記錄下來。因此，可以推測實際的復習狀況，無論是進行人數（及其

比率）還是完成人數（及其比率）都應該高於表 3 所顯示的數據。 

4.2.2 期末考試結果 

其次，有關期末考試結果，整體來看，平均值為 82.4，其中，發音單元的平均

值為 23.6（滿分 30），單元 1 的平均值為 58.7（滿分 70），無論整體還是各單元基

本上都達到了一定的學習程度（表 4）。另外，各個班的具體結果如表 5 所示。可以

看出各個班的成績之間有一定的差距，其中，6 班（文學部和教育學部）的平均值

最高，為 85.8，而 1 班（工學部）的平均值最低，為 78.1，彼此相差 7.7 分。 

表 3 復習狀況（n = 282
※） 

 進行人數（及其比率） 完成人數（及其比率） 

  第 2 課 第 3 課 第 4 課 第 2 課 第 3 課 第 4 課 

模仿復讀 222（79%） 194（69%） 169（60%） 155（55%） 146（52%） 122（43%） 

影子跟讀 187（66%） 150（53%） 127（45%） 114（40%）  96（34%）  79（28%） 

語音判定 263（93%） 242（86%） 222（79%） 220（78%） 214（76%） 190（67%） 

句型練習 262（93%） 249（88%） 233（83%） 249（88%） 246（87%） 214（76%） 

※ 292個學習者中有 10個學習者沒有智能手機，所以利用智能手機復習的人數是 282人。 

表 4 整體的期末考試結果（n = 281
※） 

單元 題目（滿分） ｍ SD 

發音 

1. 聽力（15） 11.0 2.1 

2. 聲調聽寫（9） 8.1 1.3 

3. 問候語（6） 4.6 1.5 

計（30） 23.6 3.3 

單元 1 

（第 1～4 課） 

4. 單詞聽寫（10） 8.1 2.0 

5. 語法填空（10） 6.5 1.7 

6. 聽力（30） 27.7 2.7 

7. 日漢翻譯（20） 16.4 3.2 

計（70） 58.7 7.6 

 合計（100） 82.4 9.7 

※ 利用智能手機復習，並且參加了期末考試的學習者有 281人。（ｍ：平均值，SD：標準差；表 5同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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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個班的期末考試結果 

 1 班 2 班 3 班 4 班 5 班 6 班 7 班 

 
工學部 工學部 工學部 農學部 法學部 

文學部和 

教育學部 

醫學部的

保健學科 

n 45  40  39  44  39  34  40 

 ｍ SD ｍ SD ｍ SD ｍ SD ｍ SD ｍ SD ｍ SD 

發音(30) 22.7  3.2  23.2  3.4  24.5 2.8 24.4  2.8  23.9 3.0 24.8 2.8 22.3  3.7  

單元 1(70) 55.4  8.3  57.3  7.0  59.8 6.8 61.2  6.4  60.1 6.9 60.9 5.8 57.4  8.8  

合計(100) 78.1 10.5 80.5 9.4 84.3 8.5 85.6  8.1  84.0 8.6 85.8 7.3 79.7  11.2  

4.2.3  問卷調查結果 

首先，學生們在對《KOTOTOMO》的感想中， 70%以上的學生認為本教材畫

面明瞭， 操作簡單；60%～70%的學生認為練習快樂；60%的學生持續並且積極地

進行了復習；70%以上的學生使用本教材進行復習很滿意，並且今後還想使用這樣

的復習教材（圖 6）。 

其次，有關復習狀況，44%的學生每週復習一次，36%的學生每週兩次，13%

的學生每週三次，6%的學生每週四次以上，而 1%的學生每週 0 次（圖 7）。平均每

次復習時間， 40 分鐘以上 30 名（11%），30 分鐘 92 名（33%）， 20 分鐘和 15 分

鐘各有 46 名（16%），10 分鐘 55 名（20%），5 分鐘以下 12 名（5%）（圖 9）。有 144

名（51%）的學生，晚上 19 點以後進行復習，其餘則分布在各個時間段（圖 10）。

另外，有關經常復習的地點，76%的學生在家裡注 2，其餘在大學裡或者電車・巴

士上等（表 6）。有關朗讀練習，幾乎每次都進行和有時進行各佔 41%，而沒太進行

和沒進行分別為 16%和 2%（圖 8）。 

在自由記述欄中，針對《KOTOTOMO》，很多學生給予了肯定的評述。例如學

生們記述說：“教材的插圖、色彩、動畫都很好”， “使用這個教材可以隨時隨地

輕鬆快樂地進行復習”，“用這個教材復習很快樂”，“語音判定練習可以判定發

音，很好”，“Quizlet 方便好用，用它復習單詞很快樂，而且能記住單詞”，“由

於反復地進行朗讀練習，所以學習內容很快就掌握了”，“因為有利用智能手機的

教材，所以復習習慣形成了，持續不斷的學習有助於外語學習”。 

 
圖 6 學習者對《KOTOTOMO》的感想（n = 285

※，有 3名學習者未全部回答） 

※285名中包括幾名不能利用智能手機復習的學生，由於是匿名問卷調查，無法判別和刪除這幾名的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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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每週復習次數（n = 282）  圖 8 朗讀練習狀況（n = 285） 

 

  

圖 9 平均每次復習所用時間（n = 281） 圖 10 復習時間段（n = 281） 

 

表 6 復習地點（n = 281）（可回答多項） 

家裡 大学 電車・巴士 不定 其他 

213（76%） 45（16%） 29（10%） 5（2%） 15（5%） 

 

但是也有個別學生希望使用紙質的復習教材。還有學生認為語音判定練習較難、

花費時間。另外還有學習者希望復習狀況能顯示在 app 上，以便容易查看。 

4.3 討論 

筆者以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促進課外自習、提高教學效果為目的，根據 ID

理論提出 “三階段學習過程”的 BL 教學模式， 並且針對近來學生們希望利用智

能手機進行復習的需求，根據利用智能手機的學習形態“微型學習”及其設計原則，

提出了初級華語 BL 中利用智能手機的復習教材的設計方針，在此基礎上，設計和

開發了復習教材 app《KOTOTOMO》。 

本次驗證《KOTOTOMO》有效性的實證實驗的結果顯示，雖然復習課題的完

成狀況不同，但是每課都有 80%以上的學生進行了復習，而且有 55%的學生每週復

習次數在兩次以上，反復地進行了復習。另外，根據問卷調查可知，朗讀練習的完

成率雖然低於其他練習，但是有 40%以上的學生每次復習都進行朗讀練習，還有 40%

以上的學生有時進行朗讀練習。 

其次，期末考試結果整體上也達到了一定的學習程度。此外，問卷調查中，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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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學生都給予了《KOTOTOMO》肯定的評價，60%～70%的學生表示“持續積極地

進行了復習，練習快樂，教材使用滿意，今後還想使用這樣的教材”。 

由此可以說《KOTOTOMO》適用於初級華語 BL 的教學，使用《KOTOTOMO》

可以期待促進課外自習、提高學習動機和教學效果。也就是說，在日本大學初級華

語 BL 教學中，根據筆者提案的利用智能手機的復習教材的設計方針，可以有效地

設計和開發利用智能手機的復習教材， 可以構建一個與面授課相結合的，具有學習

管理系統（LMS）的，隨時隨地可進行復習的泛在學習環境。 

但是，在確認了上述成果的同時，也發現了下述一些課題。 

第一，應該研究和開發帶有自動評分反饋功能的朗讀練習的設計手法：本教材

中的朗讀練習雖然提供模範朗讀視頻以及學習者對自身的朗讀進行錄音播放的功能，

但是沒有提供自動評分反饋。從學生的復習狀況也可以看出，朗讀練習的完成率低

於其他練習。因此，衝激發學習動機的觀點，今後應該設計和開發帶有自動評分反

饋功能的朗讀練習。  

第二，應該研究和開發情境化的聽力練習，以及利用 SNS 的語言交際活動的設

計手法：首先，本教材中目前還沒有聽力練習，特別是利用智能手機的學習，與利

用印刷教材和電腦教材的學習相比，其學習可以隨時發生在日常生活的各種情境中，

學習過程更加生活化和情境化，因此應該設計和開發反應生活化和情境化的聽力練

習。其次，利用智能手機中的 SNS，可以隨時隨地進行語言交際活動和互相學習，

因此今後應該設計和開發利用 SNS 的語言交際活動，比如教師發送各種與學習相關

的真實語料，學生自製學習內容並於同學共享等。 

第三，應該研究和開發復習狀況的可視化手法：目前，本教材的復習狀況紀錄

在學習管理系統（LMS）裡，需要從 Web 上查看，而不能直接衝 app 教材上查看。

因此為了能讓學生更容易地掌握自己的復習進展狀況，順利地開展復習，應該設計

和開發由 app 提供復習狀況的手法，既復習狀況的可視化手法。另外，目前本教材

的學習履歷，雖然提供詳細的數據，但是沒有為教師提供能概觀整體學習狀況的圖

形。因此，為了能讓教師俯瞰到全班的復習狀況，掌握學生們存在的共同問題，也

應該設計和開發面向教師的學習狀況可視化手法。 

今後應該針對上述課題，進一步地研究和開發初級華語 BL 教學中利用智能手

機的更加有效的復習教材。 

五、結語 

為了在日本大學初級華語教學中有效地開展 BL 教學，筆者根據“微型學習”

的設計原則，提出了初級華語 BL 中利用智能手機的復習教材的設計方針，並利用

智能手機的語音識別功能和遊戲性等，設計和開發了復習教材 app《KOTOTOMO》，

構築了學習管理系統（LMS）。 

2017 年上半年度，第一筆者使用《KOTOTOMO》，以 T 大學的七個班的華語課

為對象進行了長達半年的實証實驗，對其有效性進行了驗證。結果顯示，使用

《KOTOTOMO》可以持續開展 BL 的教學實踐，並且可以期待激發和維持學生的學

習動機，有促進復習、掌握學習事項的教學效果。由此可以說，通過筆者的提案，

可以構築一個與面授課相結合的，具有學習管理系統（LMS）的，隨時隨地可進行

復習的泛在學習環境。 

同時，筆者在這次實證實驗中，還發現了一些新的課題：應該設計和開發帶有

自動評分反饋功能的朗讀練習、情境化的聽力練習、利用 SNS 的語言交際活動，以

及應該開發復習狀況的可視化手法。今後筆者將針對這些課題進行進一步的研究，

35



根據 ID 理論和微型學習設計原則提出設計手法，在此基礎上改善《KOTOTOMO》，

開發激發學習動機的更有效的智能手機復習教材，構建一个更高度的復習教材系

統。 

注 

1）作為BL的開發，筆者在開發利用智能手機的復習教材 app《KOTOTOMO》的同時，還

開發了與其配套的面授課上使用的DVD教材和教科書《KOTOTOMO -ことばを友に マル

チメティ゙ア中国語初級テキスト》，趙秀敏等（著），朝日出版社，東京（2017年）。  

2）有關復習地點，76%的學生在家裡。T 大學 85%以上的學生都住在大學附近的學生宿舍

或者公寓，所以上學路程很短，日常生活和學習可能主要是在家裡（宿舍・公寓）和大

學。筆者推測，上述情況是在家裡復習的學生多的背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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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學科學習混成式課程與教學規劃實施 

舒兆民 

摘要 

本計畫研究係針對來臺留學為取得大學或以上學位之留學生，其於來臺學科學習期

間之學術華語文預備課程，即一般性學科學習華語文（General Chinese for Academic 

Purposes）做出規劃，並就此課程經兩期的配合移地實驗後，認為混成式之課程教學適

合在臺與海外預備課程之實施。就學習內容之特性與學習者的需要，製作改編教材上架

網路，並建立學習管理與維護系統，以及學習資源之需求的詞彙句型語料庫查詢。期就

設計與發展過程中，找出規劃時教學樣板、各線上功能的必要性、及提供查詢資源的種

類與後續擴充方向。 

本網路預備課程主要以 ADDIE 模式規劃設計，從教學內容分析、學習者分析、需

求分析到目標確立，隨後的教學設計與發展，備課時同步修訂教學方法，到研究設計與

教師助教培訓，最後蒐集教學成果與學習過程記錄，循環修正。本課程已經移地教學實

驗，赴印尼亞齊地區開設短期式密集訓練課程，因應需求小幅修改前四課進行試教與先

導研究，為日後開設完整的密集班而準備。本文除就七年來的實驗教學提出總結分析外，

依此分析與回饋建置網路之混成式課程，發展教學樣板與教學課程開設之方式。 

藉由本研究之成果以及在網路課程建置發展時的各類反饋，期對於未來招生來臺留

學的國際學生在學科學習的能力上有所增進，協助於四年到七年間大學到研究所階段所

需的學習語文與技能。此課程與線上混成式教學模式之研發，於教材、於課程，願能有

助大專校院在規劃與執行國際學生華語文教學時有所助益。 

關鍵詞：一般性學科學習、學術華語、課程設計、混成式教學、線上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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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素養融入華語教學之研究 

溫如梅 1、劉旨峯 2、林俊閎 3
 

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博士生 1、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副教授 2、中原大學師

資培育中心助理教授 3
 

may543119@gmail.com、totem@cc.ncu.edu.tw*、sjohn1202@cycu.edu.tw 

摘要 

在資訊爆炸的時代，培養資訊素養能力是極為重要的，新聞是取得資訊的管道之一，

本研究以替代學習理論(vicarious learning)為基礎，探究學習、實作、自評與同儕互評的

教學模式是否能提升學習者的中文資訊素養能力?以問卷調查和實驗設計為研究方法，

研究成果顯示整學期的教學模式能提升學生學習成就與中文資訊素養能力，而同儕評量、

自我評量與學習成就具有相關性。建議未來研究可針對資訊素養不高的學習者在任務進

行中協助其閱讀理解及使用資訊工具。 

關鍵詞：時事華語、同儕評量、華語教學、資訊素養 

一、前言 

看得懂、聽得懂、讀得懂新聞對中高級學習者來說是重要的學習目標之一，從新聞

學中文不但可以學到書面語、正式用語，也可以學到如何精煉自己的文章，本研究以替

代學習理論(vicarious learning)為基礎，探究在整學期的教學模式下，是否能發生替代學

習，進而提升中文資訊素養能力，簡而言之，本研究目的有三: 

第一、整學期的教學模式是否能提升學習者的學習成就? 

第二、整學期的教學模式是否能提升學生中文資訊素養的能力? 

第三、同儕評量與自我評量與學習成就是否相關?。 

二、文獻探討 

所謂「素養」，源自英語的「Literacy」，即對於文字的讀寫能力，延伸到資訊科技，

就是對資訊的解讀及製作能力。吳美美(1996)提到素養(literacy)是「理解以及和外界做

有意義溝通所需要的能力。」資訊素養 (information literacy)則是「有效發現自己的資訊

需要、尋找資訊、判斷和呈現資訊，以及使用資訊的能力」。根據 Rader & Coons(1992)

的定義：一個有資訊素養的人能在資訊和科技的環境中有效的學習。因此，資訊素養可

以說是把日常教學上的文字能力推廣至跨媒體的層次上。 

有關於新聞華語的研究，大多偏向教材規劃設計，徐筠惠(2002)探討財經新聞華語

閱讀教材規畫設計，徐麗文(2003)研究華語電視新聞的特色，討論這些特性對新聞教學

上有何影響，並提供華語新聞教學上反覆策略之建議，陳俞秀(2016)以新聞華語教材主

題為研究基礎，比對兩岸新聞教材編寫特點，利用CEFR建立新聞華語教材的選材標準，

預期擴大至其他專業華語，有效填補專業華語的研究缺口。 

另外，同儕評量是在擬真的情境中發生，由同儕協力進行知識的建構，在社會學習

理論中強調，很多學習的發生，都是自身注意到他人的行為(觀摩)，將資訊儲存於記憶

中，再修正自己的行為，再次觀察到模範行為後得到動機增強，經歷如此過程，學習者

即發生替代學習行為(劉旨峯，2009)。在這些研究基礎上，本研究加入實作與自評、同

儕互評的機制，期望學習者發生替代行為(vicarious learning)，能自主性學習提升中文資

訊素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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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3.1 課程設計 

本研究的教學期程為 18 週，教學流程如下:教師在課堂上讓學生聽讀新聞、討論生

詞與了解新聞內容，上完一個主題之後，學生要運用老師指定的生詞或語法撰寫該主題

的新聞稿，教師會給予回饋與修正，期中考時，學生挑選其中一篇新聞稿錄製新聞播報

影片，在第 9 週時全班一邊觀看學生錄製的播報新聞影片，一邊自評和互評，在期末之

前提供教師建議和同儕建議給學習者，在第 18 週時，同樣的活動再做一次，在每個環

節中，教學者會不斷地給予糾正與回饋，期望學習者透過教師回饋、自我評量與同儕互

評後，能有更好的學習成就。 

3.2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大學開設的華語課程「時事華語」之外籍生，替除掉施測問卷

填寫不清或未能接受訪的學生，實際接受進行分析研究的學生總共 6 位，皆為實驗組，

年齡介於 19-27 歲之間，年齡中位數為 21，國籍包含法國、美國、越南、馬來西亞、哈

薩克。 

學生的中文程度為中高級，相當於華語文能力測驗 (TOCFL) 進階高階級(B1 到 B2

之間)程度，在台灣學習華語的時數達 360-960 小時，或是在其他國家、地區學習 720-1920

小時，具備 2500-5000 個詞彙量。能清楚地描述感興趣的話題、經驗或事件，能撰寫闡

述論點的文章或報告，對特定觀點提出支持或反對的理由，並解釋各種面向的優劣。 

3.3 研究工具 

研究方法以問卷調查、實驗設計法為主，並利用描述性統計、t 檢定統計方法來分

析數據，另外也輔以訪談等質性研究讓研究更具完整性。量化資料包括:期中、期末成績，

質性資料包括:同儕互評單、自評單、訪談稿、學生撰寫的新聞稿、學生播報新聞影片。 

四、研究結果 

4.1 整學期的教學模式能提升學習者的學習成就 

根據本研究表 1 數據顯示期末考成績高於期中考成績(期中考 M=92.67, SD=1.36;期

末考 M=96.50, SD=2.07)，達顯著提升(t=-4.05, p< .01)，具高效果量(d=3.30)。我們再從

各子項目來看，流利度明顯提升(t=-7.05, p< .001)，具高效果量(d=5.57)。 

 

表 1.實驗組學生的期中考、期末考成績之平均數、標準差、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表 

項目 
   期中考       期末考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Cohen’s d 

發音 1 21.83 2.13 22.50 1.64 -2.00 .10 1.63 

文法 1 24.17 1.16 24.50 1.22 -.50 .63 0.40 

流利度 1 18.83 .75 21.00 1.09 -7.05** .00 5.57 

內容 1 24.33 1.03 24.67 .51 -1.51 .17 1.23 

整體 2 92.67 1.36 96.50 2.07 -4.05* .01 3.30 

註:
1
各項目的滿分為 25;

2
整體分數為四個分項的得分加總 

 *p< .05.**p< .01. ***p< .001. 

Cohen (1988) 定義效果量 d=.2、 d=.5、 d=.8 分別為低、中、高的效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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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從學生的訪談中我們也可以一窺他們自我覺察的學習成就情況 S1 學生認為

「Enhance vocabulary, improve speaking and listening skills.」、S3 學生認為「有進步，錄

了好幾次，結果發音好像有進步了。」、S6 學生認為「I guess my Chinese level has improved 

a little bit with this homework, because I either had to learn the script, or read it several times 

to make it sounds good (and of course, I tried to improve my pronunciation.)」。可見，學生大

多認為透過這學期的教學模式，自己的中文進步了。 

4.2 整學期的教學模式能提升學生中文資訊素養的能力 

根據本研究表 2 數據顯示口語表達能力期末考成績高於期中考成績(期中考

M=20.33, SD=1.08;期末考 M=21.75, SD=1.03)，達顯著提升(t=-9.22, p< .001)，具高效果

量(d=7.52)。 

另外，「素養」二字是源自英文「Literacy」來的，也就是對於文字的讀寫能力，如

果我們把「素養」的概念應用到資訊科技，就是指學生對資訊的解讀及製作能力。我們

根據表 2 數據可以得知，學生在寫作能力方面，雖然期末考的成績和期中考的成績比起

來沒有顯著提升，但是學生普遍寫作成績皆非常優異，可見，學生在整學期的教學模式

訓練下，對於解讀中文新聞的讀寫能力提升，才能寫出深具水準的新聞稿，因而可以試

著推斷學生中文資訊素養能力提升了。 

 

表 2.實驗組學生的口語表達和寫作能力之平均數、標準差、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表 

項目 
   期中考       期末考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Cohen’s d 

口語表達能力 20.33 1.08 21.75 1.03 -9.22*** .00 7.52 

寫作能力 24.25 .93 24.58 .58 -.83 .44 0.67 

註:
1
各項目的滿分為 25  

*p< .05.**p< .01. ***p< .001. 

Cohen (1988) 定義效果量 d=.2、 d=.5、 d=.8 分別為低、中、高的效果量。 

4.3 同儕評量、自我評量與學習成就有關係 

在訪談中問及學生「你覺得期中的同儕建議和老師建議對你錄製期末影片有沒有幫

助？」學生大多認為有幫助，例如: 錄影速度加快、發音、聲調、錄影速度快、錯誤率

減低，因為做過一次，第二次比較快。發音、聲調、錯誤率減低，因為老師會告訴我哪

裡念錯了。從學生的訪談過程中得知學生認為期中的同儕評量建議有助於期末文章撰寫

與影片的製作，因為同儕的回饋而知道上一次的缺點在哪裡，在期末考錄影的時候錄影

速度加快、錯誤率降低。從自我評量中，發現學生認為錄製新聞播報影片活動可以提升

在寫作、閱讀、發音方面的中文能力。 

五、討論與建議 

5.1 學習過程中不斷地糾正與回饋勝於期末的總回饋，但要掌握時間和成效

的平衡點 

因為每兩週皆要寫一篇新聞稿，學生寫畢之後，教師會給予糾正與正向回饋，讓學

生修改，S6 學生表示:「I can notice my mistakes when I am watching my records. It is the 

only moment I can listen to myself speaking, but I am still reading like a robot.」可見學生認

為這樣的學習模式能讓他有自我反思修正的機會，但是這樣的作業量不可以過多，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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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學生的學習負荷，時間點又接近於期末考，學生在多重壓力下，會造成反效果，因

此，掌握時間和成效的平衡點是極為重要的。 

5.2 錄製新聞播報影片能同時養成寫作與口語表達能力，但需考量學生資訊

工具運用的能力 

在學期開始，教師已將整學期此研究的教學模式的特點在於不只在錄影的過程中讓

學生自動重複練習，在寫作過程中學生也已經在腦海中模擬播報的樣子，如若需要同時

養成寫作和口語表達能力，可以考慮採用本研究的教學模式，這兩個方法有連貫性、相

關性。但是，也要考量學生資訊工具運用的能力以及學生個性，有些比較內向的學生會

不好意思面對鏡頭，因此影響新聞播報成效。不過，在這次實驗中，發現原本在課堂上

表現內向學生，在影片中卻極為活潑，他認為「I prefer to do this homework because it’s 

much more funnier than a test.Moreover, that’s the only way for me(for us) to see and hear 

myself talking in Chinese. So this way, I can to correct my pronunciation and accent a little 

bit.」 

在同儕對於他的評鑑中也發現同儕對於他亮眼的表現非常肯定，舉例如下: 

1. I like your topic! Good video. 

2. 不錯的影片，有著好的例子和剪接，又流利，文法又不錯。 

3. Very very great and funny. 

4. 內容很有趣，對法國的美食很了解。 

5. Good job, speak faster. 

6. 有些句子不夠通順。 

7. Very good video. Improve your pronunciation. 

9. Pronunciation can be improved but very lively. 

綜上所述，即使學生個性內向，在錄製新聞播報影片還是能同時養成寫作與口語表

達能力。 

5.3 替代學習透過同儕評量與自我評量機制發生，若能提供學生提出異議的

平台會更完善 

從訪談中得知學生認為自己的中文能力進步了，我們彙整了幾種可能進步的原因，

例如:老師適時的糾音、同儕回饋、重複練習(學生錄影次數，期中考大約錄 5~10 次，期

末考大約錄 3~4 次)，從上述每一個環節中都發現替代學習發生了，所以學生能透過模

仿、省思主動修正自己的問題。另外，從檢視同儕評量單中，發現研究對象大部分皆給

予正向回饋，當然也有一些中肯的建議，我們以 S2 學生為例，以下是同儕回饋: 

1. Great presentation 

2. Practice reading more 

3. 不錯的影片，雖然我不太理解一些字的意思，但其餘的地方都做得很好。 

4. Very good. Simple but great. 

5. 內容很好，介紹塑膠袋的試用方式 

6. Not bad 

7. 有些發音不準，建議播報前多念幾遍，內容有深度。 

8. 拍的時候你應該在畫面中間 

9. Good. But some subtitles and speaking are not synchronized. 

針對這些建議，未來如果能提供學生提出異議的平台的話，這學生之間有討論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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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的空間，如此一來，這個機制會更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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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5年對外漢語語塊研究：理論、實證與展望 

孔令躍 

摘要 

國外的語塊關注和研究始自 20 世紀初，當前已成為一個跨學科多領域的前沿熱門

研究領域，相關研究已深入揭示了語塊在語言系統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在語言習得和交際

中的重要作用。在國內，英語二語教學界於 20世紀末首次引進語塊理論（楊玉晨，1999），

之後漢語教學界才開始給予關注和重視，最近十幾年內研究數量增長較快（劉運同，2004；

周健，2007；亓文香，2008；錢旭菁，2008；蘇丹潔，2010；薛小芳、施春宏，2013；

孔令躍，史靜兒，2013；鄭航、李慧、王一一，2016）。由於起步較晚，漢語語塊研究

還有很多不足，但總體上穩步發展，逐步深入，研究面越來越廣，有些方面取得了較明

顯的成果。尤其是自 2010 年起實證研究越來越多，總數超過同一時期的理論研究，方

法也更多樣化。基於此，我們對這一時期內的漢語語塊研究進行階段性回顧和總結，以

瞭解研究現狀、把握發展脈絡、認識存在的問題，推動漢語語塊研究的進展。本文基於

國內外學術期刊和集刊上發表的 50 多篇語塊研究學術論文，從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回

顧梳理當前的漢語語塊研究。分析發現，漢語語塊理論研究一直是焦點，包括語塊理論

引介及其價值應用探討、語塊性質和漢語語塊分類研究。其中語塊性質和分類的探討更

加深入，也存在著較大爭論。實證研究中基於語料庫的研究數量最多，對大綱、教材和

學習者的語塊進行系統統計分析和描述。此外，開始出現心理語言學角度下的漢語語塊

認知研究，但語塊教學實驗研究進展緩慢。這些“問題導向”的實證研究一般都致力於

分析或解決某一具體問題，對語塊教學實踐有重要的啟示。總體來看，漢語語塊研究主

要集中於語塊的教學、習得、認知幾個方面，與國外六大主線的語塊研究相比，在廣度

和深度上都還存在明顯不足。結合國內外語塊的發展趨勢，本文進一步探討了後續漢語

語塊研究有待加強的幾個方面。 

關鍵詞：漢語語塊、理論研究、實證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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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ving for the Third Space: An American Professional’s 

Unconventional Language Use in Chinese Workplaces 

曾稚妮 

ABSTRACT 
Given the fast-growing global economy,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academic or business 

institutions around the world are hiring more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s in an effort to increase 

their symbolic prestige as global institutions or extend their international reach. Driven by an 

increase in such a demand for global professionals, the attainment of “global talent” is more 

possible and certainly more accessible today. However, despite the growing efforts to prepare 

global professionals among foreign language educators (Brecht et al., 2013; de Sam, Dougan, 

Gordon, Puaschunder, & St. Clair, 2008; Malone & Rivers, 2013, Mansilla & Jackson, 2011), 

relatively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ir lived experiences as global professionals from an empirical 

standpoint.  

In my study, I explored the experiences of an American professional in China. This is a case 

study, in which, I investigated my subject, Alan, an American professional’s discursive practices 

in a natural working setting. Adopting a combined approach of ethnographic observation at 

Chinese workplaces and Stimulated Recall (SR) tasks to elicit the subject’ concurrent thinking, I 

shadowed the subject for four weeks, watching and documenting him at work in everyday 

settings through video recording. Retrospective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both the subject 

and five native speakers of Chinese who are either the subject’s colleague or supervisor to collect 

their respective evaluations of the documented professional performances. The collected data was 

analyzed using iterative and progressive data analysis method to provide thick description and 

ground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bject’s professional experiences. 

My findings revealed distinct yet consistently emerging instances in which the subject uses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unconventional ways to negotiate meaning. By examining the rich detail 

of this meaning-negotiation process, I analyzed how the subject appropriated the target language 

for his own use and constructed through discourse a cultural reality other than native speakers 

would have. On one hand, findings revealed in this study echo Kramsch (2009)’s description of a 

multilingual subject, who is “defined by the linguistic and discursive boundaries it abides by in 

order to, now and then, transgress them” (p.185). However,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clusion of 

evaluations of the foreign professional’s performances by his native Chinese counterparts also 

brought to light the nuances of expectations regarding the global talent within the evolving global 

business landscape. Native speakers’ criticism over some of the American professional’s 

unconventional use of Chinese challenges the idealistic expectation for a multilingual subject in 

terms of passing as “native speakers” or “native-like” and to communicate idiosyncratic 

meanings using the target language. Instead, based on the empirical findings, this study tends to 

provide insights into constructing an effective and desirable “third-space” persona to better 

prepare for the complexities of becoming multilingual in an unpredictable global world.   

Key Words: Third Space; Professional Chinese Use;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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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華語文教學碩士培育探索 

宋如瑜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助理教授 

songcycu@gmail.com 

摘要 

1995年，臺灣成立了華語文教學研究所，自此華語文教學進入了學術殿堂，成為大學的

一門專業。此後十數年，十五所大學陸續設立了十六個華語文碩士培育機構，積極培養第一

線的教師。截至 2016 年底，全臺灣獲得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者有一千多名，也產出了等量

的碩士論文，其數量已超過專業系所的教授與博士生。研究生受教育的環境、指導的教師、

課程規劃和研究主題，不僅關乎臺灣未來華語文教育、產業的發展，對其畢業後的職涯亦有

影響。有鑑於此，研究者嘗試進一步瞭解華語文教學碩士培育的各個面向。 

研究中採用的方法為後設分析，具體的操作方法是經由資料的蒐集、整理、標記、統計

來探知碩士生的養成，分為四大項：一、華語文碩士培育的機構類型。二、華語文系所專任

教師的專業背景。三、華語文教學碩士培育的課程規劃。四、二十年來華語文碩士論文的研

究趨向。前三項影響碩士生的專業知能，第四項或能窺知臺灣華語文教學、研究的方向。研

究結果盼能協助局外人瞭解臺灣華語文教學碩士的培育概況，並做為局內人反思的參考。 

關鍵詞：華語文教育、師資培育、碩士論文、研究主題 

一、前言 

1995年，臺灣師範大學成立了臺灣第一所華語文教學研究所，華語文教學自此成為大學

的一門專業。二十年間，各大學陸續設立了此領域的博士班、碩士班、專業科系、學程等各

級師資培育機構，截至 2016年底已培育出了 1142 名華語文教學碩士。研究者之所以關注

碩士的培育，原因在於其為未來華語文教學的主力，相較於同專業的大學畢業生，投入相關

工作的比例較高。碩士生所受的教育、研究的關注點，關乎臺灣未來華語文教學、產業的質

量與發展。 

為能全面蒐集訊息，研究者採取以下的步驟：第一，以臺灣十五校十六所的華語文

教學碩士培育機構為範圍，於 2016 年底根據網頁蒐集其簡介、特色、師資背景、修業

規定等資訊。調查時，因輔仁大學和清華大學的相關研究所尚未有畢業生，故未納入。

第二，蒐集各培育機構的碩士論文。資料來源有三：一為各校圖書館的電子學位論文服

務系統；二為系所網頁；三為「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自由的博碩士學位論文

全文資料庫」。因三類資料並不完全一致，過程中採交叉比對，以降低錯誤率。第三，

整理論文資料。將論文資訊依校所名、年度、研究生、指導教授、篇名、關鍵詞、研究

方法等細項製表登錄。第四，統計分析。根據既有文獻，建立標記系統，逐一標記後進

行統計、解讀。 

以下依資料蒐集、整理的結果，分別就培育機構、教師專業、課程規劃、碩士論文研究

主題四部分加以說明。 

二、培育機構 

臺灣的華語文教學碩士培育機構，就所處的位置來看，北部有九校十所、中部兩所、南

部有三所、東部一所，全臺的華語文教學重心在北部；其次，培育機構亦有不同的屬性，

可劃分為：華語文教學研究所、隸屬學院的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相關學系中設置

的華語文教學碩士班三類。此反映臺灣二十年來教學機構的轉型和華語文教學的「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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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屬性。 

2.1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第一類是華語文教學研究所，這是以華語文教學為機構整體目標所設立的研究所，

也是臺灣華語文師資培育機構最初的形式。以此形式辦學的大學有五所，分別為：臺灣

師範大學、高雄師範大學、中原大學、開南大學和文藻外語大學。截至 2016 年底的統

計，其畢業生人數有 827人。 

2.2隸屬學院的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2007年，出現另一種華語文教學碩士培育的機構形式，即隸屬於學院的碩士學位學

程。有六所大學採此形式辦學，其中又包括一般生的學位學程和在職專班兩種。這六個

機構分別為：1. 設於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的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在職專班。2. 

設於臺北市立大學人文藝術學院的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3. 設於屏東教育大學人文

社會學院的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在職專班。4. 設於政治大學文學院的華語文教學碩

士學位學程。5. 設於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文學院的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6. 設於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的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截至 2016年底此類畢業生共有 269名。

分別隸屬於推廣教育部、人文藝術學院、人文社會學院、文學院。 

2.3 相關學系中設置的華語文教學碩士班 

2011年之後，第三種辦學形式出現，是設於中文、語文相關科系中的華語文教學碩

士班和碩士班內增設的華語文教學組，此多見於原本師院體系下培養小學教師的語文教

育學系，四所機構為：1. 設於新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下的華語教學組。2. 設

於臺東大學的華語文學系碩士班。3. 設於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的華語文教學碩士

班。4. 設於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的華語文教學碩士班。由於辦學時間較短，畢

業人數為 46 人。師院體系下的華語教學碩士班，其學系的基礎為第一語言教學，第二

語言教學則是轉型後附加的，其教學對象為國小學童，而非成人。 

根據以上的統計，臺灣華語文教學碩士來自十五所大學、三類教學單位。第一類的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由於設置的歷史較長，畢業人數為 827名，佔全臺 72%（見圖 1）；

第二類是由學院設立的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畢業人數為 269 人，佔總數的 24%；

第三類是相關學系中設置的華語文教學碩士班，由於成立歷史較短，畢業生總數為 46

人，佔總數的 4%。以華語文教學為方向的專業系所其畢業生超過全臺的三分之二。 

 

 
圖 1 三類華語文教學系所畢業人數 

 

再以校為單位檢視，十五所大學中，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最久，畢業人數最多，佔全

臺華語文類碩士的 46.58%，其次為高雄師範大學，佔全臺的 14.97%，第三為屏東大學，

72% 

24% 

4%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隸屬學院的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相關學系中設置的華語文教學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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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8&cad=rja&uact=8&ved=0ahUKEwibg9rzu5XQAhXFgrwKHVvuDKQQFghDMAc&url=http%3A%2F%2Fgpchinese.utaipei.edu.tw%2Ffiles%2F11-1059-2075.php%3FLang%3Dzh-tw&usg=AFQjCNEO6uew_roupG5xYwZG5l5NDa7FOQ&sig2=D2d8I6QsXyjMM4B56kqrzg


 

佔 6.74%，第四為政治大學，佔 6.13%，第五為中原大學，佔 5.95%。前五名之中，有

四所國立大學，中原大學為唯一的私立大學。屏東大學由於成立時間早，論文數位居第

三（見圖 2）。 

 

 
圖 2 各校華語教學碩士畢業人數 

 

三、教師專業 

華語教學培育機構的多元，間接促成了師資的多元。在社會變動快速的今日，多元、

具跨領域的屬性是教學單位的優勢，不僅較能提供學生廣博的知識與視野，也有助於新

一代跨界華語文教師的養成。 

3.1教師的組成 

臺灣華語文教學系所教師的組成研究，邱美雅（2013）曾針對臺灣國立大學華語文

系所 108名專任師資的最高學位進行了統計，得知有 52%的專任師資的最高學位為中國

文學領域，14%為語言學領域，教學與教育佔 11%，社會學佔 10%，科技領域佔 6%，

其他佔 7%。由此約可看出此領域是以中文系背景的教師為核心，語言學與教育學的為

輔。 

基於上項研究僅是針對國立大學所做的，與本研究的範圍不同，因此於 2016年底，

研究者根據華語文碩士培育機構的網頁資料，對 166位現職專任教師的最高學歷背景進

行了統計。所獲得的結果仍是中國文學領域的專任教師最多，佔教師總數的 45%（見圖

3），此與邱美雅（2013）的研究結果大致相同。比例位居第二的是其他類，教師的專

業背景包括哲學、歷史、心理學、資訊工程、地理、航運管理、經濟、企管、公共事務

管理等，佔所有教師的 16%。語言學領域的佔 15%，教育領域的佔 14%，外國語言與文

化領域的佔 4%。華語文教學領域的教師，僅佔 3%。此外，尚有學位包括兩項專長的跨

領域教師，如語言學與文學或文學與資訊教學等，此類教師佔 3%。教師組成的數據，

可看出在臺灣的華語文教學領域中，中文背景教師的比例雖仍佔多數，但其他領域的教

師也正逐漸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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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臺灣各校華語文教學系所專任教師專業背景調查 

 

3.2 指導教授 

由於指導教授個人的專業背景會影響研究生甚至機構的研究走向，因此研究者也調

查了教授指導論文的情況。因著各校成立時間、學生人數、教師人數的不同，教師指導

論文的篇數也有較大的差距。二十年間指導論文人數較多的幾位教授依次為：鄧守信 117

篇、信世昌 113篇、曾金金 81篇、葉德明 78 篇、王萸芳 40篇、方麗娜 39篇、鍾鎮城

36篇。目前全臺華語所有 166位專任教師，然表 1的七位老師，所指導的學生已佔了全

臺灣碩士畢業生的 42.56%。 

 

表 1 碩士論文指導篇數排序 

學校 教授 教授的學術背景 指導篇數 佔全所比例 佔全台比例 

臺師大 鄧守信 語言學 115＋2
1
 21.69％ 10.25％ 

臺師大 信世昌 教學科技 111＋2 20.94％ 9.89％ 

臺師大 曾金金 語言學 81 15.28％ 7.09％ 

臺師大 葉德明 語言學 78 14.71％ 6.83％ 

高師大 王萸芳 語言學 40 23.25％ 3.50％ 

高師大 方麗娜 中文 37＋2 21.51％ 3.41％ 

高師大 鍾鎮城 語言閱讀與文化 36 20.93％ 3.15％ 

 

四、課程規劃 

除了機構的屬性、教師的組成，本研究亦特別關注課程規劃中的修習科目與畢業規

定，此反映培育機構對畢業生素質的基本要求。由於師範大學的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和應

用華語文研究所歷年的課程與修業規定多有不同，以下將分成兩個單位討論。 

4.1 畢業學分數 

畢業的最低學分數，各校訂在 30～42學分之間。其中以 36學分為最低學分數的教

學單位最多，有六所；30 學分的次之，有五所。文化大學的 42 個學分是最多的，其次

是高雄師範大學，40 學分（見圖 4）。 

 

                                                 
1
 +2指該教授在其他學校指導了兩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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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各校畢業學分數 

 

若只看必修學分，各校訂定的學分數在 6～18之間，差距較明顯。其中必修為 9學

分的單位最多，有五所。必修學分最少的是臺東大學，僅「研究方法」、「資料檢索與論

文寫作」兩門課 6 學分；最多的是臺北教育大學，包括：「研究方法」、「漢語語言學」、

「漢語語法學」、「華語文教材教法」、「第一語言與第二語言習得」、「華語文教學實習」

6門課 18學分（見圖 5）。 

 

 
圖 5 各校必修學分數 

 

4.2 必修科目 

華語碩士班的必修科目圍繞三類課程：研究法、語言學、教學。針對第一類的研究

法開設的課程包括：「研究方法」、「論文」、「獨立研究」；為第二類語言學開設的課程有：

「漢語語言學」、「漢語語法學」、「華語詞彙學與語法學」；為第三類教學開設的課程有：

「華語文教學概論」、「華語文教材教法」、「華語文教學實習」。 

就科目來看，主要有六個。100%的教學單位開設了「研究方法」課；75%開設了「華

語文教材教法（研究）」；63%開設了「漢語語言學（研究）」；56%開設了「論文（寫作/

研討）」；50%開設了「漢語語法學（研究）」；44%開設了「華語文教學實習/實務」。另

有的差異：1. 臺北市立大學開設了「研究方法」、「華語文教材教法」、「華語文教學實習」、

「漢語語言學」、「漢語語法學」等五門必修課，但是要求學生五選三。2. 臺灣大學開設

了三門研究方法（甲、乙、丙）各兩學分，學生須三選二。3. 部分學校沒有「華語文教

學實習」的必修課，但在畢業規定中要求了實習時數。4. 「論文（寫作/研討）」這門課

的實施方式也不同，有的學校僅需註冊時選課，但不排入課程表；有的學校則是課堂面

授。5. 雖然「怎麼學」是華語教學中重要的一環，但僅文化大學、臺北教育大學開設了

習得的相關課程，後者科目比較特別，由於轉型自國小語文教育，因而課程為「第一語

言與第二語言習得」。6. 另有個別具特色的科目，如：暨南大學的「華語文教學前沿講

座 1.2.」、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研究所的「海外華人教育、海外移民史」、臺北

市立大學的「學位倫理數位課程」。兩所（含）以上學校開設的科目，見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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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全臺華研所/碩士班必修科目統計 

 

4.3 其他修業規定 

研究生畢業前除了修課、完成碩士論文之外，各校還訂有其他的畢業門檻，包括：

1. 論文發表，75%的學校規定學生需在畢業前至少公開發表 1-2 篇華語文教學論文。2. 

教學實習，88%的學校規定學生需在畢業前完成 72-100 小時的華語文教學實習。3. 外

語能力證明，88%的學校要求其研究生畢業前需通過外語檢定，其標準多是依「教育部

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作業要點」標準訂定的。 

 

五、碩士論文研究主題 

有關對外漢語教學的學科定位與領域歸屬，歷來已有多位大陸學者提出研究成果。

故研究者在探討碩士論文的研究主題時，先是以大陸的文獻為基礎建立基本框架，再根

據臺灣碩士論文的抽樣修正框架，最後進行全面的標記、統計和分析。 

5.1 華語文教學研究的基本框架 

華語文教學並非是一獨立的學科。呂必松（1995）指出對外漢語教學的學科理論是由基

礎理論和應用理論兩部分所組成的。基礎理論主要包括語言理論、語言學習理論、跨文化交

際理論以及一般的教育理論等；應用理論則是指教學理論和教學法。若以此為依據，華語師

資培育機構所提供的課程應包括理論學習與教學應用兩大主軸。其後，仲哲明（1996）提出，

對外漢語研究的主要目標是要解決「怎麼教」這一核心問題，而解決此核心問題的關鍵，需

先清楚教師「教什麼」和學生「如何學」兩個基本問題。循此思路，陸儉明（1999）針對對

外漢語研究提出了四個方向及步驟：首先，需做好基礎研究；其次，加強漢外對比研究和外

國學生偏誤分析研究；再其次，在上述的研究基礎上編出各類高質量的教材；最後，進一步

研究、改進教學法，以達到在短時間裡讓外國學生學好漢語的目標。亦即先以基礎理論研究

奠基，再向應用理論研究邁進，否則「怎麼教」則易流於經驗之談。陸儉明提出的具體研究

方向與順序中，本體、習得、教材、教法四大區塊隱然成形。 

21 世紀後，趙金銘（2001）從學科研究的角度將「教什麼」、「如何學」、「怎麼教」擴

展為「教什麼」、「如何學」、「怎麼教」與「用什麼技術手段」四個面向，並提出對外漢語研

究四個層面的基本框架：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工具論（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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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對外漢語研究的基本框架 

 理論基礎 研究內容 研究目的 

對外漢

語研究 

語言學 本體論：漢語本體研究 教什麼 

心理學 認識論：漢語習得與認知研究 如何學 

教育學 方法論：教學理論與方法研究 怎麼教 

計算語言學和 

現代教育技術 

工具論：現代科技手段應用於

教學與學習的研究 
用什麼技術手段 

 

對外漢語研究的四個層面構成了完整的系統。但因社會的發展、師資培育機構的差異、

任課教師的多元等因素，四個層面的系統，在臺灣有了新的樣貌。研究者於檢視、界定、釐

清碩士論文主題時，發現趙金銘（2001）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工具論的框架在操作上

頗有困難，因此配合本地研究生產出的論文，調整、細化框架如下： 

第一、維持「本體論」的名稱，將其內涵調整為包括「語言與文化」的語音、語法、

詞彙、漢字、語意、語用、篇章、修辭、語言對比、文化、跨文化理論等的學科知識。 

第二、將「認識論」調整為「學習論」，其內涵為「認知與習得」，內容包括：學習

策略、學習風格、認知差異、習得、動機、國別化、偏誤等與學習者有關的領域。 

第三、將「方法論」調整為「教學論」，其內涵為「教師與教學」，內容包括一位專

業教師所應具備的：教學設計、教學方法、教學策略、語言技能教學、課堂經營管理、

教師素質、教師語言、教師專業發展、師資教育等。 

第四、維持「工具論」一詞，其內涵擴增為「規劃與媒介」，包括能促進學習的課

程與規劃，以及各種教學所需的媒介物，如：課程設計、教材、教具、設備、多媒體、

網路資源、軟體、測驗、評量等等（見表 3）。 

 

表 3 臺灣華語文教學研究的基本框架 

 類別 項目 

本體論 語言與文化 
語音、語法、詞彙、漢字、語意、語用、篇章、修辭、語言對

比、文化產物、文化習俗、文化觀點、跨文化、宗教…… 

學習論 認知與習得 學習策略、學習風格、認知差異、習得、動機、國別化、偏誤…… 

教學論 教師與教學 
教學設計、教學方法、教學策略、語言技能教學、課堂經營管

理、教師素質、教師語言、教師專業發展、師資教育…… 

工具論 規劃與媒介 
課程設計、教材、教具、設備、多媒體、網路資源、軟體、評

量…… 

 

根據框架檢視碩士論文，得知：1. 大部分的論文並非僅存於單一領域，而是跨入了兩

個或三個領域（如圖 7）。2. 若以前述四類領域劃分，發現有 18篇論文，涉及華語教育政策

與教育行政，超出了前四類的範圍。3. 有 45篇論文與華語文教學無直接關係。因此除了文

獻提及的四大領域外，還加入了「教育政策與行政」和「無」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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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臺灣華語文教學研究的基本框架 

 

5.2 以標記分析研究主題 

針對華語文/對外漢語教學類論文進行後設分析，大陸的多位學者已有成果產出。孫德金

（2009）在〈五十餘年對外漢語教學研究縱覽—《對外漢語教學研究論著索引》編后〉一文

中提出的結論有：1. 學科總體框架已經建構起來。2. 研究領域趨向專門化、精細化。3. 各

領域間呈現不平衡狀態。4. 研究還存在較多的空白點。即對岸五十年來的研究雖為漢語教學、

漢語本體、漢語習得三足鼎立，但有失衡的現象，某些區塊仍待有心人投入研究。為進一步

瞭解臺灣碩士論文的研究情況，研究者採用依領域標記的方式，逐一整理 20 年來的碩士論

文，並以統計後的數量呈現臺灣華語文碩士論文的研究傾向。 

根據前述的華語文教學研究框架，將研究類別分為「語言與文化」、「認知與習得」、

「教師與教學」、「規劃與媒介」四類。分別標以「本」、「學」、「教」、「工」。對於關注華語

教育行政、教育政策類的論文則標以「政」，與華語教學無直接相關的論文則標以「無」。 

論文內容只涉及單一領域的有六種，如表 4。以「臺灣現今華語文教材的評估與展望」

及「專業素養的認同、實踐與失落：臺灣華語文教師職業生涯發展個案研究」兩篇論文

為例，前者研究的對象是教材，屬於「規劃與媒介」的範圍，因此記為「工」；後者研究的

對象是教師職業生涯發展，屬於「教師與教學」中的教師專業發展，因此記為「教」，而

「線上科學對話與知識建構對大學生語言學習的影響」一文，無論是內容還是研究對象皆

與華語文教學無直接相關，故記為「無」，其他主題的判別以此類推。 

 

表 4 單一領域 

領域 標記 論文舉例 

1. 規劃與媒介 工 臺灣現今華語文教材的評估與展望 

2. 教師與教學 教 
專業素養的認同、實踐與失落：臺灣華語文教師職業生

涯發展個案研究 

3. 認知與習得 學 華語教學相關系所外籍研究生學習焦慮之個案研究 

4. 語言與文化 本 臺灣當代國語新詞探微 

5. 教育政策與行政 政 秘魯華人移民與華文學校之研究（1849-2010） 

6. 無直接相關 無 線上科學對話與知識建構對大學生語言學習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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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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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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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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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所述，華語文教學為一跨領域學科，培育機構及師資背景具多元的特徵，產出的論

文亦多為跨領域之作。跨兩個領域者，如：「結合網路同步教學與多媒體網站輔助華文新

聞教學的探討」此題目，既屬於「規劃與媒介」中網路、多媒體的範圍，又屬於「教師與

教學」中的新聞教學設計，研究時標記為「工教」；亦有跨三個領域者，如：「現代漢語「不」

和「沒」之比較分析與教學活動設計—以英語為母語學習者的偏誤及學習策略分析為基

礎」此題目挑出的核心概念為「教學活動設計」、「兩個語法點的比較分析」、「偏誤及學習策

略」，其中「教學活動設計」屬「教師與教學」，「語法點的比較分析」，屬於「語言與文化」

的範圍，「偏誤及學習策略」則屬「認知與習得」，因此標記為「教本學」；也有少數同時跨

入四個領域者，如：「線上詞彙華語漫畫教學研究：以印尼日惹祟德三語國民學校之個案

研究為例」此題目的核心詞彙為「線上」、「詞彙教學」、「漫畫」、「印尼日惹祟德三語國民

學校」，其中「線上」和「漫畫」屬於「規劃與媒介」的多媒體、網路資源，「詞彙教學」

既屬於「語言與文化」又屬於「教師與教學」的範圍，「印尼日惹祟德三語國民學校」則

涉及國別化研究，屬於「認知與習得」，因此記為「工本教學」。 

5.3 研究主題的分析結果 

在 1142 篇論文中，內容屬單一領域的有 385 篇，包括兩個領域的有 551 篇，三個領域

的有 152 篇，四個領域的有 9 篇，與華語教學無直接關係的論文有 45 篇。統計結果得知，

碩士論文中有 62%的論文是跨領域的（見圖 8）。 

 

 
圖 8 碩士論文跨入的領域分布 

 

就單一領域的 385 篇論文來看，「語言與文化」領域的論文最多，有 148篇；「教師

與教學」、「認知與習得」的篇數皆為 78 篇；屬「規劃與媒介」的有 69 篇；「教育政策

與行政」的有 12 篇。在單一領域的論文中，「語言與文化」或稱本體研究，比例最高，

佔 39%，而關注教師、學習者、教學工具的三類相當，分別佔 20%、20%與 18%（見圖

9）。 

 

 
圖 9 單一領域論文類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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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兩個領域的論文最多，佔所有論文的 48%，可解釋為幾乎有一半的研究生在寫

碩士論文時需掌握兩個領域的知識。標記後以包括「教師與教學」與「語言與文化」的最

多，有 144篇，常見的是該研究者先分析本體的語言或文化知識，之後將知識應用於教學，

或是為教師提供教學建議，例如「現代漢語動作動詞重疊探討與教學應用」。其次是包括「語

言與文化」與「認知與習得」的論文，有 119篇，此類的研究者是以某個語言或文化知識為

核心，觀察、分析學習者的習得歷程或偏誤情況，如：「高級漢語學習者中介語介詞『在』

之使用情形研究」；再其次是包括「教師與教學」與「規劃與媒介」的論文，有 91篇，此類

的研究者多是為了提高教學成效，而將某種媒體、工具融入華語教學，為此提出了有別於以

往的教學設計，例：「遠距教學結合線上華語影片輔助學習平台之模組化教學設計：以華語

流行歌曲為例」。從包括兩個領域的論文來看，同時關注教學與本體的論文數量是最多的，

其次是學習與本體（見圖 10）。 

 

 
圖 10 兩個領域論文類別分布 

 

六、結語 

經由上述的調查獲致以下四方面的結論： 

1. 教學機構：臺灣華語文教學碩士的培育機構有 60%在北部，多於中部、東部和

南部。機構的屬性有：華語文教學研究所、隸屬學院的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以及相

關學系中設置的華語文教學碩士班三類，此反映了臺灣華語教學機構的多元性和高結緣

性。若從已畢業的人數來看，畢業自第一類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的學生佔 72%，而臺灣師

範大學的畢業生約佔全臺的一半，可推知決定未來臺灣華語文教育質量與發展的應是第

一類的機構，而臺灣師範大學的畢業生對此更有決定性的影響。 

2. 教師專業：調查相關機構的教師專業後得知，中國文學背景的教師佔 45%，其

他領域次之佔 16%，語言學佔 15%，教育佔 14%，而各機構的課程主軸為「研究方法」、

「語言學」、「教學」三大類，推知部分教師負擔了非本身專業的課程，此或為學科發

展初期的常態。多元是優勢，但深化專業仍待努力。 

3. 課程規劃：各培育機構皆訂有修業規定，並以此做為控管畢業生質量的門檻。以

必修課觀之，各單位不僅學分數差距頗大，課程內容除了研究方法外，也不盡相同。若

從教學實踐的需求回推明日教師的養成，語言學、教學、習得、工具皆不可少，目前必

修課甚至選修課多數學校都欠缺與此相關的領域。 

4. 研究主題：研究者以紮根法標記、計算後，將對外漢語研究的四個領域調整為：

本體論（語言與文化）、學習論（認知與習得）、教學論（教師與教學）、工具論（規劃

與媒介）的分析框架，並描述其內容。在標記的過程中發現 34%的論文為單一領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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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的論文為跨領域。就統計結果來看，無論是單一領域還是跨領域，本體（語言與文

化）的比重都是最高的，而學習（認知與習得）、教學（教師與教學）與工具（規劃與

媒介）三類的差距不大。 

二十年來臺灣華語文碩士的培育，在課程規劃、師資組成兩方面，仍有調整的空間，

但若以研究主題觀之則是多元、平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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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級商務華語情境教學課程設計–以房屋租賃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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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台灣所出版的華語教材中，有 3本包含房屋租賃為題材的課程，因為租屋是多

數華語學習者來台後，需要處理的生活問題。對於外籍學習者而言，並非所有人都能清

楚地了解台灣的租屋管道或是相關的契約規範，因此本研究透過以情境融入課程的教學

方式，讓學習者除了對實際的租屋情況及規定更加熟悉外，也能藉由課堂中教師設計的

活動獲得更多語言練習的機會。 

研究者考量學習者的學習目標後，選擇由台灣師範大學出版的《實用商業會話 I》

為教材，進行第一階段的教學實證研究。首先在台灣北部某國語中心內，以隨機方式選

取 3名不同國籍的中級華語學生作為教學對象，實施一次完整的情境教學活動，課後以

問卷作為評鑑方法，實驗得知這樣的教學方式不僅獲得學生喜愛，學生也認為學習效果

良好，惟教師提供的補充講義稍多，無法於課程中完全消化。研究者為了解情境教學是

否確實對學生學習租賃題材有幫助，進行第二階段的教學實證研究，此次以台灣北部某

大學的 4位外籍碩士生為樣本，考量的因素是他們在台的居住時間較長，更有租屋或換

屋之需求。研究者以第一階段學生提供的建議及教學經驗為借鏡，進行第二次的教學，

此次回饋也認為學習效果良好。 

研究者整合兩階段的學生建議及教學經驗發現，將情境活動融入課程設計中，確實

能夠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培養學習者擁有商務溝通的能力，協助學習者達成特定的任

務，例如：找屋、看屋與簽約等等。不過，教師的課堂時間分配與學生的學習負荷也是

教學者必須關注的問題。因此，若能有效掌握教學時數與布置房屋租賃訊息的輸入，將

使教學者的情境課程設計臻於完善。研究者希望提供以上的實證研究心得，與華語教師

和研究人員分享。 

關鍵詞：商務華語、情境教學法、房屋租賃、課程設計 

一、緒論 

台灣的通用華語教材中，介紹與房屋租賃相關的主題十分常見，無論《當代中文課

程 1》、《遠東生活華語 I》或是《實用中文讀寫 1》都談論到租屋的主題，可見租房的議

題對華語學習者而言，不僅切身相關且有其學習的必要性。除了一般華語教材把此情境

置入教材，兩岸出版的初、中級商務華語教材也有六套，舉凡綜合類、聽說類或是讀寫

類型的教材都將租房列為學生必須學習的主題，然而，儘管介紹的主題相同，商務華語

教材重視的內容以簽約、租房仲介、看房、買房偏好、租期長短等等為主要介紹的方向，

與通用華語教材偏重語言知識的加強以及句法結構的練習有別。有鑑於此，本研究擬探

討在「房屋租賃」這種貼近生活的語言情境中，所牽涉的商務活動為何。舉例來說，找

屋的管道、看屋的方式或簽合約時應注意事項等等，都是通用華語課堂上較難深入討論

的課題，因此商務華語課更重視租屋過程的情境模擬和語言訓練，以培養學習者具備相

關的商務知識為教學目標。 

依照各式教材編寫對象及學習內容的差異考量，華語學習者能獲得不同的華語學習

技能，並對台灣社會的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商務華語雖屬專業華語的一環，然而初、

中級的商務華語教材有許多貼近生活的商務情境，房屋租賃的主題即是如此。儘管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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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學習者已具備基本的華語語言能力，但是當教材出現商務用語，例如：委託、毀約、

估價等詞彙時，學習者常感到理解有困難，因此研究者透過兩次的實驗教學，融合真實

的語境對話以及搭配實用性的看屋和簽約過程的體驗活動，讓學習者能夠以情境學習、

親身參與的方式有效的學習商務華語。 

研究者首次實施商務華語情境教學，以台灣北部某國語中心隨機挑選之三位中級華

語學習者為研究對象，依據《實用商業會話 I》第三課「房屋租賃」看屋與簽約的內容，

設計一次完整的房屋租賃情境課程，為了解情境教學融入商務華語課程是否能幫助學習

者學習，再以四位在台居住時間較長，更有租屋或換屋需求的外籍碩士生為實驗對象，

進行第二次的教學實證研究，藉此觀察商務華語課程中，將情境學習模式融入教學，對

學生的華語學習是否有助益，並探討情境教學法在商務華語教學中的學習成效。 

二、文獻探討 

情境教學法(Situational Language Teaching，簡稱 SLT)源於 1930年代，由英國語言

學家發展而來的語言學習法，直到 1980年代開始被廣泛地運用在語言的口語教學課堂。

SLT教學法是一種習慣養成的行為主義學習理論，Richards 與 Rodgers (1986)提到，應

重視學習者正確地使用詞彙或句型並反覆練習，自然而然成為個人語言技巧的學習過

程。透過引導的方式從事語法教學，過度強調語意與結構若以母語或目的語說明，將使

學習者對學習內容的印象薄弱，解釋並無助於語言學習，應讓學習者於情境中推論出詞

彙或結構的意義，如此學生才能真正把學習的語言靈活運用於實際生活中。情境教學的

特色是透過真實的情境，幫助學習者掌握並運用詞彙或語法，使得學生能理解語意。受

結構主義影響，強調語言的口語能力是語言學習的核心，教學者的任務是營造情境使學

習者能透過模仿形成正確的語言習慣(何淑貞等人，2014)。 

目前兩岸情境融入語言教學的研究廣泛，台灣情境教學發展主要以結合數位科技的

電腦輔助語言學習或搭配行動裝置設計的語言課程居多。籃玉如(2014)於融合線上的虛

擬實境「第二人生」(Second Life)教學實驗發現，若能在虛擬的環境中學習華語，可以

顯著地增加學生在教室內的口語表達能力，也有助於改善學生學習華語的態度，能有效

的激發學生的語言學習興趣。此外，近年流行的 VR虛擬實境也成為課程中增添趣味性

與模擬實際情境的好幫手，透過建立華語虛擬實境(AR /VR)改變語言學習的方式，不僅

能夠激發學生的想像力，也提升學生主動學習華語的意願。以 360度 3D環景情境讓學

生不受時間或地點的限制，隨時隨地都能體驗不同的文化活動(賴飛鍾，2017)。不過要

如何於課堂中適切的安排這些活動，也是未來教師在教學上必須審慎思考的問題。除此

之外，為了幫助外籍學習者領略華語傳統文化中的古典詩歌，運用數位媒體的技術讓詩

歌中的情景圖像化，學生因此能以更具體的影像來理解古詩詞的意涵，從「依詩思境」

進一步達到「即境悟情」，真正體會詩詞中作者想傳達的意象與美感。(朱我芯，2012) 另

外，針對外籍學習者來台後，哪些屬於迫切需要使要華語來溝通的 10個情境調查顯示，

租房子是外籍人士認為必要的溝通情境，藉由多媒體教材的實驗設計，期許能有效幫助

學習者於不同情境中的聽說能力有幫助(曾金金，2012)。 

中國的情境教學應用以針對本國學生學習英語的口語、讀寫技能的培養為主，張軍

(2013)為了提高學生在英語課堂的參與感以及學生主動開口說英語的機會，當學習到不

同的主題時，運用圖片或影片進行情景教學，鼓勵學生發揮想像力，想像自己是情景中

的一角，然後練習說出一段故事情節，對於語言表達有困難的學生則給予一些句型，幫

助學生套用再練習表達，張軍認為如果能適當地運用情境教學，能協助學習者讓原本覺

得抽象的語言知識變得更容易記憶和學習。鄭紅蓮(2009)提到英文商務寫作課程若以情

境教學的方式進行，相較於傳統的教學法，不僅幫助學生整合其他學科知識，提高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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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務交際過程中處理問題的能力，也增加了學生之間的課堂互動、交流的機會。林淵

(2010)則認為英語寫作課比起其他課程來的枯燥，因此設計讓學生從模擬建立自己的公

司、介紹產品、會議主持到舉辦晚會一連串豐富的情境語言練習機會，針對高年級者則

增加模擬面試活動，告訴學生撰寫簡歷的方法，並以角色扮演的方式幫助學生了解招聘

與應聘的相關規定，然而林淵也指出，因為小組活動較費時、學生對於辦公軟體的熟悉

程度不一，所以容易造成學習者課後的學習負擔，情境教學有一定的操作困難度與運用

的範圍限制，因此需要更多的實踐才能讓情境教學更加完善。 

華語教學方面，教學者以實際的教學經驗，描述情境教學運用於課程中成功的案

例，徐理(2009)在語文課中結合情境教學發現，情境教學不僅能培養學生的觀察力、思

維能力以及想像力等等的多種能力，也能喚起學生對語言學習的興趣，透過創造實際情

境、角色扮演或情境導入等方法，讓學生猶如身歷其境，也更能無所拘束的表達心中的

意念和看法。童湘屏(2011)則以《語言學概論》課程為設計方向，將情境創置實踐於課

堂教學，把教學分為四個環節，首先透過教師發問創造情境，接著讓學生獨立思考並發

表自己的觀點之後，讓同儕相互分析討論創造語言氛圍，最後教師結合學生對語言分析

與相互交流的結果做出結論，教學者認為這樣的課程設計有助於學生讓原本抽象的概念

具體化，不僅學生的學習動機更積極也提高學習者對語言學的興趣。 

三、研究方法及流程 

3.1研究樣本 

首次實驗以台北某華語中心具備中級華語能力的 3位華語學習者為教學對象，此 3

位學生國籍分別為：美國、德國以及日本，因 3位學生各分屬於地區，所以教學者能經

由這次教學發現學習者不同的學習優勢與難點。第二次則挑選平均華語學習能力中上之

4位外籍研究生為對象，學習者的國籍則與前次不同，1位來自韓國、1位來自印尼，另

外有 2位來自越南，藉由蒐集不同國籍學習者之建議與反饋，觀察情境教學融入商務華

語課對外籍學習者的學習影響。 

3.2教學實證 

本研究以教學實證作為主要的研究方法，並輔以問卷調查的方式使研究更為完善。

此次商務華語房屋租賃課程之教學實驗共計兩次，首次以台灣北部某華語中心之中級學

習者為研究對象，每次課時約 30 分鐘，教師課程規劃的方向與學生的學習內容圍繞著

《實用商業會話 I》教材設計而成，參與課程之 3位外籍學習者課後認為學習效果良好，

教學者以學習者反饋之建議再修正後，第二次改以 4 位在學的外籍研究生作為實驗對

象，執行第二次的房屋租賃詞彙教學，課程結束後，請 4位學習者除了按照個人課後學

習心得提供建議之外，須再填寫一份商務華語調查問卷，透過更為謹慎的問卷填答結

果，協助教學者了解情境式教學法的成效。 

3.3課堂問卷調查 

本研究之問卷調查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學生的上課心得表，總共有五題，

每題各有一個題目，均為開放題型，請學生依據自己的想法來回答，每題字數不限，亦

能以英文作答。為了降低學習者填寫時的心理壓力，並注重個人隱私，此研究問卷不具

名，因此學習者所提供的課堂參與心得建議，無法顯示受測對象是誰，僅能瞭解關於課

堂教學正、反面之建議以及學習者的課後心得反饋內容。此份 DIEP問卷調查表分為四

個項目，重點描述如下： 

 描述(D-Describe)：說明上課情形以及老師的教學方式。 

 說明(I-Interpret)：舉例老師使用的上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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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E-Evaluate)：評估老師的上課方法是否有效。 

 計畫(P-Plan)：提供教學者適當的教學建議。 

學生必須根據課堂感受填寫於此表，約一週完成問卷回收，經教學者彙整後分析結

果。第二種問卷類型則是須具名之商務華語問卷調查表，這份問卷僅供第二次課程之受

測者填寫，因考量 4位受測者均為華語進階學習者，能夠為該次教學提供更深入的見解

與反饋，故增加此次問卷調查藉以提高實驗結果之可靠度與完整性。該問卷分為六大主

項目，依序為：基本資料、教學安排、課程設計、教材編寫、課堂互動和回饋與建議，

六大主項目之下包含 5個次項目，除基本資料及回饋與建議為開放式問答之外，其餘皆

參考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設計而成，題數為 20題，分數由低至高依序為：1不滿

意、2略差、3還可以、4滿意、5非常滿意，每題均為五選一之勾選題，研究者希望藉

此了解修改後之華語課程設計是否能夠符合學習者的需求，並更進一步梳理出若華語教

師於課堂導入情境教學的相關任務活動時，應如何更有效地準備與執行。 

四、研究結果 

4.1「房屋租賃」課程設計 

本論文提及之房屋租賃課程是針對教材中的詞彙部分設計而成，第三課生詞共有 47

個，按照詞彙內容與課程活動的安排，規劃為兩階段的教學模式，本次以第二階段租屋

情境中會遇到的看屋、簽約為主要的課程內容。詞彙教學與活動體驗大約需時 30分鐘，

經過兩次實驗後發現，若能有效安排課堂活動，縮短教師單向教學時間，提供更多師生

互動學習、複習的時間，可讓學生有更多練習與參與的機會。 

為了協助學習者能熟悉該課各個詞彙，課程包含三大特色，如下圖 1，第一，教學

者讓這 47 個詞彙完全融入於不同學習階段，無論是前期詞彙的認讀，中期的情境對話

練習，以及後期的任務活動操練，處處皆能發現詞彙的蹤跡，讓學習者於無形之中習得

該課所有詞彙，第二，提供符合實際現況之圖片與語言情境輸入，讓學習者能隨學隨用、

與時俱進，不怕與實際生活脫節，兼具實用性與趣味性。第三，考量學習者租屋時，可

能遇到的狀況與需求設計而成，以生活化的情境，有挑戰性的活動安排，讓學習者化身

為房屋仲介員達成指定任務，透過扮演特定角色的方式，不但學習者彷彿身歷其境，讓

他們更加熟悉在台灣找屋、看屋時的問題，也能培養學習者解決問題的能力。 

 

圖 1  課程的三個特色 

教學設計參考 Gronlund (1978)提出的簡化教學目標設計而成，期盼學習者於三大方

面能有所精進，例如，認知方面：能說出常見的房屋類型、能描述房屋的格局；情意方

面：能在課堂活動中適時協助同儕完成任務，展現相互合作的默契；技能方面：能經由

課堂活動的練習，了解在台灣租房子應有的正確步驟，並能在需要租屋時，除了幫助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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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也能協助需要找房子的其他人。課堂教材選用由台師大國語中心出版的《實用商業會

話Ⅰ》，根據教材內容加以補充貼近生活的相關資訊，讓教材更具新意與趣味性。 

4.2「房屋租賃」情境教學 

首次實驗以台北某華語中心具備中級華語能力的 3位華語學習者為教學對象，此 3

位學生國籍分別為：美國、德國以及日本，因為 3位學生各分屬於不同地區，所以教學

者能經由這次教學發現學習者不同的學習優勢與難點。課程主要以詞彙學習、情境互動

以及解決問題組成，第一次的情境教學流程圖請參考下方圖 2。 

 

圖 2  第一次教學流程 

詞彙學習(一)階段，為降低學生學習新詞彙時的緊張感，每頁簡報新的詞彙量盡量

不超過 3個，採用互動問答的方式，教師鼓勵學習者先與其同學分享自己的看房或租房

經驗，接著以生動的情境圖片引導學生了解看屋的方法和注意事項，隨後，教師透過隨

機指派 2位學生練習看屋時應如何與房東溝通，此時的房東由教師來擔任，如此不僅學

生有課堂的參與感，教師也能及時發現學習者的難點，針對學生不同的盲點提供必須的

協助。討論到房屋設備時，介紹與學習者國籍相關之家電產品，讓學生不僅能夠隨時與

教學者互動，也感受到教學者對於學生的用心之處。第一階段的詞彙學習結束前，教師

再帶領簡單學生回顧一次看屋的流程，例如：看屋的注意事項有哪些？而正確的看屋流

程是什麼？藉這次的機會，請同學們回想自己承租的房子是否安全。 

情境互動階段，活動名稱為「看屋隨堂考」，學生必須依據教學者給予的情境回答

出正確答案，這項活動設計於課堂中期，目的在於找回學生課堂學習的注意力，主要教

學目標是檢視學習者該次學習的課堂詞彙是否已經牢記。課間的情境活動有 2題，需要

2位學生回答問題，答題時若發現學生答題較為緩慢，教師會鼓勵學生以相互討論的方

式，齊聲回答出正確答案。第一題搭配兩個不同房型的圖片，第二題附上一張 58 坪的

室內家具配置圖，請學生以房仲業者的身分介紹房子，再請學生根據買主的需求判斷這

間房子是否合適，關於課間情境活動範例請見表 1。 

表 1  課間情境活動範例 

情境活動 情境題目 學習項目 

陪荳荳看屋去 荳荳因為沒抽到學校宿舍所以必需到校外租屋，荳

荳想租一間雅房，除了要求屋內採光要好外，她希

望能有一張沙發椅和一臺電視，如果能有冷氣會更

好，請問哪一間雅房比較適合荳荳呢？ 

1.辨別套房與雅房。 

2.本課詞彙。 

王太太想看屋 1.請幫王太太介紹這間房子的格局和特色。 

2.她需要有間寬敞的廚房能料理美食，如果有個陽

台可以種些花草會更好，另外她希望主臥房能有一

個按摩浴缸。 

1.扮演：房仲業者。 

2.本課詞彙。 

詞彙學習(二)階段，主要學習如何簽約、租屋契約樣式為何？考量租屋預算與押金

問題，提供學習者了解真正簽約的過程以及應注意事項，教師可進一步詢問學生們的簽

約經驗是否正確，透過除了課堂上的說明與學生的分享，也提供學生往後必須簽訂房屋

契約時，能更明確地認識如何簽定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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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問題階段，活動名稱為「好屋推薦」，學生必須扮演房屋仲介員達成指定任務。

這項活動規劃於課堂後期，藉以提升學習者於課程結束前的專注力。主要教學目標在於

培養學習者具備解決問題的能力，搭配與租屋相關的情境引導，讓學生們化身成為房屋

仲介員，學生必須依據各自抽籤的順序，協助不同的房客完成指定的任務。進入活動之

前，教學者會先說明活動的規則，並提醒學生們身分的轉變，教師此時的身分為協助者，

而學生成為活動的主導者，接著開始執行這項課堂結束前最後的活動，此次活動中有 3

題，需要 3位學生來回答問題，情境題目分別寫在不同顏色的紙卡上，學生能獨立回答

也可經同儕討論後作答，針對此活動設計而成的簡報範例如下表 2。 

表 2  推薦好屋情境活動範例 

情境活動 情境題目 學習項目 

葉同學的需求 我需要有一張單人床、冰箱、電視和鞋櫃的套房。 

如果有廚房更好，預算是月租兩萬元以內為佳。 

哪一間比較適合他呢？請你說說看理由是什麼？ 

1.單人套房 月租 22000 (含水電費用) 

2.單人套房 月租 20000 (含水電費用) 

1.套房的家具設備。 

2.考量月租金額。 

林大同的需求 林大同與房東約好在 4/19 日下午兩點在台師大簽

約，請你協助他們完成這份房屋租賃契約書。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62號。 

簽約日期：2016年 4月 19日。 

坪數：5坪。 

月租金：10000元。(每月 10號前) 

押金：5000元。(違約金為 3個月租金) 

1.與房東簽訂契約。 

王先生的需求 請問哪一個租屋廣告能滿足王先生的需求呢？ 

預算：9000元∕月。 

家具需求：床、冷氣、冰箱、洗衣機。 

只想租一年。要有網路，交通方便，可以有寵物。 

1.能了解租屋資訊。 

2.合適的家具設備。 

3.考量租金、租期。 

4.3第二次情境教學改善成果 

第二次則挑選平均華語學習能力中上之 4位外籍研究生為對象，學習者的國籍則與

前次相異，1 位來自韓國、1 位來自印尼，另外有 2 位來自越南，藉由蒐集不同國籍學

習者之建議與反饋，找出適合外籍學習者學習商務華語時的教學方法。修正後的課程內

容包含：詞彙學習、情境互動、解決問題以及複習四個部分，第二次的情境教學流程圖

請參考下方圖 3。 

 

圖 3  第二次教學流程 

詞彙學習(一)、(二)階段，在學習目標不變的原則下，教師考量整體學生的程度，

刪除太過簡單的問題，並縮短教師單向解說時間，以便多餘的時間能更有效地運用。此

外，介紹家具設備方面，不再逐項細部說明，改以詢問學生是否理解第四台是什麼？租

屋地點是否附有警衛管理，從學生的回答直接檢驗吸收的效果。至於簽合約的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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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改以圖像說明降低學生的學習負荷，如下圖 4，統整後更能幫助學生理解與記憶。 

 

 

 

 

 

 

 

 

 

圖 4  簽約注意事項圖 

至於情境活動的部分，課間的「看屋隨堂考」維持不變，主要是更動「好屋推薦」

的內容，因為學生人數增加為 4位人，且有鑑於第一次操作此活動時，因時間不足導致

無法完成房屋租賃契約書的簽約練習，所以教學者根據前次經驗做了修正，決定移除簽

約練習，改以如何在網上找房子以及扮演房仲業者協助客戶設計出租廣告單為新的體驗

活動，讓學習者不僅能學習詞彙也能有更多口語練習的機會，修正後的「好屋推薦」設

計範例如下表 3。 

表 3  修正後的「好屋推薦」情境活動設計 

情境活動 情境題目 學習項目 

＊大舅子想租屋 1.房屋類型：__________。 

2.房屋樓層：___樓。 

3.建物坪數：_____坪。 

4.格局：____房____廳。 

      ____衛____陽台。 

5.月租金：________元。 

6.押金：____月。 

1.了解如何在網上    

  找房子。 

2.本課詞彙。 

＊李經理房屋出租 李經理想將這間房屋出租，請你提供三句關於

這間房屋的介紹，協助他將出租廣告單完成！ 

1.客廳裡有…還有…。 

2.這間房子的…很不錯。 

3.我想推薦…因為…。 

1.能觀察室內設計  

 圖完成句型。 

2.本課詞彙。 

根據學生建議修正後，不僅增加了一次課堂結束前的小複習，讓學生有機會回顧這

堂課所學的新、舊知識，也能更有效率的運用教學時間，4位學生在問卷中對於師生間

的互動都表示感到滿意。透過兩次情境教學比較發現，情境模擬、學習負荷與教學時間

的安排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如下圖 5，教師若能仔細考量這三項重點，得以使教學者的

情境課程設計更為完善，如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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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兩次情境教學成效比較 

次數 
項目 第一次教學 第二次教學 

教學時間 不足 完成 

課程內容 過多 適當 

情境練習 只有課堂練習 包含課後複習 

師生互動 教師講解時間多 師生互動較佳 

 

 

圖 5  改善教學三個重點 

4.4教學省思 

教學者歸納兩次共 7位外籍生的課後心得回饋，以及第二次增加的課程問卷結果，

得到以下幾個研究心得： 

（1）學生們對於教師課程布置的看屋與租屋情境，確實能協助解決外籍人士棘手

的住宿問題表示認同，其中有學生提到，租賃契約牽涉到法律問題，若承租人不理解簽

約流程，可能產生法律糾紛或相關的賠償問題，課程裡學習的簽約方法對學生很有幫助。 

（2）教師以真實語料的情境圖片，例如：公寓的照片，有助於與日常生活結合起

來，或是利用圖像說明生詞和房間的擺設的關係，像是「這個房間有幾個浴缸？」。由

教學者給出條件之後，請同學找出適合的房間，是學生認為滿意且理想的情境學習方式。 

（3）除了使用真實的圖片來教生詞，學生覺得與教師討論額外補充的生詞，例如：

「如何判斷熱水器安裝是否安全？」，老師說明的同時如果也詢問學生的看法，鼓勵學

生用新的詞彙來回答，不但學生可以思考並記住詞彙，也讓課程能有整體的複習。 

（4）老師介紹的租屋網站及台灣租屋常見的租房相關內容，例如：第四台、陽台、

客廳或房、廳、衛單位詞，藉由設計不同的情境反覆練習詞彙，有助學生思考表達和記

憶。 

（5）講解詞彙時，盡量選擇和日常生活中相關或者和學生國籍有關的例子，有助

學生更快理解內容，教學者若能提到一些跨文化差異，對學生的學習會更有幫助。 

其次，針對教學者需要更關注並努力改善的地方，學習者也提出了以下建議： 

（1）學生認為教授詞彙時，不一定要按照課本中的順序。教師發問的問題不宜太

過簡單，會使學生感覺缺乏挑戰性。 

（2）課堂的學習負荷量過多，學生沒有時間可以做筆記，因此不宜有過多非本課

的難詞，雖然學生覺得補充的內容很實用，但建議教師的教學內容少一些或許效果會更

好。 

（3）教師語速的過快是學生普遍認為最重要且需要改進的問題，建議教師可以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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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速度來引導學生，在課堂中減少教學者的講解說明，留製造給學生發言或練習詞彙的

機會，讓課堂時間可以更有效分配與利用。 

五、結論 

透過研究者閱覽台灣與中國兩岸間出版之商務華語教材後，教材中安排與房屋租賃 

相關之課文內容者不在少數，由此可見，租房議題是大部分華語學習者經常會遇到的問

題，若能藉由提供真實的語言情境來幫助學習者學習，不僅能了解現今社會租房時應考

量的相關問題，也能將課堂所學的商務知識學以致用，除了增進語言能力，也提高學習

者學習商務華語的興趣，讓原本困難的商務詞彙學習起來更加輕鬆無負擔。 

藉著彙整兩次的學生建議與教學經驗發現，適當的將情境教學融入商業華語課程能

有助於學生學習華語，並能協助其了解在台灣如何看屋和簽訂房屋契約的正確方法，若

能讓房屋租賃的情境教學更廣泛的運用在其他商務情境練習，例如：找房時的電話洽詢

方式、租屋時如何與房東講價都是能夠進一步幫助學習者學習的商務情境題材。根據本

研究實證的結果發現，教師於詞彙教學、情境活動的時間分配以及有效引導學生房屋租

賃訊息的輸入，是教學者課前需審慎評估與分配的重要考量。最後，儘管前、後次的學

習者都認為情境學習的效果良好，本研究建議新手教師宜注意課堂師生互動比例的掌

握，如此才能避免讓學生只是當做觀眾而非課堂情境中的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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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本土化新概念的教材設計 

金鉉哲 

韓國延世大學 

摘要 

本硏究基於對韓國 90 年代以後漢語敎材開發的反省以及所實行的相應修改對策而

完成的。我們不得不承認現在的敎材開發只是大部分參考中國大陸和臺灣等地的已有資

料, 不考慮韓國的實際敎育現場, 一味進行模仿的産物。我們認識到敎材改革的必要性, 

在此將介紹一種新開發的敎材。這一嶄新的敎材可以說是對不考慮韓國學生特徵的語法

點順序編排, 忽視掌握漢字能力高超的韓國學生的特徵, 而編排的漢字學習方式的現有

敎材的一次挑戰和嘗試。它完全打破了‘生詞―會話―語法―替換―練習―文化’ 等

編排順序, 完全以句型, 特別是以“公式”式, 進行敎材編排, 同時課文和語法、詞彙、

練習冊以及敎師用指導手冊都獨立成冊, 以期將敎師和學習者各自的作用和任務發揮並

提昇到最大。 

關鍵詞 : 敎材, 新槪念, 韓國, 改革, 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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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華語詞彙變遷與教學 

葉德明 

摘要 

語言依附於社會，並為當前華語社會中溝通服務的工具。只要是於華語文存在並繼

續不斷的發展，詞彙的變遷就不會停止。台灣地區的華語文從 1945 年之後至今已逐漸

定型為自成一格的台式「華語文」，本文就事論事，探討一下現代華語在口說語、書面

與流行的現象。面對語言中詞彙的變遷，華語對外教學應運之道，教材編寫與教學法如

何配合，使學習華語文的外籍生，他們在課堂中學習正規的語音、語法、語詞之外，更

能聽懂流行語，例如「小確性」「小三」「宅男」，看報紙能看懂「陳抗」「軟實力」「同

志大遊行」，更能運用適當詞彙表達流暢的華語文。 

本文將就詞彙方面探討台灣華語文的現象，檢討在教學上的影響，並建議可實行的

教學策略。 

關鍵詞：詞彙、流行語、變遷、衍生、教材、教學法 

前言 

台灣華語隨著社會的發展自成一格，語音、語法、詞彙不斷增加，及時反映出社會

日新月異的變化。站在教外國學生的立場來看，我們必須注意到這種因時間與空間所帶

來的變化，以及他的影響，如何配合「國際漢語」（吳春祖 2012）普遍化，以免外國學

生在不同地區學習華語文時，陷入迷津。 

本文將就語詞變化不見於正式華語教材、衍生的流行用語分成口語、新聞用語兩類

作現場摘錄，分別與 1990 年代的紀錄作一項對比，探討現代台灣華語文詞彙變遷的趨

勢，及對外華語文教學應運的建議。 

一、1990年代台灣化華語詞彙現象（葉德明 1990） 

1990年代本人曾以150個高中畢業18至20歲的大一學生，在自然表達口語情景下，

說出具有地方色彩的國語，及當時電視新聞報告內容使用，不見於正式華語文教材的詞

彙摘錄如下： 

1.方言雜陳的遺跡  

凱子、老子、老公、半弔子、二百五、老相好、拖油瓶、白相人、拆爛污、不帶勁、

要不得、炒地皮、炒股票、搞定了、敲定了、空心大佬、空心大蘿蔔。 

2.在地本土語詞的慣用 

載、三八、安啦、假仙、蓋仙、養女、牽手、菜鳥、阿達、乩童、黑白講、軟腳蝦、

草地郎、蚵仔煎、度小月、莫宰羊、心事無人知、愛拼才會贏。 

3.外來語豐富 

3.1 直接用原文：PUB、KTV、MTV、卡拉 OK、GO、DIY、休閒用品、、三 K黨、

PU人工跑道、E型女性、趙少康 VS 康寧祥、B班不是放牛班。 

3.2 音譯：披薩、嬉皮、迷你、迷喜、作秀、杯葛、安琪兒、愛滋病、雷達網、登

革熱、摩托車、馬殺雞。 

3.3 意譯：景氣、代溝、反彈、新鮮人、連鎖店、大哥大、小耳朵、速食店、骨牌

反應、代罪羔羊、智慧財產權。 

4.商業及經濟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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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貨、期貨、貼放、交割、套匯、號子、長紅、長黑、下挫、灌水、漲停板、跌停

板、外匯存底、物價指數、經濟危機。 

5. 因應社會變遷自創新詞 

5.1 派：週末派、歡樂派。 

5.2 族：夜貓族、紅唇族、星星族、草莓族、頂客族、單身貴族、無殼蝸牛族。 

5.3 皮：嬉皮、雅皮。 

5.4 熱：大陸熱、股票熱、購屋熱、飆車熱 

5.5 度：可信度、打知名度。 

5.6 化：綠化、矮化、醜化、自由化、單一化、現代化、電器化、人性化、高齡化

社會。 

5.7 性：草根性、可讀性、強迫性、彈性上班、彈性放假。 

5.8 機車：他那個人很機車。  

6. 娛樂及運動  

休閒、電玩、黃腔、馬子、拉風、環保、哈草、抓狂、激情、怪招、帥哥、泡妞、

小鋼砲、牛肉場、放鴿子、全壘打、開天窗、踢皮球、親子活動、敗部復活、三振出局。 

7. 政治術語 

老賊、反彈、轉機、街頭示威、民主抗爭、萬年國會、社會檔案、自力救濟、政治

掛帥、開放政策、台灣經驗、脫序現象、全面掃黑。 

8.校園行話 

正典、大牌、惡補、很菜、蹺課、死當、活當、K 書、放水、立可白、國四班、B

段班。 

9．其他 

女強人、見光死、開天窗、跌破眼鏡、當社會零件、搞什麼飛機、先上車候補票、

糗事一籮筐、沒有白吃的晚餐、爸爸回家吃晚飯。. 

目前有些當時流行的詞彙仍在使用中，但有些詞時過境遷，經不起時間考驗詞，已

經自然淘汰了。 

二、2017當代流行詞彙的遞變 

2000年編的華文語教材，雖幾經改版，但檢討一下，仍然有跟不上社會、時代的進

展，比較之下尚有語詞滯礙，無法跟上現實語詞變更的潮流。 

1．口說的詞彙（2017） 

目前在校園、電視節目一般口說流行，但仍未在華語課本中出現的詞彙較 1990 年

代更加豐富。外國學生在課堂中幾乎學不到，因此與人溝通時感受到未能溝通的困擾。

當前在每日聽到常用的詞彙記錄下來，可發現與上述 1990 的現象比較不盡相同，常聽

到的口說諧語如下： 

喬─、冏─、飆─、甩─、─梗、賴─、打臉、霸凌、很潮、雞婆、龜毛、穿幫、

揪團、掛了、撇步、充電、續攤、抹黑、脫序、宅男、宅女、正男、正女、配套、施壓、

小三、小鮮肉、小確幸、多元化、大手筆、原汁原味…。 

2.報紙新聞標題 

摘錄今年 9 月至 10 月兩個月中國時報的新聞標題，發現新奇百怪各類詞彙出現，

令人目不暇爾，並增加不少使人難解的外來語縮寫，本地方言諧音詞彙如下。 

2017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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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A13版：求職不被打槍 達人教撇步 

2）9/26，A3 版：選秀節目 竟當特洛伊木馬 

3）9/27，A11版：假交往 飯局妹詐富商 3000萬 

4）9/27。A11版：親友當人頭帳戶洗錢                    

5）9/27，A11版：煉金術 騙太大 露了馬腳 

6）9/27，A11版：美女名醫遭爆 害董娘毀容 

7）9/27，A11版：混血正妹騎士 遭酒駕男撞飛亡 

8）9/27，A12 版：熊讚笑學柯 P 抓頭 

9）9/27，A12 版：簽名、熊抱 來者不拒 

10）9/27，A12 版：香港迷、輪椅嬤是鐵粉 

11）9/27，B3版：陳 XX若槓龜摔跤娛人 

12）9/27，B3 版：蔡 XX甩肉搶新演員獎 

13）9/27，B3 版：陳 XX入圍胡 XX恭喜慢半拍 

14）9/28，A6版：占公家便宜 判刑、拔官因小失大 

15）9/28，B2版：《TMD天堂》送暖家扶籲多點尊重 

16）9/28，A4版：搭棚不唱戲 勞動部莊孝維 

17）9/30，A13版：北捷投資雙子星 挨批莊孝維 

 

2017年 10月 

18）10/1，A5版：學子創意來電 首獎三萬   

18）10/3，A13 版：柚香冰皮月餅 熱量不爆表 

19）10/3，C1版：宅男女神少逛街  

20）10/3，A13版：中秋烤肉有撇步 避免致癌物 

21）10/4，A4版：陸十一觀光財 我看有 口甲 口無 

22）10/6，A4版：補助喬不定 私校退場喊卡 

23）10/6，A6 版：海外 EMBA擬鬆綁 開放招陸生 

23) 10/6 ，A16 版 席展魄力 民族復興須拼軟實力 

24) 10/7， A5版：台壽攜手熊讚 來南港看花車 

25）10/7，A11版：童熊抱女師 校長拗愛的抱抱 

26）10/8，A4版：大咖子弟兵 上刺刀拼選戰 

27）10/8，A6版：二代宅超夯 家人相互照應 有點粘又不太粘 

28）10/9，C3版：走路變慢竟是動齡警訊 

29）10/9，A15版：國慶日的紅衣小女孩 

30）10/11，A11 版：關說嗆警全起底 周 XX 凌遲柯 P 解密 

32）10/11，B1版：許茹雲揪夫 台中夯點玩透透 

33）10/14，A1版：英語列官話 搶救台灣軟實力 

34）10/14，A10 版：杜特蒂錯飆罵 嗆逐歐盟使節 

35）10/16，A10 版：31歲小鮮肉 當選奧地利總理 

36）10/23，A16 版：民粹狂飆 捷、義、兵導向右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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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0/25，A13 版：摩鐵毒趴氾濫 分局長剉咧等 

38）10/26，A5版：不滿裁罰 高通 5G合作喊卡                         

綜合以上目前台灣流行的詞彙，對外國學生而言全是華語文教材上找不到的陌生詞

彙。與本地人接觸時聽不懂對方的意思，看報紙遇到的困難更多。因此在教學上我們必

須設法如何讓學生入境隨俗，進入台灣文化、語文的廟堂，是當前面對的問題。   

三﹑詞彙教學策略 

1.詞彙教學法（The Lexical Approach）(Lewis 1993)所標榜的是─第二語言學習和語

言使用，以詞彙為中心的看法，特別是把所學習與使用的多元詞彙單位（multiword units）

或語意群（chunks）當作單一物件。語言學理論中察覺到詞彙在語言描述上的重要角色。

杭士基（chomsky R.）先前的變形語法學家們，原將語法視為教學的主要焦點，近十幾

年來也對詞和詞彙的形成、編碼及組合給予更多注意。最近在其極小語言學理論

（minimalist Linguistic theory)（2004）中,已採用了詞彙為主（lexicon-is-prime）的說法。 

2.詞彙廣泛閱讀（鄭 1997b) 

人類能夠掌握運用語言符號或詞素的數目是 4，000到 7，000 之間，而不是幾萬到

幾十萬。如此，語言才能在短短的幾年內習得。然而詞語與詞語之間的關係，以及其精

細的語意要從語境來理解，需要從大量閱讀或頻繁的語言溝通來學習。上下文對詞語學

習的用處是提供細緻的語意和語詞搭配的情形。經過統計過去偉大作家所用的漢字只有

3，000─5000，而非三五萬。英文是 4，000─ 7，000，而詞條 90% 覆蓋率，在台灣

是 5，005，香港是 7，477。中文表達完整意思，經果統計（鄭 1997b）,需要十幾個到

一百多個漢字，平均長度是 52 字。學習詞彙，並不是背誦個別漢字或詞條，而是要了

解個別詞在語流裡怎樣和其他詞搭配，形成有意義的段落。中文表達完整意思，經果統

計（鄭 1997b）,需要十幾個到一百多個漢字，平均長度是 52 字，學生在針對一詞閱讀

時，看到一些詞一再出現，就能把詞語的關係建立成「心理詞典」（Wordnet)Miller(1992)。 

3.在初級教學中建立「心理詞典」（Collins & Loftus 1975），每課的內容，以一個關

鍵詞為中心，利用其周圍實用的相關詞，出現在製造心理進展的詞群，以詞群記憶相關

連的詞，根據每個人一般與人接觸時得到的新詞加入在本課「心理詞典」中，使新詞的

意義類似「網」的形式存在於心理詞典中可以活用。如：以遠東生活華語 I，第六課「找

房子」為例：其關鍵詞是房子、路、街、東、西、南、北、多少、時間、房租、房間、

電話、電視…….此課就可加上「小確性」在擴展對話中使用。 

4.中級教學，在正規教材中另闢一欄，讓學生知道「你也可以這樣說」。如：今年台

灣師大蕭惠珍老師主編的中級教材《台灣萬花筒》（2017），第一課課文中就有這樣的句

子：「除了登山之外，鐵馬環島也是對身心很好的訓練，「鐵馬」來自閩南語，意思就是

「自行車」。                                                                                                                                                                                                                                                                                                                                                                                                                                                                                                                                                                                                                                                                                                                                                                 

5.高級教學，直接採用當日新聞報紙。學生接觸體會當前詞彙的變化。老師採用「翻

轉教學法」，事先讓學生看當天報紙，並預備挑出問題，上課時討論內容，老師此時可

解釋這是台灣特有的詞彙，並舉例與其意義相關的詞彙與用法。如：北捷投資雙子星 挨

批莊孝維。學生理解後，老師給予語境，讓學生使用在自我認知的系統上。 

四、華語文教學國際化/或區域化 

就全球華語文普遍化的立場來看，各地區都有其個別的特色，自 2005 以來有華語

國際化的概念，稱華語文教學不應只有一種標準，應包容並尊重各地有特色的華語，就

像英語教學也不能以美國、英國、澳洲的英語教學為標準一樣。但華語教學大前題，當

初是以北京人受過高中以上教育的語言所具的語音、語法、詞彙內容為標準，到現在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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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也是各地考選華語教師的標準。當然我們在台灣無論是編寫教材、師訓、教學，仍

然嚴謹執行不違，但當一位外國學生到台灣之後，他必須面臨大環境與人溝通交際，若

無管道學到道地的本地華語文，在學習的過程中必遇到瓶頸，這是個值得檢討的問題。 

結論： 

語言變遷是時代的產物，對外華語文在歷史上是遼、金、元、明、清至今 1009 年

來的官話。他是漢語中北方官話的主流，因具有優點與長處，歷久不衰。台灣化華語文

因大環境的影響而自成一格。但經 72 年來國語推行不遺餘力，無論是電台、電視、師

範院校，都大力提倡,並保持標準國語水 平，尤其是對外華語文教學方面，對師資素養

要求嚴格，外國學生到台灣不但可以學到標準的北京話，也能學到傳統文化與正體字，

同時見識到因目前世界科學文明、工商業貿易往來頻繁，民俗風氣轉換等所使用的流行

詞彙。由此可見台灣區華語文變遷的價值，值得我等在華語教學上的重視。 

參考書目： 

1. 葉德明（1990）台灣化國語之現象與影響 美國 全美中文教師學會 

2. 葉德明（1993）漢語詞彙結構與教學 美國聖安東尼 

3. 鄭錦全（1997b）一詞廣泛閱讀 台灣 1997 演講稿   

4. 2017/9─10月 A─C 版 中國時報新聞標題 台灣 

5. Lewis,M.2000 Learning in the Lexical Approach. In M.Lewis(ed),Teaching Collocation 

further Development in the Approach.London Language Teaching Publications.155-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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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語能力與文本複雜度於詞彙推測之探究—以日籍學習者

為例1
 

蕭惠貞、湯立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系暨研究所 

huichen.hsiao@ntnu.edu.tw、pinking0423@gmail.com 

摘要 

「詞彙推測」是二語學習者於閱讀時遇到生詞最常使用的策略（Fraser,1999)，

Haastrup（1991)將其定義為「學習者透過可得之語言線索下，結合自身世界知識，及

對上下文本意識和相關語言知識後進行推測」。詞彙知識與句法知識在影響詞彙推測上

孰較重要，有待進一步調查;另學者對文本複雜度如何影響詞彙推測亦持不同看法，故

本實驗為從華語學習者二語程度（L2 proficiency)與文本複雜度（text complexity)兩面

向，探究其與華語二語學習者之詞彙推測表現的相關性與影響。在二語程度上，主要

探究其中之詞彙知識和句法知識，何者與詞彙推測表現較為相關；在文本複雜度上，

探究詞義透明度和句法難易度其對詞彙推測表現與閱讀表現之影響為何；另以有聲思

考（Think Aloud)了解華語二語學習者在推測不同詞義透明度詞彙時所用知識來源是否

有傾向性。實驗對象是日籍華語中級學習者，材料為文本複雜度不同之短文四篇，每

篇含四個目標詞，實驗流程為 (i)詞彙知識測驗、(ii)閱讀短文、(iii)有聲思考、(iv)詞義

與閱讀測驗、及(v)句法知識測驗。 

初步結果顯示：（1)詞整體二語能力與平均詞彙推測成功率為邊際顯著之中度正相

關（r=0.493)，然詞彙知識、句法知識各別與平均推測成功率之相關性不顯著。在句法

知識題型中，造句分數與平均推測成功率之相關性不顯著，改錯分數與平均推測成功

率則達顯著（r=0.523)，應為不同題型可測得之知識類型不同所致（Roehr, 2007)，或與

個人因素有關（Ellis, 2006)；（2)句法難易度對詞彙推測無顯著影響，而詞彙透明度對

詞彙推測有顯著影響，且推測透明度高之目標詞較易成功（成功率 76%)，推測日籍受

試者多為利用日語漢字與華語漢字相似之特性，以字形輔助推測，符合 Frantzen（2003)

「字詞外觀比語境線索對詞彙推測影響更大」之看法；（3)  無論目標詞之詞義透明度

之高低，受試者皆會傾向首先尋求文本線索來進行推測，顯見其為重要的知識來源。 

關鍵詞：詞彙推測、詞彙知識、句法知識、文本複雜度、詞義透明度 

壹、研究背景 

二語詞彙習得大部份是以附帶式習得（incidental acquisition)進行，閱讀文本過程

中遇到生詞時，為理解文意，學習者推測生詞是最常用的策略之一（Fraser, 1999)；

Haastrup（1991)對「詞彙推測」定義為：結合學習者世界知識、對上下文本的意識和

語言知識後的所有可得語言線索下確認推測詞義；影響成功推測的因素包括目標詞與

文本的本質、學習者運用文本線索的能力和認知和心力投入程度等（Nassaji, 2004)。本

實驗主要分別從學習者二語語言能力（詞彙知識與句法知識)上，檢視其與詞彙推測表

現之相關性，以及從文本特性（詞義透明度與句法難易度)上，檢視其對詞彙推測與閱

讀理解之影響，並進一步從中觀察受試者推測不同詞義透明度之目標詞時，所運用之

知識來源是否具特定傾向性。 

                                                   
1
謝辭：感謝參與本實驗的所有受試者、並感謝科技部計畫研究經費補助（MOST 106-2410-H-003-060-）。

文中若有其他殘存問題，責在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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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與理論基礎 

本節主要從二語能力與詞彙推測的關係、文本複雜度與詞彙推測的關係，以及詞

彙推測所用的知識來源等三方面，進行相關討論與評述。 

2.1 二語能力與詞彙推測的關係 

Haastrup（1991)主張二語程度是影響詞彙推測的關鍵因素；而 Zhang（2012)指出

在二語程度中，詞彙和句法知識是在閱讀時最受關注的語言知識，因詞彙和句法線索

是建構局部（local)和整體（global)篇章的基礎，且詞義和句法知識亦是構成句子命題

的要素， 因此許多研究把詞彙知識和句法知識當作評估二語能力的重要指標，以下分

別針對詞彙知識與句法知識進行相關研究之回顧。 

2.1.1 詞彙知識 

詞彙是語言建構的基礎，是人與人溝通的必要元素，如 Wilkins（1972：111)提出：

「沒有語法，能傳遞的信息很少；沒有詞彙，則什麼也不能表達。」長期以來，探究

詞彙知識發展的相關研究在閱讀研究領域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在眾多知識來源中，

詞彙知識與學習者閱讀和理解文本存有較強的相關性，許多一語和二語研究都發現詞

彙知識是預測閱讀能力的最佳指標之一（Nation, 2001; Qian, 2002)。而在閱讀處理中的

推測詞彙行為亦會受到學習者詞彙知識之影響，如在 Qian（2005)對英語二語學習者研

究中證明詞彙知識深度在閱讀理解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意即詞彙知識越高，閱讀理

解能力越強；而閱讀理解能力強，又能再增加詞彙知識，而 Haynes（1993)指出缺乏詞

彙知識常是阻礙推測之主因。 

學者們對詞彙知識的組成提出過不同看法，如 Haastrup 與 Henriksen（2000)認為詞

彙知識分為兩部份，一為詞彙廣度，指學習者知道的詞彙量（Nation, 2001)，衡求量方

式包括選擇同義詞與翻譯等；二為詞彙深度，即學習者了解某詞彙的程度（Read, 

2000)， 也就是詞彙使用能力，除知道其在某一語境中的詞義，也應知與此字詞相關的

其他知識， 如發音、拼寫、文體、同義詞、反義詞等。Qian（1999)證明了詞彙知識深

度在閱讀理解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Qian（2005)亦指出詞彙知識中所包含字形拼寫、

句法、語義、搭配性等，在閱讀和推測時彼此之間會交互作用，以達到對文本的理解。 

2.1.2 句法知識 

另一方面，句法學習則是一系統學習，能提供學習者輸出和創造語言的基礎，相

關研究已證實句法知識能夠增加學習者運用語言時的正確性，而導致更有效的溝通和

加速習得（Paribakht, 2004)，因在流利的語言輸出中，需要用到大量的短語（lexical 

phrase)和句式（formulaic expression)，將短語和句式切割為更小的字詞單位時就需要用

到句法分析的知識（Schmitt, 2002)，而在訊息的解釋或命題的整合上，讀者皆需處理

句法或語義訊息（Singer, 1990)，故句法能力與閱讀理解之間必然存在某種程度的相關

性。 

在閱讀理解表現中，對於「句法知識和詞彙知識何者較為重要」，學者們持有不同

看法。例如 Berma（1984)發現受試者閱讀句法簡單的文本時，其理解表現較佳，意即

句法的確會影響閱讀理解；Brisbois（1995)認為詞彙知識在閱讀理解中比句法知識重要，

Mecartty（2000)指出詞彙知識比句法語知識更能解釋閱讀理解中的變異，Nassaji

（2003)亦認為對於閱讀理解而言，詞彙知識的重要性大於句法知識，而 Gelderen 與 

Schoonen（2004)則認為兩者均很重要，字詞和句子解碼、詞彙知識、句法知識和有策

略的閱讀技巧都是閱讀理解中的重要因素。Toshihik 與 Weir（2007)卻提出不同看法，

其研究顯示句法和詞彙知識對預測閱讀理解表現都有顯著貢獻，然句法知識比詞彙知

識更能預測閱讀理解表現（迴歸係數 0.47 > 0.42)，且在高、低程度的受試者組別中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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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此結果。總的來說，詞彙知識與句法知識對影響閱讀理解表現和詞彙推測上，何

者影響較為重要，尚未有定論，華語方面的研究更仍有待進一步之研究和調查的議題。 

2.2 文本複雜度與詞彙推測的關係 

影響二語學習者推測之因素很多，文本複雜度是其中之一。若文本容易，則讀者

不需為理解詞義而停在某詞上就能理解文意；若文本太複雜，讀者會無法運用語境線

索， 且會降低其運用語境線索的意願；實際上不同學者對文本複雜度如何影響詞彙推

測或習得亦持有不同看法。此外，影響文本複雜度的因素還包括詞頻、句長、詞義透

明度和句法難易度等等，而本實驗則為針對詞義透明度和句法難易度進行探討。 

2.2.1 詞義透明度 

評估文本中詞彙特徵之指標包括詞頻與詞性等，詞義透明度（ semantic 

transparency) 亦是表現詞彙特徵的方式之一，詞義透明度是指合成詞的整體詞義可從其

構成成分的詞義中推知的程度，即整個詞與其構成成分的詞義相關度

（Zwitserlood,1994)。Frisson、Klement 與 Pollatsek（2008)根據詞義透明程度之不同，

分為透明複合詞、部份透明複合詞及不透明複合詞。透明複合詞即該複合詞的構成成

分是透明的，和其整體詞義有相關性，如“carwash”；部份透明複合詞是指在複合詞的

構成成分中，有某部份和其整體詞義相關，如“horseradish”，其中“horse”和此詞無關，

但和“radish”有關；不透明複合詞是指在複合詞的構成成分中沒有和整體詞義相關的部

份，如“cocktail”，此詞無法由前成份“cock”或後成份“tail”推敲出整體語義。然而，

Frisson、Klement 與 Pollatsek（2008)指出「透明」是一個相對概念，因透明複合詞的

整體詞義未必和其構成成份完全一致，如“cowboy”所指涉對象未必就是“boy”。在處理

方面，人們對透明和不透明複合詞的處理不盡相同，如 Sandra（1990)發現透明詞有促

發效果、不透明詞則無；Zwitserlood（1994)利用荷蘭語的透明詞、部份透明詞和不透

明複合詞當促發物，以語義關連詞當目標物，其發現透明和部份透明詞皆有促發效果；

Libben 等人（2003)把兩字複合詞分為  TT、OT、OO、TO 四種類型（如  TO 為 

transparent-opaque，即首字透明、尾字不透明)，發現受試者對首字不透明複合詞的反

應時間較長，且首字和尾字（即前後構成成分)皆會促發該複合詞。 

2.2.2 句法難易度 

Kaivanpanah（2008)發現在句法簡單的文本中推測表現較佳，因處理二語文本時需

要理解字詞之間的句法關係，且在複雜文本中所需心力投入也會影響讀處理文本的意

願和表現，此結果與前人研究相符（例如 Frantzen, 2003)，即文本複雜度會影響詞彙推

測，在複雜文本中讀者較無法運用文本線索進行詞彙推測。在 Bordag（2015)的研究中，

其針對文本中的複雜句法對附帶式詞彙學習的影響提出兩種不同假設：其一為簡單句

法會阻礙附帶式詞彙習得，因多數資源和心力在解碼文本，無足夠其他心力去習得生

詞；若文本簡單，才會有多餘資源和心力去進行字形與意義的連結。其二為在理解句

法困難文本時，文中每一字語義皆重要，故能導致較佳的附帶式詞彙習得；而文本簡

單時，其中生詞反而常被忽略。其結果發現，文本中句法難易度較高可帶來較佳附帶

式詞彙習得， 從複雜文本中推測的語義表徵會比從簡單文本中推測的語義表徵較強較

快被取得，即文本句法難易度對附帶式詞彙習得有正面影響，在句法困難的文本中進

行推測和建立語義表徵，能讓受試者將注意力放在字詞的層次，此結果和  Rieder

（2002)主張一致，即受試者在語境中推測到的詞義和新詞字形的連結不會自動產生，

而是需要其把注意力從文本轉移到字詞上才會發生。文本句法困難度可引發讀者「注

意力從文本轉移到字詞」，因無法輕易理解文本時，文中每一個字的字義對推測文意來

說都是很重要，注意力就會轉到字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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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詞彙推測時所運用之知識來源與策略分類 

詞彙推測過程涉及詞彙知識與知識來源等。在進行推測時所運用的知識來源上，

學者們有不同分類方式，例如 Haastrup（1991)經有聲思考法（Think aloud)實證後，將

知識來源分為「語境」、「語內」、及「語際」三類，如表 1 所示： 

表1 Haastrup（1991)的知識來源分類 
 

 

主分類 

 

次分類 
頻率排名 

語 境 
上下文 1 

世界知識 3 

語 內 
字的本身(包括拼音、構詞、詞類、搭配、語義) 2 

句法(生詞所在句子的句法，分為：定冠詞、形容詞、介詞等) 6 

語 際 
母語 4 

母語和二語之外的其他語言 5 

而 Qian（2005)參考上述 Haastrup 的分類後，在其研究中根據線索位置將知識來源

進一步分為(i)字內、(ii)含該詞的 T-unit 內語境、及(iii)含該詞的 T-unit 外語境。而其中 

T-unit 是指「最小可斷單位」可當作句子一樣的獨立存在單位。 

另一方面，在詞彙推測策略方面，各學者對其分類稍有不同，簡介如下。Hamada

（2009：452)根據 Nassaji (2004)的分類：其將詞彙策略分為三大主策略，辨別

(identifying)、評估(evaluating)與監控(monitoring)。其中，辨別策略主要與語言形式相

關，包括重覆 (repeating)、構詞分析 (morphological analysis)、字形類比 (word-form 

analogy)、句法分析(syntactic analysis)、語境分析(contextual analysis)。評估與監控則為

推測時知識行為的表現，如確認、反行、或自我詢問等。同樣地，Hu（2014)的研究分

類中，其根據受試者的有聲思考資料，分析出十二個推測次策略，可歸納為以下四類，

如表 2所示： 

表2 Hu（2014)的策略分類 
 

主策略 次策略 定義 

 

偏重形式 

form-focused 

分析analyzing 
分析字詞用法知識，例如詞綴(前綴與

後綴)、標點符號及文法 

聯想associating 用相近字詞去聯想目標字意義 

重覆repeating 重覆文本中的目標字 

 

偏 重 意

義

meaning- 

focused 

文本線索using textual clues 用前後文的線索推測目標字詞意義 

使用先備知識 

using prior knowledge 
使用先備知識或經驗推測目標字意義 

改述轉譯 paraphrasing 改述或轉譯文本內含目標字的部分 

 

評估 

evaluation 

自我詢問 making inquiry 質疑自己的推測是否正確 

重新確認或否定 

confirming/ disconfirming 
用文本資訊重新確認或否定 

評論commenting 對目標字做出評估性評論 

 

 

澄清困難 

stating the failure/difficulty 
說出推測的困難與失敗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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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 

monitoring 
延遲判斷suspending judgment 

延遲對目標字的推測，或等到下一次在

文本出現時再行推測 

重新推測reattempting 
同一生詞在文中再次出現時，摒棄原

有推測，重新推測 

本研究策略分類方式主要為參考 Hu（2014)的分類，另亦進行調整，包括實驗主要

探討為推測時所用到分析相關線索，即「知識來源」的部分。而本研究中「文本」的

定義包含 Hu（2014)所指之文本（text)，即前後文，以及 Hamada(2009)所指之語境

（context)， 即短語、子句或整體篇章的語境。分類如下表 3 所示： 

表 3  本研究之推測策略分類 
 

策 略 定 義 

 

 

 
知

識

來

源 

Analyzing分析 
分析字詞用法知識，例如詞綴(前綴、後綴)、標點符號、句

法、構詞、搭配詞(包括句法上的搭配、詞語共現的搭配) 

Associating聯想 用相近字詞去聯想詞義，包括詞義、聲韻、字形(ex.部件)聯想 

Using textual clues 

文本線索 
用前後文的線索推測詞義 

Paraphrasing改述轉譯 改述或轉譯文本內含目標字的部分 

Using prior knowledge 

使用先備知識 
用先備知識或經驗推測詞義 

跨語言分析 借助母語或其他語言的線索來推測詞義 

參、研究問題 

根據背景與相關文獻探討，本文之研究問題為： 

1.華語學習者之二語語言能力（i.e.詞彙知識與句法知識)和詞彙推測表現的相關性

為何? 意即本文預期華語學習者之二語語言能力（詞彙知識與句法知識)和詞彙推測表

現 可能為正相關；其中，詞彙知識與句法知識分別和詞彙推測表現皆為正相關，即詞 

彙知識越好則推測表現越佳、句法知識越好則推測表現越佳；且詞彙知識與推測表 現

之相關性大於句法知識與推測表現之相關性。 

2.文本本身之文本複雜度（i.e. 詞義透明度與句法難易度)對詞彙推測產生的影響為

何? 

3.在不同詞義透明度下，推測時所運用之知識來源是否有特定傾向性? 例如，預期

假設為若詞義透明度高時，受試者可能較傾向運用構詞分析與詞義聯想策略進行詞彙

推測，反之，若詞義透明度低時，受試者較傾向運用文本線索進行詞彙推測 

肆、研究方法 

本實驗之施測流程、受試者與實驗材料說明如下。 

4.1實驗流程 

除了背景調查與前測之外，整個實驗分為閱讀、有聲思考、詞義理解測試、及語

法知識測驗，共計約 70 分鐘，各階段之實驗內容與目的如下表 4 所示。 

表 4  實驗流程 
 

階段 內容 目的 時間 

- 背景調查 了解受試者華語程度 1 分鐘 

- 前測-詞彙知識五級量表（20 題，16 了解受試者對目標詞知識深度 4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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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標詞、4 題干擾詞) 

Step1 閱讀 4 篇文章，邊讀邊圈生詞 受試者先行閱讀並標出生詞，以利進

行後續有聲思考 

20 分鐘 

Step2 4 篇文章之有聲思考 了解受試者閱讀難易程度不同的文

章時，對生詞的推測策略 

20 分鐘 

Step3 紙筆作答：4 篇文章，每篇各 4 題詞

義選擇題、4 題閱讀測驗 

了解受試者閱讀難易程度不同的文

章時，對詞義與文意之掌握 

15 分鐘 

Step4 句法知識測驗：造句與改錯（16 題) 了解受試者對目標句法的知識深度 15 分鐘 

4.2受試者與實驗材料 

受試者為日籍中級華語程度之學習者，通過 TOCFL 三級檢定或已學習華語達一年

以上，共計 16 位。關於目標詞的設計，每篇文章各 4 個雙音節詞彙，HSK 5 級以上且

詞頻相近。由於日語深受華語影響，如日本漢字，在日語中有許多詞彙使用日本漢字， 

故受試者應能由漢字字形來推測詞義，故本實驗之詞義透明度意指對日籍受試者來說

是否能有效運用其母語詞彙知識協助推測？另，若其母語較能有助推測的詞彙為好猜

詞， 反之為難猜詞。好猜詞與難猜詞之定義如下。 

1.好猜詞：日文中亦有此詞，或在日文中無此詞，但該詞中的兩字在日文皆有日本

漢字，受試者可利用其母語詞彙知識協助推測，即詞義透明度較高，如「猶如」、「誘

惑」等。 

2.難猜詞：日文中無此詞，且該詞中的兩字或至少其中一字在日文無日本漢字， 

受試者較無法利用母語詞彙知識協助推測，即詞義透明度較低，如「彆扭」、「磋商」

等。 

另外，在句法點方面，每篇文章各 4 個標的句法，選取依其難易程度分配到 4 篇

的文本中。例如「或是」和「因為…所以…」等為 HSK 三級以下，屬簡單句法；「以

致於」和「一旦」等為 HSK 四級以上，屬困難句法。而文本共計四篇，複雜度是詞義

透明度與句法困難度介定，簡單版之句法為 HSK 三級以下、困難本中之句法為 HSK 

四級以上； 目標詞皆 HSK 五級以上，困難度以詞義透明度為介定；兩篇為與「信義區」

主題、兩篇為與「捷運」主題，應皆為受試者所熟悉。 

伍、研究結果 

本實驗結果以三方面呈現，包括二語能力與詞彙推測表現之相關性、文本複雜度

對詞彙推測表現之影響，以及受試者進行推測時所運用的知識來源。 

5.1 二語能力與詞彙推測表現之相關性 

在本實驗中詞彙知識與句法知識分數合計即整體二語能力，合計分數與平均詞彙

推測成功率為中度正相關（r=0.493），僅邊際顯著（p=0.053）；詞彙知識分數與平均推

測成功率之相關係數為 0.35，未達顯著（p=0.184），句法知識分數與平均推測成功率

之相關係數為 0.465，未達顯著（p=0.070）。此外由於評量句法知識有造句和改錯兩題

型，故亦分別對此兩類題型各別進行分析，造句分數與平均推測成功率之相關係數 

0.436，未達顯著（p=0.091），而改錯分數與平均推測成功率之相關係數為 0.523，達顯

著（p=0.038）。 

Kaivanpanah（2008）指出二語能力和語言知識會影響推測表現，然本實驗中二語

能力與平均詞彙推測成功率為邊際顯著之中度相關性，未充分驗證 Kaivanpanah 的主張； 

此外，Zhang（2012）指出詞彙知識較能影響閱讀理解，且詞彙知識與推測表現較相關， 

然在本實驗中發現詞彙知識與推測表現之相關性（r=0.35）未大於句法知識與推測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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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關性（r=0.465），未能驗證 Zhang 之主張。句法知識題型有二，為造句和改錯，造

句分數與平均推測成功率之相關性未達顯著，改錯分數與成功率之相關性則達顯著

（p=0.038），推測可能為施測評量之知識類型不同所致：造句屬完全以產出性

（productive)方式來評估句法知識，而改錯在本實驗中為先由四個選項中選出錯誤之處，

再行改正， 半為接收性（receptive)、半為產出性。進行產出性評估時需更深層語言處

理機制，此兩類評量題型會反映不同層面的句法知識，Roehr（2007)指出外顯（explicit)

語言知識可反映學習者修正、描述、解釋錯誤句子的能力，不同實驗施測方式亦反映

不同程度之外顯語言知識，故造成造句和改錯分數與平均推測成功率之相關性不同，

或因上述原因所致。此外 Ellis（2006)發現學習者的高認知能力與學習動機，及正向態

度會導致較佳的語言能力成績和後設認知知識成績，即二語能力之測驗結果亦和個人

因素有關，故本實驗受試者之詞彙知識和句法知識測驗表現或上述因素有關。 

在有聲思考後，受試者亦對文本中的目標詞詞義和閱讀理解題目紙筆作答。此部

分的平均詞義選擇分數（2.14 分）與平均閱讀分數（2.88 分）為顯著中度高相關

（r=0.603, p=0.013)，即受試者越能理解目標詞詞義則越能理解文章整體文意，此可印

證前人相關 研究，即詞彙知識是預測閱讀能力的最佳指標之一（Nation, 2001; Qian, 

2002; Read, 2000)； 亦說明在有無文本語境情況下，受試者對詞義理解的程度不同，因

前測階段中測驗詞彙知識時並無語境，然進行詞義選擇測驗時，受試者已閱讀文本，

故可由語境推敲詞義， 意即文本語境對推測詞彙和理解詞義極有幫助。 

5.2 文本複雜度對詞彙推測之影響 

本實驗中影響文本複雜度之評量變數為詞彙透明度與句法難易度。以雙因子變異

數分析檢測詞彙透明度與句法難易度對閱讀文本後詞義選擇的影響發現為：句法難易

度之主效果不顯著，即句法難易度對詞彙推測並無影響（F=2.158, p=0.147)；詞彙透明

度之主效果顯著，即詞彙透明度對詞彙推測有顯著影響（F=24.417, p=0.000)；而句法

難易度與詞彙透明度之交互效果為不顯著（F=2.158, p=0.147)，無交互作用。即假設二

之預期為部分符合，在構成文本複雜度因子中，詞義透明度會對詞彙推測產生顯著影

響，但句法難易度上則否。本實驗受試者皆為日籍華語學習者，由於日語深受華語影

響，雖日語漢字和華語漢字非全然相同，外形上仍極相似，故受試者推測詞彙時常可

用該字詞之漢字字形進行聯想和推測，故本實驗結果符合 Frantzen（2003)看法，其認

為字詞外觀比語境線索對推測和閱讀之影響更大。若不考量文本中句法變數，由詞義

透明度高、低之平均推測成功率來看，詞義透明度高之好猜詞的推測成功率為 76%，

詞義透明度低之難猜詞為 22%，達顯著差異，顯然對受試者來說推測詞義透明度高的

目標詞較易成功。 

5.3 推測時知識來源之運用情形 

受試者在推測詞義透明度高之好猜詞時，最常運用之前三名知識來源為文本線索

（35%)、詞義聯想（26%)與構詞分析（24%)，推測透明度低之難猜詞時則為文本線索

（41%)、構詞分析（21%)與詞義聯想（20%)，可見推測高、低詞義透明度之目標詞時， 

常用知識來源差異不大，文本線索皆為最常用。前人研究發現不論二語程度高低，受

試者皆用文本線索（cf. Hamada, 2009)，可知其的確是重要推測知識來源。而好猜詞之

第四名知識來源為跨語言分析（10%)，難猜詞為句法分析（7%)，推測因受試者母語

為日語， 在推測好猜詞時，其可運用跨語言分析（即日語漢字與華語漢字之形義相似

性)輔助推測， 推測難猜詞時因該詞或詞中前後構成成分之漢字在日語中不存在對應字

形，無法使用跨語言分析助其推測，故而轉用其他知識來源策略進行推測。 

本研究結果顯示，不論目標詞之詞義透明度高或低，受試者皆會傾向首先尋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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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線索(context clues)來進行推測。此結果未符研究問題三之預期，即受試者並無「詞

義透明度高時較傾向運用構詞分析與詞義聯想策略，詞義透明度低時較傾向運用文本

線索」的傾向性。可見，文本線索仍是本研究日籍受試者主要使用的推測策略之一。 

陸、教學應用與研究限制 

本研究初步建議針對日籍華語學習者進行詞彙推測教學時，教師可強調各種線索

的多元搭配運用，除使用文本線索外，可訓練輔以構詞分析和背景知識等交叉運用，

且在推測過程中應常以重新確認、自我詢問等後設認知策略來監控學習者之推測行為。

本研究之結果仍尚待更多樣本來證實支持，而尚需改進及限制之處包括 

1.受試者為日籍華語學習者，往後可針對其他母語背景之學習者進行研究與比較。 

2.本研究之句法難易度為依據 HSK 測驗對句法點所評定之標準，或該句法點出現

在<新版視聽華語>教材中之冊別判定，往後可以其他評定句法難易度之方式進行延伸， 

如不同難易度之連接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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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在臺國際學生的華語「溝通意願」及影響其「溝通意願」

之因素：檢視「母語背景」與「口語能力」對「溝通意願」

的影響1*
 

               林柏翰¹   朱我芯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系暨研究所           華語文教學系暨研究所 

摘要 

「溝通意願」（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意指當溝通機會來臨時，開啟口語溝通的

意願  （McCroskey & Baer, 1985）。 在第二語言（Second language, 以下簡稱二語）學習的

環境中，已具備二語能力的學習者，當面臨溝通機會時，為何有人樂於開口對話？有人卻

迴避不語，且視二語溝通為災難？其所涉因素複雜，包括個人、社會、語言、情境等因素，

綜合上述因素之影響，在心理上凝結出「是否開口以二語進行溝通」的決定，此即「溝通

意願」。當代的二語學習以溝通為目的已成為共識，則二語教學應以「願意溝通」為首要

目標 （MacIntyre et al., 1998），否則，即使語言能力再高，也無法實踐口語溝通。 

本研究探討影響華語為二語（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口語溝通表現的心理因素，

以「溝通意願 」的角度切入，探索在臺學習的國際學生的華語「溝通意願 」為何？並探

究影響意願高低的因素，檢視國際生的 「母語背景」以及「口語能力」對其「溝通意願 」

的影響。 

本文以 24 位中高級華語程度的國際生為研究對象，比較「漢字文化圈」、「類漢字文

化圈」與「非漢字文化圈」，三組學生在「溝通意願 」上的表現（每組分別包含 7 位日籍

學生、2位韓籍學生，以及 15位其他國籍的學生，並以無母數分析方法對應每組人數過低

的問題）。並將學生的各項「口語能力」表現（包含溝通內容表現及發音正確率等） 與

「溝通意願 」執行相關性統計分析。 

結果顯示 ，在「母語背景」方面，三組學生在「課堂外的溝通意願」上有顯著差異，

「非漢字文化圈」與「漢字文化圈」學生的「課堂外溝通意願」顯著高於「類漢字文化圈」

的學生。但在「課堂內的溝通意願」分數上，三組學生則無差異。在「口語能力」方面，

結果顯示，「溝通內容表現」與「溝通意願」無顯著相關，但在「發音正確率」上則有顯

著關聯，其中又以「聲調」及「臺灣國語」的正確率最為顯著。 

歸納上述結果，本文顯示學生本身的二語程度（溝通內容的豐富程度），並不影響其

溝通意願的高低，但學生卻相對在意自身華語發音的正確性。本文據此建議，可藉由發音

正確率的教學，尤其可加強聲調的準確度及臺灣國語錯誤的避免，建立學生的信心，增進

使用華語的溝通意願。 

關鍵字：溝通意願、華語為第二語言學習、母語背景、口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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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第二語言學習的情境下（second language, 以下簡稱二語2），當溝通機會來臨時，為

何有些已具備二語溝通能力的學習者樂於開口與人對話？有人卻迴避不語？視二語溝通為

災難？當學習者在心理上凝結出是否開啟口語溝通的意願與決定，此既「溝通意願」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WTC ; McCroskey & Baer, 1985）。 

許多華語教師或曾發現，部分學習者雖已學習二語多年，但決定是否開口說華語時，

卻常常為之情怯，不說二語，因此在二語溝通上的精熟度，遲遲未能達到二語母語者

（native speakers）的口語程度。倘若當代的二語學習以溝通為目的已成為共識，則二語教

學應以提升「願意溝通」為首要目標 （MacIntyre et al., 1998）否則，即使語言能力再高，

也無法實踐口語溝通。 

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既為檢視華語文教學中學習者的「溝通意願」，並探究影響其

溝通意願程度高低的因素。 本研究以臺灣師範大學 24 名大學部國際生為研究對象，探討

學生以華語為二語（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的「溝通意願」，並檢視國際生的「母

語背景」及「口語能力」是否為影響學生「溝通意願」的兩項原因。 

二、文獻回顧 

2.1 「溝通意願」定義與研究現況 

「溝通意願」，泛指開啟口語溝通的意願 （the intention to initiate communication, given 

a choice; McCroskey & Baer, 1985）。當溝通機會出現的一刻，二語學習者是否願意開口以

二語進行溝通，此即二語的「溝通意願」。學生是否開口以二語進行溝通，取決於其「溝

通意願」的高低，其所涉因素複雜，包括個人、社會、語言、情境等各方面，都是影響其

「溝通意願」程度的原因（MacIntyre et al, 1998, 2001）。 

在個人與社會因素方面，MacIntyre et al（2001）認為學習者對於目標語言（target 

language
3）的學習態度（orientations toward language learning）及社會環境對該語言的支持

程度 （social support），是影響二語「溝通意願」的主要因素。二語習得的研究亦支持此

論點，當學習者有較強的學習動機，可降低語言焦慮，學習表現及「溝通意願」亦隨之提

升 （Dörnyei & Csizér, 2005; Gardner, 2001; Hashimoto, 2002）。然而，即使是已具備學習動

機及二語溝通能力的學習者，當面對真實口語溝通機會時，仍不免高度焦慮。MacIntyre et 

al（1998）以一位教授同僚為例，儘管該教授已具備優秀的二語能力，卻因無法預先擬稿

的焦慮，畏懼以二語進行即席的溝通，在社交場合極力迴避以二語進行交流。因此除了上

述的因素之外，個人的人格特質（MacIntyre & Gardner, 1994）、對課堂教材的態度、（de 

Saint Léger & Storch, 2009; Öz, Demirezen, & Pourfeiz, 2015）、個人的學習動機與自信心等

（Clément, Baker, & MacIntyre, 2003; Peng & Woodrow, 2010; MacIntyre, Baker, Clément & 

Donovan, 2002）皆為已知會影響「溝通意願」的因素。 

                                                           
2 本文將「二語學習」與「外語學習」進行區分。根據眾多學者的定義（Dörnyei, 1990; Lan & Oxford, 2003; 

Oxford, 2003），兩者的差別在於學習者是否身處於目標語言的學習環境之中，「二語學習」意指學習者身

處於使用目標語言的環境之中，沈浸於目標語言的社會、人文中，為因應生活與環境所需，學習者必須使用

目標語言進行溝通。而「外語學習」則是指學習者在自身的母語環境之中學習目標語言，除教室環境或特定

需求之外，在日常生活中，外語學習者無須以目標語言進行溝通，可利用自身的母語達成溝通的目的。 

3 目標語言意指學習者欲學習的第二語言（或外語），本文中，研究對象（國際學生）的目標語言即為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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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餘年來，全球學者積極探究影響「溝通意願」的各種因素，是二語學習中熱門的研

究論題，但在華語教學領域，卻未見開展，本研究擬補此研究缺口，探究在臺國際生使用

華語的「溝通意願」。 

2.2 「溝通意願」在二語學習中的重要性 

MacIntyre et al（1998）認為「溝通意願」可視為二語教學的首要目標，因為，不論在

母語或二語的環境，成功的溝通始於個人或團體決定進行溝通的一刻，如果個人或團體迴

避或拒絕溝通，則「不可能」進行雙向的溝通。因此「溝通意願」是成功溝通的先決條件。

「溝通意願」亦是展現二語學習成果的關鍵因素，倘若二語學習者拒絕任何以二語溝通的

機會，即便二語言能力再高，也是枉然，將無法實踐實際的溝通。 

「溝通意願」除了是二語能力是否能發揮溝通功能的關鍵因素之外，亦在二語口語能

力發展上佔有重要的一席。Derwing, Munro, 與 Thomson（2007）針對加拿大新移民的

ESL（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學習狀況進行研究，結果顯示，相較於來自中國的

ESL 學習者，俄羅斯 ESL 學習者的口語能力在移民加拿大多年後仍持續的進步，而中國

ESL 學習者的口語能力則停滯不進。問卷調查顯示，來自於俄羅斯的學習者有較高的「課

堂外溝通意願」，多願意在課堂外的場所，如工作場所、教會、朋友聚會等情境進行二語

的會話溝通。Derwing et al. （2007）據此推論，「溝通意願」較高的學習者，較能主動使

用二語進行溝通，增加學習的機會，促使口語能力持續的進步。Hashimoto（2002）以日

本 ESL 學生為例，亦指出相似的論點，研究發現，學生的「溝通意願」與課堂中的發言

頻率呈顯著正相關，意願愈高的學生，發言次數愈多，有更多的機會練習。 

本文認為「溝通意願」在二語的學習環境更顯重要，是促使學習者突破並接近目標語

言「母語者口語程度」的關鍵。二語學習的定義在於學習者是否身處於使用目標語言的社

會、環境、與文化之中，既意味著二語的學習者在課堂之外，為因應生活的需求，需以二

語與人進行溝通（Dörnyei, 1990; Lan & Oxford 2003; Oxford, 2003），因此，只要學習者願

意溝通，即擁有更多的二語練習機會。因此，探究國際生的「溝通意願」，可視為檢視華

語教學是否成功的方法之一，是二語學習中關鍵的一環。 

2.3「溝通意願」模型依據 

在許多「溝通意願」的論述與模型中，以 MacIntyre 等人（1998）所提出的論述最具

代表性，MacIntyre 以金字塔模型（如圖 1）的圖示方式呈現模型（Model），模型中囊括

各種影響二語「溝通意願」的因素，成功的將語言、溝通，與社會心理等因素結合。金字

塔式的模型將影響二語「溝通行為」的因素劃分為六個層次，影響「溝通意願」的因素則

包含十種 （下方文中以數字呈列）。金字塔的層次架構亦反映了各層次對「溝通行為」的

影響力，越上層的層次對「溝通行為」的影響力越高。六個層次由上而下分別為：第一層，

「溝通行為」，亦即學習者以二語執行實際溝通的行為。第二層，「行為意圖」，亦即溝通

的意願，由於與實際溝通行為的層次最接近，直接反映出學習者是否決定進行二語的溝通，

取決於其溝通意願的高低。第三層，「情境前提」，包括了兩種因素：與（1）特定某人進

行溝通的渴望以及（2）特定情境中所具備的溝通自信心。第四層，「動機傾向」，包括三

種因素：（3）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動機、（4）團體與團體之間的溝通動機、（5）利用二語進

行溝通的自信心。第五層，「情感與認知條件」，包括三種因素：（6）團體與團體之間的態

度、（7）社會情境（氛圍）、（8）溝通能力。第六層，「社會與個人條件」，則包括兩種因

素：（9）團體與團體之間的氛圍、（10）個人人格特質。以上十種因素，都可能影響「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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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意願」的高低，亦是影響二語學習者能否展開溝通的決定因素。 

本文探究第六層，「情感與認知條件」層面中「溝通能力」對華語「溝通意願」的影

響，以及模型未包含的另一項因素：國際生的 「母語背景」。兩項因素的定義將於下一段

落說明。 

 

圖 1 「溝通意願」影響因素之金字塔模型（The Pyramid Model of Variables Influencing 

WTC, 錄自MacIntyre, 2007: 568; MacIntyre et al. 1998: 547） 

 

2.4「溝通意願」研究缺口 

根據MacIntyre 等人（1998）的金字塔模型，「溝通能力」是影響「溝通意願」的原因

之一。然而，在實際的教學現場卻常發現，有些二語能力卓越的學生，對於以二語進行口

語溝通的意願實則不高，而有些二語初學者，即使二語能力有限，卻積極尋求溝通機會，

可見，優秀的語言能力未必是促進積極的溝通的必要條件理。除了教學現場的觀察外，過

往探究「溝通能力」與「溝通意願」兩者之間關係的研究成果也尚未明朗。部分研究顯示

兩者之間存有顯著正相關（Alemi, Tajeddin, & Meshah, 2013; Liu & Jackson, 2009），但部分

學者並未發現其相關性（Matsuka, 2004; Yashima, 2002），或保留質疑的態度（Clément, 

Baker, & MacIntyre, 2003; Dörnyei, 2003）。因此，檢視學習者的「溝通能力」是否與其

「溝通意願」有顯著關聯性，是本研究的目的之一。 

本研究另一項目的在於探究國際生的 「母語背景」是否為影響溝通意願的因素之一，

由於許多在臺學習的二語國際生來自於日本及韓國，其母語背景可歸納為「漢字文化圈」

之中。「漢字文化圈」泛指現今或近代歷史上仍使用漢字的國家地區，其語言的音、義或

字形，深受華語影響 （Allen et al. 2010）。目前，尚未有研究探索「漢字文化圈」對華語

「溝通意願」所造成的影響，學生是否因為母語背景與華語的重疊而影響其「溝通意願」

是本文探究的第二因素。 

2.5名詞定義與分組 

對於「溝通能力」的定義有眾多論述，Axley （1984）認為溝通意指溝通者將資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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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至另一個人身上（flow of information from one person to another）。Conrad 與 Poole 

（1998）則認為溝通是指溝通者積極地創造、持續、與控管意義的過程（process by which 

people interactively create, sustain, and manage meaning）。依據上述定義，本研究將「溝通

能力」定義為，溝通者透過積極地創造、持續、與控管的方式，將資訊傳達至溝通對象。

但由於上述的「溝通能力」過於廣泛，本文將「溝通能力」縮限於兩種「口語能力」以利

「溝通能力」的評量，其一為，口語會考中答題內容的豐富程度，其二為，口語會考中華

語的發音正確率（口語會考將於研究方法中 3.2.2 詳說）。對於「漢字文化圈」的區分，學

界也尚有爭論，本文則區分4：「漢字文化圈」、「類漢字文化圈」及「非漢字文化圈」三組。 

三、研究方法 

3. 1 受試者 

本研究招募了 24 名臺師大華語系大學三年級的國際生為受試者，包含 18 位女生，6

位男生，全體年齡介於 20 至 40 歲之間。華語程度為中低級 （CEFR, B1） 至中高級 

（CEFR, B2），其中，屬於「漢字文化圈」的學生 7 位（日本），「類漢字文化圈」的學生

2位（韓國），「非漢字文化圈」的學生共計 15位（含越南 6人，泰國 3人，瑞士、印尼、

加拿大、尼加拉瓜、美國、奧地利各 2人）。 

3.2 測驗工具 

3.2.1 「溝通意願」問卷 

本研究依據 MacIntyre 等人（2001）所開發的「課堂內、外之華語溝通意願問卷」（完

整內容，請參照附錄），依據臺灣的環境與文化，翻修為華文譯本，做為「溝通意願」的

測量工具。問卷分數可量化受測者在課堂內、外兩種環境的華語「溝通意願」。 

3.2.2「溝通能力」：口語會考 

本研究以臺師大的口語會考分數，檢測學生的「溝通能力」，在臺師大的國際生從入

學開始，每年都需要接受口語會考檢測，以確認學生的口語能力是否如預期進步。會考共

分為兩個部分：認讀以及即席問答。認讀的部分，學生進行文章段落識。即席問答的部分

有兩題開放式問題，學生有一分鐘的時間思考該如何回答，並有三分鐘的時間進行作答，

答題全程錄音，本研究利用兩題即席問答的答題進行語料分析。分析的指標包含：（1）溝

通內容表現評分以及（2）發音正確率。發音正確率又細分為：聲調、聲母、韻母、及臺

灣國語 （因字數限制，詳細評分方式請參照，朱我芯、高千文，2016）。本文以學生的

「口語能力」來反映學生（一部份）的「溝通能力」。 

3.3 測試方式 

「課堂內、外之華語溝通意願問卷」的部分由教師於課堂內統一發放（附信封以利隱

私），學生可攜回至家中作答，並於一周內繳回至系辦或繳交相關人員，問卷填答純屬自

發性作答，學生可自行決定是否願意參加，共送出 26份問卷，有效問卷為 24份，回覆率

                                                           
4 各語言在「漢字文化圈」的歸類上仍未有共識，本研究將目前仍使用漢字的日本歸類於「漢字文化圈」，

韓國雖然仍有使用漢字，但由於韓國於二戰後，開始廢止漢字的運動，1971年起，韓國政府禁止小學進行

漢字教學（朴春蘭，2016）。近十年來，雖然主張恢復漢字的呼聲高漲，但由於大學生之間對漢字的認知知

識落差極大，故將韓國分為「類漢字文化圈」。越南過往雖然有使用過漢字，但在 1919年科舉制度廢除，

漢字逐漸式微。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後，漢字教育既不復存在（蔣為文，2005），因此將越南以

及全球其他的國家的語言歸類於「非漢字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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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92%。口語會考的部分，則是各學年級的全體國際生進行團體測驗，在電腦資訊中心試

測，每位學生利用個別的電腦進行答題與錄音，先由教師解說會考流程，學生熟識電腦操

作後，進行練習題的試錄，確認學生了解流程與錄音檔成功收錄後，開始正式會考，總會

考時間約為 15至 20分鐘 （練習時間共 1分 30秒，會考實測時間共計 4分鐘）。 

四、分析結果 

4.1 華語「溝通意願」分析 

「課堂內、外之華語溝通意願問卷」的部分共有 16 題，關於課堂內、外的題目各 8

題，每題最高分數為 5分（總是願意; 說中文的意願是 100%），最低分為 0分（從來不願

意），因此，課堂內、外的溝通意願的最高分各為 40 分。表 1 顯示 24 名國際生課堂內、

外的溝通意願平均總分。t 檢定顯示國際生在課堂內、外的溝通意願並無顯著差異。 

 

表 1  國際學生以華語進行溝通的意願，包含描述性統計及 t檢定結果 

 

4.2 華語「溝通能力」檢測以及「溝通能力」與「溝通意願」的相關分析 

三年級的國際生在答題的內容豐富程度，達 81.25 的平均分數，而發音的總正確率平

均更高達 98.8，顯示三年級的學生在發音上已趨近華語母語者的程度（表 2 顯示國際生的

各項口語能力分數）。 

表 2 國際學生在各項口語能力上的正確率 

 

為探究學習者的「口語能力」是否對其「溝通意願」造成影響，本研究以皮爾森相關

係數分析法（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檢視兩者之間的關係，結果

顯示「溝通意願」與答題溝通內容表現 （教師評分）並無顯著關聯，然而卻與發音正確

率有顯著相關，其相關程度高達 r = .61，教室內、外的「溝通意願」皆然。有趣的是，當

細分各項發音時，僅在「聲調」與「臺灣國語」的發音正確率分數與「溝通意願」呈現正

相關，聲母與韻母的發音正確率則無 （請參照表 3）。 

 

 

 

指標                                         項目 

教室內 

(In Class) 

教室外 

(Out of Class) 

 95% 信賴區間     

下限         上限 

 

自由度 
 

t-值 
 

p-值 

國際生華語溝通意願 (WTC) 33.92 (4.61) 33.54 (4.80)  -1.113  1.863  23  .521  .607 

備註：括弧中的數據為標準差    

                          項目                   

指標 

溝通內容表現  

(依內容評分) 

發音正確率  

(總分) 

發音正確率  

(聲調) 

發音正確率  

(聲母) 

發音正確率  

(韻母) 

發音正確率  

(臺灣國語) 

分數與正確率 81.25 (3.17) 98.80 (3.17) 99.40 (0.66) 99.78 (0.25) 99.74 (0.26) 99.85 (0.32) 

備註：括弧中的數據為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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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課堂內、外的溝通意願與各項口語能力表現之間的相關分析結果 

 

4.3 不同「母語背景」國際生的「溝通意願」分析 

為檢視學習者的「母語背景」是否對其「溝通意願」造成影響，本研究依據學生的母

語背景分為三組：「漢字文化圈」、「類漢字文化圈」以及「非漢字文化圈」，並以 無母數

分析檢視各組在教室內、外的溝通意願是否存有顯著差異性。 

無母數統計 （Nonparametric Statistics）適用於當無法確定群體分佈（未知或不為常態

分佈時）或樣本數過小（n < 14）的情況，許多的統計檢定的運用均建構於常態群體假設

之上，例如，Z檢定、t 檢定、ANOVA等，倘若無法確定群體的分佈或分佈不為常態分佈

時，上述的檢定方法皆不適用，無母統計檢定則是上述情況（未知或不為常態分佈時）所

發展出的統計檢定。由於本研究的受試者樣本數較小且無法確定群組分佈情況，因此以無

母數分析中的 K-W 檢定（The Kruskal-Wallis Test for 3 independent random samples）以及 

M-W U 檢定（The Mann-Whitney U Test）進行差異性分析。分析結果顯示，在教室內的溝

通意願分數上，三組學生並無顯著差異, H（2）= 3.303, p = 0.192，但在課堂外溝通意願分

數上三組則有邊際顯著差異性, H（2）= 5.593, p = 0.051，為確定各組間的分數是否真有差

異，以 M-W U 檢定進行事後比較，結果顯示「非漢字文化圈」學生的課堂外溝通意願分

數（Mdn = 37）顯著高於「類漢字文化圈」的學生, U = 0, p = .038, 「漢字文化圈」學生的

課堂外溝通意願分數（Mdn = 37） 則是邊際既高於「類漢字文化圈」學生（Mdn = 25）, 

U = 2, p = .052，「非漢字文化圈」學生與「非漢字文化圈」學生之間則無顯著差異, U = 34, 

p = .190（請參照圖 2） 。 

 

圖 2 各組國際生在教室內、外的溝通意願的分數 

  
 

溝通意願 

溝通內容表現 

(依內容評分) 

發音正確率  

(總分) 

發音正確率 

(聲調) 

發音正確率 

(聲母) 

發音正確率 

(韻母) 

發音正確率 

(臺灣國語) 

教室內 r = .299 r = .612 ** r = .513 * r = .216 r = .298 r = .432 * 

教室外 r = .148 r = .611 ** r = .570 ** r = .331 r = .110 r = .376 † 

備註：** p < .01; * p < .05; † p =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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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果討論 

5.1 華語「溝通意願」的程度 

三年級的國際生的「教室內溝通意願」平均總分為 33.92 分，而「教室外溝通意願」

則為 33.54 分（40 分為最高分），如果以各題平均分數計算（將上述平均分數各除以 8），

各題目的平均高達 4.24 分與 4.19（教室內與外的分數），結果顯示，即使在面臨不同的溝

通對象或溝通任務的情況下（如，陌生人、老師、朋友、戲劇與遊戲場景等），學生的溝

通意願仍相當的高。如果以問卷中選項的百分比的數據換算，學生在不同情境下願意說中

文的機率高達 75%以上，顯見國際生在臺歷經三年的學習後，已非常習慣說華語。不論在

課堂內或外，皆可實踐實際溝通，不受限於熟悉的學習場域或交談對象，可將所學之二語

運用於校外的生活當中。 

5.2 華語「溝通能力」與「溝通意願」的關聯 

答題溝通內容的平均總分高達 81.25 的平均分數，而發音的總正確率平均更接近滿分 

（98.8%），兩項分數皆顯示卓越的二語學習成果。有異於預期，兩項成績僅有發音正確率

與「溝通意願」有顯著相關，此現象相當有趣，亦反映出目前在「溝通意願」研究中的困

境，既是「溝通能力」與「溝通意願」之間的相關性仍屬混亂，尚未得到明確的支持與驗

證，本研究中兩項口語能力，僅一項有關聯。以下詳說可解釋此現象的二個原因。 

針對「溝通能力」與「溝通意願」之間無顯著關聯，有兩個可能的解釋，其一，由統

計的方法學方向進行解釋，其二，由「溝通能力」的定義方向進行解釋。 

第一，「答題溝通內容分數」與「溝通意願」無先顯著相關，可能是由於三年級的受

試者在二語能力上已達成熟，由於天花板效應，「答題溝通內容分數」的分數偏高（分數

同質性過高、範圍過窄、差異性不足等問題），導致在統計分析未達顯著。但本文認為此

解釋可能性不高，原因即是「發音的總正確率」有更高的平均分數（以及更小的標準差），

然而其分數卻與「溝通意願」有相當高的顯著正相關，因此本文認為統計上的解釋原因成

立的機會較小。但未來研究可探究二語高成就組別與基礎成就組別的差異性，以確認「溝

通能力」對「溝通意願」的影響是否在基礎成就組別中更為顯著。 

第二，過往結果的混亂可能與「溝通能力」的定義有關，與各研究選擇反映「溝通能

力」的測量標準有關。對於該如何選擇反映「溝通能力」的測量方式在學界仍存有問題。

當詳細檢視既有文獻的研究方法時，既發現各研究在定義「溝通能力」以及選擇何種口語

能力以反映受試者的「溝通能力」皆不同（Alemi, Tajeddin, & Meshah, 2013）。例如， 

Yashima（2002）的研究是利用托福考試當中各技能的分數（閱讀、聽力、寫作）來代表

EFL學生的英語能力及溝通能力，而 Alemi, Tajeddin, & Meshah（2013）與 Liu 和 Jackson

（1997）則是依據學生年級以及教師的觀察與評分，以區分學生的語言能力，因此， 

各研究在「溝通能力」的定義以及在口語能力的選擇上（用以反映學生的「溝通能

力」），尚未有共識，本文認為繁多的溝通能力測量是造成發現不同研究結果的主因。因此，

本文建議未來研究著重於二語的口語能力，研究者應解釋所選定的測驗是如何對應至其目

標研究語言，並且更清楚的描述該口語能力的測量方式，建議可選擇國際間共享的標準測

驗，或使用過往研究所採納的測驗，如研究者自行研發測驗，則測量與評分細節需有更精

確的說明，以利其他研究者可複製的其測量與評量的方法，系統性的資訊有利於國際間研

究結果的比較，並推進二語學習研究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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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不同「母語背景」國際生的「溝通意願」的程度 

各國學生在課堂內「溝通意願」的程度相似，但在課堂外「溝通意願」則有高低落差，

韓籍學生在課堂外的「溝通意願」較低於其他兩組。韓籍學生的華語課堂外「溝通意願」

顯著低於日籍學生。有趣的是，即便日籍與韓籍學生較「非漢字文化圈」的學生對漢字的

文化與字彙有較多的認識，但兩者卻有著截然不同的結果。此現象顯示，「漢字文化圈」

背景對課堂外華語「溝通意願」可能並非線性關係如此簡單。根據 Flege（1995）所提出

的「語音學習模型」（Speech Learning Model），相較於當母語與二語之間有「相同對應的

語音元素」或是兩者之間全「無對應的元素」的情境，當母語與二語之間有「相似的語音

元素」，對學習者學習二語語音元素的過程最為困難。顯見，母語對二語的發音造成的影

響頗為複雜。Eom （2009）亦指出，文化忌諱、試圖迴避容易混淆的字彙發音等因素，是

造成南韓學生在華語發音錯誤的主因。因此，如從語言學的角度切入探究「溝通意願」的

差異性，建議未來研究可探究是否因為韓國漢字發音與華語漢字發音較容易衝突或重疊，

進而造成華語發音的混淆及錯誤，導致「溝通意願」的低落。如從「溝通意願」研究切入，

則可以借用 MacIntyre 等人（1998）提出的金字塔模型，以二語溝通的信心、社會情境

（氛圍）等因素切入，檢視不同文化圈學生對上述因素的觀感。 

由於過往尚無文獻比較來自不同文化圈學生的華語「溝通意願」，本研究提供了初步

證據（initial evidence）支持不同「母語背景」對華語「溝通意願」影響。然而，由於本研

究的樣本數較少 （n = 24），雖然本研究以無母數分析對應樣本數較小的問題，但期許未

來研究可增加樣本數，以檢視「漢字文化圈」的母語背景對華語「溝通意願」的影響，母

語與目標語言的重疊性或許是影響「溝通意願」的關鍵因素。此外，由於本研究的受試者

為在臺三年的國際學生，華語程度已趨於成熟，未來研究可尋求華語程度為初階或中階的

學生，以檢視「溝通意願」是否在華語精熟度較低的學生身上有著更為顯著的差異性。 

六、結論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的方式探討在臺國際生以華語進行口語溝通的意願程度，並以口語

會考評量學生的口語溝通能力，探究學生的溝通能力是否與其溝通意願相關。另一項探究

的因素，則是檢視學生的母語背景是否對其溝通意願造成影響。本文的貢獻有四 ： 其一，

提供在臺國際生以華語進行口語溝通的意願程度，華語教師可依據學生的母語背景，觀察

學生是否應加強其「溝通意願」。其二，研究成果亦發現，「溝通意願」與部份的「溝通能

力」相關，其中「溝通意願」與「華語發音正確率」表現有顯著正相關，但與「溝通內容

豐富程度」則無，建議未來研究應明確定義其測量的「溝通能力」為何。其三，上述的正

相關分析成果亦顯示教師或可透過發音練習以提升學生的華語「溝通意願」，由於本成果

仍屬於相關分析，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有待未來研究確認，本文的發現可做為未來研究的

初步方向，「聲調訓練」或可增進華語的「溝通意願」。其四，本研究亦發現二語學習者的

「母語背景」是造成「溝通意願」的落差的因素之一，由於「母語背景」因素並未納入

MacIntyre 等人（1998）的金字塔模型中，新元素的檢視有助於「溝通意願」研究的推進。

目前華語「溝通意願」的研究仍未開展，本研究提供了在臺國際生的「溝通意願」程度的

初步探索資料，並窺見不同國際生的「溝通意願」落差，未來將致力於釐清其差異性的主

因，可促進華語「溝通意願」研究與其他語言的既有研究成果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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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課堂內、外的中文「溝通意願問卷」 

 

【填答說明】 

這份問卷是希望了解你在課堂內及課堂外，用中文與別人溝通時的感受。請針對每一題的

情況，填寫你願意用中文溝通的程度。比如，在某一題的情況下，如果你「從來不願意」

說中文，請寫 1；如果你「有時候願意」或「一半的時候願意」說中文，請寫 2 ~ 3；如果

你「經常願意」或「總是願意」說中文，請寫 4 ~ 5。1 ~ 5分的填答標準，說明如下。 

 

1 = 從來不願意（說中文的意願是 0%） 

2 = 有時候願意（說中文的意願是 25%） 

3 = 有一半的時候願意（說中文的意願是 50%） 

4 = 經常願意（說中文的意願是 75%） 

5 = 總是願意（說中文的意願是 100%） 

 

（一）課堂內的中文「溝通意願」 

____ (1) 在課堂上，你願意在小組中談論你的暑假嗎？ 

____ (2) 在課堂上，你願意跟老師談論你的作業嗎？ 

____ (3) 一位陌生人走進教室，如果他主動與你談話，你願意跟他說話嗎？ 

____ (4) 在課堂上，如果你不清楚要完成的任務（工作）是什麼，你願意向別人問清楚嗎? 

____ (5) 在課堂上，排隊時你願意跟朋友聊天嗎？ 

____ (6) 在課堂上，你願意擔任演戲活動的演員嗎? 

____ (7) 在課堂上，你願意描述你最喜歡的遊戲怎麼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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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 (8) 在課堂上，你願意用中文玩遊戲嗎？比如：大富翁。 

 

（二）課堂外的中文「溝通意願」 

____ (1) 在課堂外，你願意在小組中談論你的暑假嗎？ 

____ (2) 在課堂外，你願意跟老師談論你的作業嗎？ 

____ (3) 一位陌生人走過來，如果他主動與你談話，你願意跟他說話嗎？ 

____ (4) 在課堂外，如果你不清楚要完成的任務（工作）是什麼，你願意向別人 問清楚嗎? 

____ (5) 在課堂外，排隊時你願意跟朋友聊天嗎？ 

____ (6) 在課堂外，你願意擔任演戲活動的演員嗎? 

____ (7) 在課堂外，你願意描述你最喜歡的遊戲怎麼玩嗎？ 

____ (8) 在課堂外，你願意用中文玩遊戲嗎？比如：大富翁。 

 

※ 本問卷參考如下資料修改而成： 

MacIntyre, P. D., Baker, S. C., Clément, R., & Conrod, S. (2001).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social support, and language learning orientations of immersion students.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3, 369-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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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台遠程討論課學生的跨文化溝通能力發展順序-母語

者與非母語者對知識、技巧、態度發展變化個案研究 

砂岡和子 

早稲田大學名譽教授 

ksunaoka@waseda.jp 

摘要 

隨著全球學生與教師及教育項目的急速流動化,培養人才的認識產生了變化。單向授

課的傳統教學方式已難以適應全球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需求。現在大多教師和教育單位都

致力於教學的重點放在培養學生的跨文化溝通能力。筆者在亞洲華語地區 6 所合作單位

的支持下,於 16 年之久實施“中日台遠程跨文化討論課”。本文依據這堂国际讨论课的

視頻材料, 以「知識(knowledge）」「技巧(skills）」和「態度(positive attitudes）」三種能力

作為標誌，將參加遠程討論會的部分學生作為分析對象，試探他/她如何發展跨文化溝通

能力進行定量與定性分析。 

據分析結果初步發現,以討論語言作非母語學生（NNS）他們的能力發展傾向於態度

＞技巧＞知識的順序。NNS 學生在語言能力處於劣勢的情況下，以積極正面的｢態度｣

為動力,後用｢技巧｣能力相補助來互動參與討論。至於｢知識｣能力相對靠後,發展最慢。

而母語學生（NS）他們能力的發展由（知識）＞技巧＞態度的順序排列。即 NS 學生用

母語參加討論,他們在語言｢知識｣或｢技巧｣能力上並無困難, 而面對異文化的｢態度｣能

力卻靠後，發展最慢。基於分析結果，本文最後提示對外語教學的啟示。 

關鍵詞：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Cross-Cultural Distance Learning, knowledge, skills, 

attitudes 

一、研究目的與分析方法 

1.1 研究目的 

如今全球化與科技的快速發展為教學資源在物理性和數位空間的移動打下了基

礎。各地教育單位不斷增加不同民族的學員，使得課堂變得不同語言不同文化相接觸與

交流的場地。經受國際外語教學理念的廣泛影響，跨文化溝通能力的培養早就成為第二

外語教學中的一大熱點（CEFR2001，张爱琳 2015，阮桂君 2017，白玉寒 2017）。 

筆者從 2001 年開始,在合作單位的支持下，通過網絡於北京、臺北、東京、橫濱、

北九州五地之間長期實施“亞洲學生遠程討論課”（以後簡稱“討論課”）。要培養學

生的跨文化溝通能力（Intercultural Competence）是“討論課”教學的設計宗旨。用外語

參加這堂課的非母語學生在語言能力處於劣勢的情況下，如何與言語表达更勝一籌的母

語者能夠互動進行討論？母語者（NS）和非母語者（NNS）他們怎麼發展各自的跨文化

溝通能力？其能力的發展順序如何？本研究發自這些關心，基於觀察“討論課”的實踐

錄影材料，作試探性的發掘與分析,以便為今後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國際遠程教學提供一些

教學啟示。 

1.2 分析方法 

1.2.1 跨文化溝通能力的定義 

文化本身是一套很模糊的概念，語言與文化兩者的關係亦眾說紛云。因此何謂跨文

化溝通能力，包含哪些元素，與第二語言溝通能力有何異同，不同學科所關注的面向不

同，定義也不盡相同。比如 CEFR 將語言能力分為“一般語言能力”和“語言交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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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前者包括知識、技能、個性、學習能力等。後者包括語言學能力、社會語言學能

力以及語用能力三方面。其中｢態度｣一塊屬於一般語言能力下面的“情意能力”底下的

一個子能力（黃 2016）。既然有諸多分類法，目前第二外語(漢語)學界對於跨文化溝通

能力確有一定的共識，即應該掌握一定的文化和交際的｢知識｣，將這些｢知識｣轉換為行

動表現的｢技巧｣用到實踐溝通環境中去，並且對不同文化表現出渴望和包容的｢態度｣

(張紅玲 2012，朱我芯 2013，黃雅英 2015) 。本文基於此共識，將下面三種元素作為跨

文化溝通能力的標誌,由此試探部分學生跨文化溝通能力的發展順序。 

1 知識(knowledge）:主要對於語言的知識 

2 技巧(skills）:溝通的技能與技巧 

3 態度(positive attitudes）: 如動機、價值觀、信仰、認知類型、個性等情意能力 

1.2.2 分析理論架構 

進入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的話語分析作為一個跨學科的研究領域迅速發展起

來，為 SLA（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研究備受關注的前沿領域。他們認為，語言

活動是通過協調與互動的行為而構成的一種社會知識 (social intelligence)

（Kramsch2008）。據這個理論，不發言的第三人不是被動的旁聽者。參與談話的成員不

是一個簡單的已然存在的實體，而是他們在話語進行評價的過程中被塑造和建構出來

的。他/她還會用聲勢、身體動作等非語言資訊將擴展自己參與討論的可操作的領域

(Kendon,A.1981，Goodwin,1981,Vargas,M.F.1986）。甚至他們談話時的位置、距離、沉默

時間等也會為說話內容施加影響。這種重視語言交互能力的觀點為多元文化環境下的遠

程“討論課”提供可操作的研究框架。本文主要依據社會語言學的多模態話語分析

（Multimodal Discourses Analysis），試探 NNS 與 NS 之間的互動談話分析。 

1.2.3 分析對象與材料 

觀察跨文化溝通能力發展順序的分析對象分別如下。視頻材料主要有兩種。1) 2015

年 12 月 10 日,5 所大學參加的“傳統語言與顏文字[emoji]”討論會（簡稱<Emoji 討論會

>）。2) 2016 年 5 月 19 日,由 4 所大學主辦的“養寵物的經驗”討論會（簡稱<養寵物討

論會>）。就用這兩次會議的錄像及其發言轉寫記錄材料，按母語族群分別對 NS 與 NNS

的｢知識｣與｢技巧｣兩種能力進行定量分析。 

由於目前嚴重不足可追蹤一個學生長期學習發展過程的記錄材料，定性分析用的學

生個案僅有 4 名。如表 1 所示，其中 3 名是非華裔背景的日本人,另外一名是中國留學生,

皆為非漢語專業。這 4 名在兩年間,包括“討論課”前後參加過筆者開的不同課程。同時

據我長年與不同學生接觸的經驗，認為 4 名可算代表各民族 L2 學生的典型類型，除了

適於實證研究外，還為於非目的語環境下進行的 L2 教學可供反思材料。 

M，K，O 等 3 名同學擅長於數學邏輯，會深思觀察，而性格較內向,不善於口頭表

達。但都對華人社會有濃厚的興趣，一直堅持認真學漢語。他們在留學前的漢語水準皆

以 HSK4 級，回國時分別獲得了 HSK5 級。其中，O 同學到北京留學期間從北大那邊繼

續參加“討論課”。 

S 同學 2014 年秋期他參加了國際遠程課，2015 年春期就登記筆者講的大堂課。之

後又參加 2016 年春期的“討論課”。S 同學學習成績很優秀，不過很少開口發言。若

有機會投稿文章，其內容偏向於代表政府的立場，大課亦沒有充分時間同學之間的互

動。因此前一年半，S 同學似乎孤立，不太喜歡與同學交流。後來第二年參加“討論課”

後，通過與同學密集討論和交流，他開始開口，學會溝通。後述<養寵物的討論>中, 他

對動物的愛情和幽默感引起了參與者的共鳴。 

 

94



表 1  4 名学生檔案 

记

号 

性

別 

國籍

民族 

母

語 

文化 

背景 
專業 

L2 外語 

時長 

留學

時間 

留學單

位 
擅長 

性

格 

M 男 日本 
日

語 
非華裔 

政治

經濟

系 

6 年英文,

大一開始

學漢語 

2013

年後 1

年 

北京大

學 

經濟

學 

內

向 

K 男 日本 
日

語 
非華裔 

政治

經濟

系 

6 年英文,

大一開始

學漢語 

2014

年後

兩年 

臺灣大

學 

政治

學 

深

思 

O 男 日本 
日

語 
非華裔 

法律

系 

6 年英文,

高中開始

學漢語 

2015

年後 1

年 

北京大

學 

論理

學 

慎

重 

S 男 
中國

漢族 

漢

語 
中國 

政治

經濟

系 

15 年英文,

來日本後

學日語 

2014

年後 1

年半 

早稲田

大學英

文課程 

經濟

學 

寡

言 

二、亞洲學生遠程討論課的特點 

“討論課”是早稻田大學 1999 年發布的 Digital Campus Vision 第二期工程項目。在

第一期建構少人數訓練會話班 Tutorial language Learning Program 的基礎上，第二期就與

海外單位進行網路合作，開展 Cross-Cultural Distance Learning（簡稱 CCDL）。CCDL 以

英文交流為主，已與世界 60 多所教育機關合作教學。“討論課”是 CCDL 的漢語部門，

以培養跨文化溝通能力為學習目標，自從 2001 年到 2017 年 1 月為止，共舉辦 234 次的

國際遠程會議。 

參加“討論課”的學校時有更替，曾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首都師範大學、臺灣

師範大學、元智大學、淡江大學、韓國高麗大學、日本國內的慶應義塾大學和早稻田大

學九州分校等 9 所學校進行合作。其中早稲田東京校區及慶應大學是認學分的正式課

程。其他單位在課外志願參加。包括北京、臺北、日本各處的本地學生和留學生，還有

來自越南、印度、俄羅斯、波蘭、義大利等國的留學生參與其中。NNS 非母語者的語言

水準為 CEFR B1-B2 級。每期半年的一門課程中，平均開 10 次左右，開會時長約 70-90

分鐘一次。平均每單位有 2 名到 10 幾個通過網路視訊會議方式，面對面地共同討論。

人數多時約 40 名，少時也有 10 多名學生（Sunaoka et al.,2006,砂岡等 2015,砂岡 2016）。

“討論課”的主要特點如下。 

1 學生主體的運作:從課程議題的選擇到開會主持人員的確定等一連串的活動流

程，皆以學生為主體輪流負責。成員之間逐漸建起共同營造跨國際公共課堂的無言共識。 

2 親近的討論題目: 議題由學生來選定，與自己生活切身利益相關的話題占多數。

談家常趣事可降低進階級水平的 L2 學習者使用外語的門檻作用（CEFR2001）。同時促

進以開會語言作母語的學生暢述自己內心的感情，易於他人產生共鳴（串田,2006）。 

3 多元的學員:包括在北京、臺北、日本各地擁有留學經歷的學員和在當地留學的不

同國籍學生參加此課程，逐步演變成國際對話的教場。 

4 複語言的使用:基於 CEFR 的理念，讓成員們自由使用自己用所具備的如英日漢等

語言能力參加討論，並鼓勵學生間進行同步翻譯。在文字交流時，尊重母語者的習慣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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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當地常用字體。同時允許使用智慧手機、平板電腦等移動終端。 

5 持久型正式課程:一般國際之間的視頻交流，因其組織和技術等多方面的原因，存

在舉辦次數不多，交流時間少，壽命短等缺陷。“討論課”為大學正式課程，一學期每

周舉辦一次。自 2001 年開始到現在,成功舉行了 16 年之久。 

通過一學期每周一小時多的談話，身處異地，不同語言不同民族的學員拉近距離，

營造出充滿活力和諧的課堂氣氛（砂岡 2017a）。 

三、跨文化溝通能力發展順序 

3.1 非母語學生(NNS)的語言能力 

3.1.1 NNS 平均發言量 

平時在討論中，言語能力占優勢的 NS 掌握了話語領導地位。只論發言次數，NNS

同比 NS 的三分到五分之一以下。比如<Emoji 討論會>,早稻田大學東京校區及北九州校

區,慶應大學橫濱校區,北京大學,臺灣國立師範大學共 5 所大學進行 90 分鐘（發言時間共

85 分 6 秒，空白時間共 4 分 4 秒）的討論。參加討論的同學有 9 名漢語母語者（NS）

以及包括 2 名來自波蘭的留學生，非漢語母語者（NNS）9 名,一共 18 名開會。本次討

論語言以中文為主，部分有日語和英語的發言。早大北九州校區的中國學生一邊主持會

議,一邊為波蘭學生提供中英語的隨聲翻譯(看來效果不佳)。整個會議共有 64 次的發言

(計 8701 個漢字、558 個英文單詞)。其中 NNS 發言次數占 36%，字數為 37%。其他 60%

以上由 NS 發言所占（砂岡 2016）。 

再如<養寵物討論會>時,有早大東京及北九州校區,北大,臺師大等 4所大學參加會議.

在臺師大男生的主持下，包括漢語 NS8 名，NNS3 名，2 名華裔學生(Ethnic Chinese :EC)，

共 13 名（男 8 名/女 5 名）學生分別發表意見。在整個討論時間 73 分鐘之中,NNS 的發

言量少於 NS 的四分之一左右（上同）。總共 10949 華字發言量（不包含重複、重疊、填

詞等成分）的 75%由 NS 來發言。NNS 與 NS（EC）分別只占 14%和 11%。NNS 也只

有 13%的發言機會（發言次數），平均一次發言量比 NS 華字 708 的三分之一左右（上

同）。 

3.1.2 NNS 語音能力 

先看看３名日本學生留學前後話速的變化。M 和 K 兩名同學都上過筆者的漢語初

級班一年。班上規模較小，約有 20 名零起點開始學漢語的學生。與其他班一樣，我每

次讓他們朗讀課文，將錄音下來的音檔上傳給我的教學存檔上。給每件加以評語後,下一

次上課時回饋給他們再練習。現在用這些材料對 M 和 K 同學在留學前後的發音變化進

行比較。如表 2 所示，花了半年時間，兩名同學朗讀漢語的速度相當提高，M 同學提升

1.4 倍。K 同學雖用的是與 M 同學一樣教材，不過話速很慢，第一次遠不如一般中國人

每分 150 到 200 字話速的範圍外。經過半年後，話速提升 1.7 倍，接近了中國人說話的

速度。O 同學話速也在留學前後的一年半裡提升了 1.7 倍(表 3)。 

至於他們的發音質量，3 名都在漢語韻律還不夠自然的地方。O 同學也許他在高中

學的發音基礎較差，留學之前總是發不準四聲。不過他對語法卻很有講究。留學前參加

“討論課”之前，查詞典事先準備發言稿。開會時念稿發言，顧不上與螢幕上遠程課堂

的同學交換視線。下課前後經常提問有關漢語虛詞的用法。O 同學到北大留學後說學外

語的態度明顯轉外向。他已不用腳本，留有餘地發表自己的意見。不過後面所述那樣，

他經過一年的留學回國後，除了聽力水平明顯提高外，包括韻律，口語能力不見得大提

升。詞彙語法的運用滯於中級水準。M 和 K 同學的情況大致一樣。他們留學後的學習

檔案還在追蹤中,尚待整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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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兩名學生話速變化 

 

 

 

 

 

 

 

 

 

表 3  學生 O 留學前後話速變化 

參考: 一般中國人語速 150~200 字/分、中國廣播員 180 字/分、新聞聯播員 300 字/

分 

3.1.3 NNS 詞彙能力 

在學生討論會上母語者 NS 使用的詞彙基本上是漢語常用口語詞。比如在<養寵物

的討論>中, 為討論當天話題必備的“叫”字竟出現 20 多處。經分析後發現，這些都由

NS 來用，而包括 O 同學日本學生連一個“叫”都沒用過。並且中國學生的“叫”用得

非常典型，匹配亦簡練。他們最多用的是“大聲喊”義的“叫”，其次是“招呼”的

“叫”。而叫名稱及使役義的“叫”出现得很少。 

1 人或動物大聲喊之義：共出現 11 次：例如“它叫的時候聲音特別大” 

2 招呼，呼喚之義：共出現 5 次：例如“叫它名字它就過來” 

3（名稱）“是”之義：共出現 3 次：例如“所以叫它迷你豬” 

4 使役之義：共出現 3 次：例如“叫它趴下它就趴下” 

此次參加會議的日本學生都沒用“叫”。其原因認為有兩個。一是文化差異。他們

家裡養的是金魚，鱂魚，兔子，倉鼠，小貓之類小型動物，它不會發出大叫聲，所以沒

必要特用“叫”字。二是與日本漢語詞彙教學還在脫離現實有關。初級課本一定出現使

役及叫名稱的“叫”，但大聲喊的“叫”不一定教授。今後從互動討論的真實語料中，

抽出母語者常用的基本詞，將它教學用，有利於非母語學生順利與母語者進行溝通。 

3.1.4 NNS 語法能力 

一般在討論會上，漢語母語者為非母語學生語言能力有限為起見，放慢說話速度，

用詞上都手下留情。但關於語法，母語人可以保證輸出合格的句型，所以不知如何控制

語法難度。於是想說什麼就用什麼，不假思索，隨心所欲的聊天。比如<養寵物的討論> 

朗讀日期 
留學前 

2012 年 5 月 8 日錄音 

留學前 

2013 年 1 月 7 日錄音 

朗讀材料

（字數） 

初級課本第 4 課（72

字） 

中級課本第 19 課（179

字） 

学生记号 
朗读时间

(秒) 

語速/

分 

朗读时间

(秒) 
語速/分 

话速提升

率 

M 29 149 字 53 203 字 1.4 

K 44 98 字 65 165 字 1.7 

參加討論課日

期 

留學前 

2014 年 10 月 23 日 

留學後 

2016 年 5 月 19 日 

討論題目 

（他發言字

數） 

國際結婚（112 字） 養寵物（126 字） 

学生记号 
朗读时间

(秒) 

語速/

分 
朗读时间(秒) 語速/分 

话速提升

率 

O 54 112 字 40 189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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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隨處可見沒有主語的句子。在互動口語裡，明知的主題不用再提易於省略（例 7，8）。

也有根本用不上主題的慣用句經常出現（例 5，6）。 

5 NS 男生 1：確實魚不好養，要很注意水質的清潔。 

6 NS 男生 2：叫它跪下它就跪下。 

7 NS 男生 1；請問一下（金魚）是怎麼死的。 

8 NS 男生 3：我媽媽很害怕（小狗）就在家裡叫。 

與母語學生相比，日本學生用的句型一定帶主語，句型基本上都在初中級課本上學

過的，並把它重複用，結果說話略顯嚴肅和單調（後述)。 

四、非母語者互動策略 

4.1 使用輔助語言的工具 

參加“討論課”的 NNS 在語言能力上處於劣勢的條件下,他們靠甚麼能力與 NS 進

行互動?下面以兩次 NNS 成功與 NS 溝通的視頻會議為例，將探索 NNS 非母語者的互動

策略。 

按原計畫,<Emoji 討論會>以 A、B、C 的 3 個小議題進行的。後來會議一開始，言

語能力最高並任主持校的早大北九州校區 3 名中國學生就掌握了話語領導地位。再加 B

議題較抽象，發言集中於幾所學校的 NS 身上。NS 們不僅說話速度快，發言還含有高

級中國文化知識，使得 NNS 難以與 NS 形成共鳴。討論層級止於單人間、並列(parallel)

或非對稱 (asymmetrical)的交流模式，很少互動(Galaczi,2013）。 

在大多數 NNS 跟不上會議的節奏時，早大一名 NNS 成功地把話頭轉為自己有經驗

的新議題 B-new。之後在 NS 的協助下，全體成員通過在移動終端共用大量表情動圖的

方式，成功構建了遠程同儕合作學習的課堂。身處不同虛擬空間，在缺失副語言資訊的

情況下，表情包恰當地傳遞了話者的情緒資訊，還作為輔助語言的工具，確實能有效地

解決溝通障礙，啟動了課堂的氣氛(圖 1)。交流形式亦轉為多數人、協調(collaborative)

的互動模式，話題也順利發展到了 C。起初無話可說的 NNS，後來能啟動所有參加者的

學習興趣，這是 NNS 以積極的｢態度｣參與會議的互動秩序，為大家創造暢所欲言的社

交環境的心態有關。根據社會環境能調整自他語言行為的｢態度｣是參加跨文化溝通活動

的基本素質。 

  

  圖 1. 議題與發言次數及手機通信次數        圖 2. 2016/5/19 學生笑臉鏡頭 

4.2 協調互動感情共鳴引出笑臉 

<養寵物討論會>是一次同學笑脸最多的會議。誰在笑?為甚麼笑?誰會引起別人臉上

的笑容?非母語者還會不會笑引起母語者的笑?於是我們將當天開會錄像中所有鏡頭的

笑臉以肉眼進行比較分析1，基於臉部表情研究的分類標誌(Goutsu.Y et al,2015)
2，通過

                                                 
1
近年發展先進的測量技術，目前我們沒有此類設備，本文只能用肉眼進行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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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所有學生的笑臉表情進行識別，再對以半數以上學生變成笑臉的鏡頭進行識別3，

加以分析和整理後，得出兩組共 15 件｢笑點｣4。（A 組）為 NS 之內引起笑臉的共 6 件表

4，（B 組）則 NS 與 NNS 間形成共鳴而引出笑臉的共 9 件表 5。兩組相比的結果發現（B

組）的｢笑點｣多於（A 組），而且（B 組）引起笑臉的發言人半數以上(5 件)是 NNS 學

生。 

表 4  NS 內引起笑臉(A 組) 

No 笑點 話段(時:分:秒) 
發話時間

(秒)
5
 

發言

人 

笑人數/MF

之別 

A1 小兔吃撐死的 0:11:45-0:12:21 36 NS 7（M5/F2） 

A2 貼吧有不靠譜的 0:12:22-0:12:35 73 NS 9（M7/F2） 

A3 寵物空運過來 0:12:36-0:13:31 55 NS 7（M5/F2） 

A4 花鳥市場賣寵物 0:15:30-0:16:18 48 NS 6（M5/F2） 

A5 
遛豬遛鴨子遛羊

駝 
0:34:17-0:38:08 231 NS 6（M4/F2） 

A6 貓界的宋仲基 1:07:07-1:07:14 7 NS 9（M5/F4） 

 

表 5  NS 與 NNS 之間引起笑臉(B 組) 

No 笑點 話段(時:分:秒) 
發話時間

(秒) 

發言

人 

笑人數/MF

之別 

B1 
我想養那一次的貓

咪 
0:07:26-0:08:06 40 NS 11（M7/F4） 

B2 
爸爸買兔子媽媽反

感 
0:17:49-0:18:09 20 NNS 7（M4/F3） 

B3 那只兔子還在嗎？ 0:20:03-0:21:14 71 NNS 13（M8/F5） 

B4 
金魚一個晚上都死

掉 
0:28:47-0:29:42 55 NS 13（M8/F5） 

B5 
同學家裡養一隻豹

子 
0:32:45-0:33:45 60 NNS 7（M4/F2） 

B6 陽台過來一隻貓 0:41:18-0:41:30 12 NS 9（M4/F5） 

B7 我們家狗喜歡舔人 1:05:34-1:07:05 91 NNS 9（M7/F2） 

B8 
喵咪發情看到我很

興奮 
1:12:37-1:13:01 24 NNS 11（M6/F5） 

B9 我也想養豹子 1:13:17-1:13:29 12 NS 9（M6/F3） 

非母語者如何會引起母語者的笑?（B 組）｢笑點｣不如（B 組）那樣新奇好笑。NNS

                                                                                                                                                         
2
據笑臉特徵的研究，本文以先開唇部後到眼角，笑顏逐開為快樂情緒的笑臉，進行表情識別。 

3
此次會議參加共 13名.因此採取超過 6名以上笑的鏡頭，5名以下就沒採納. 

4
指笑臉出現的談話內容. 

5
時間包括談話中的重複，停頓，插話等口語所特有成分的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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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能讓大家笑開？由於紙幅有限，這裡只能提示（B）類 NNS 學生（即 O 同學）引

起一段｢笑點｣為例，將實證 NNS 具有引起全體成員感情共鳴能力的例子。 

O 同學的｢笑點｣並不如其他 NS 的特別刺激，他發言時用詞和語法還很簡單，發音

速度與及韻律也有不夠自然。而他的故事（比如 B 組 B2｢爸爸買兔子媽媽反感｣）反映

出日本養寵物的一種文化與家庭人際關係，引起了很多中國學生的關心。這他與 NS 協

調互動進行談話有密切關係。例如 NS 主持人提問頗有風趣，就問 B3 ｢請問，那只兔子

還在嗎？｣。O 同學就立刻答覆｢兔子還在，已經五歲了｣。這一段互動對話讓大家關注

對 O 同學家裡養的那只兔子命運如何,同時引起了伴隨著飼養寵物的共同感受，隨後笑

顏逐開(圖 2)。與此相比，（A 組）的如 A5“遛豬、遛鴨子、遛羊駝”等｢笑點｣，NS 們

紛紛介紹中國，臺灣與日本所看到的新鮮事物。不過留學生說話過快，含有本地人的百

科知識，結果 NNS 聽不太懂，笑不出來，最終沒能與 NNS 互動。<養寵物討論會>其他

實錄材料提示，NNS 在與 NS 協調互動之下，用語言和非語言表達方式，堅持參與討論

的整個過程(砂岡 2017ｂ，Sunaoka,2017ｃ)。 

五、母語者參與討論的｢態度｣ 

上面介紹的中國留學生 S 同學，經過兩年與其他地區的學生交流後，參加的“態

度”呈現有所變化。2015 年春期他參加過筆者主辦的叫做《東南亞的文化與語言》的講

課。這門課共有 100 名左右的學生登記，每期有 10%左右的留學生參加。大課的學生按

出身地區來就席，很少往來。於是我採取了零時搭起討論班，包括留學生讓他們重新分

組進行半小時的討論。2015 年 5 月 23 日 S 同學他們的小組就對國語與方言問題交換了

意見。應同學的要求，他給大家介紹了中國的民族情況。後來他向 BBS 上提交的報告

上寫到:中國首先要解決一些少數民族意識太強的問題。這可以通過給少數民族加強漢語

的培訓，加強愛國主義教育來達成目標。如果中國做到了用漢語消除民族隔閡，用稅制

解決好窮苦人民的溫飽，那中國的民族問題也會得到相應的一些解決(由筆者摘原文)。

對此除了一名韓國留學生表示支持外,其他 S 同學討論群組的日本，臺灣，香港來的留

學生提出截然不同的意見。由於大課沒有時間充分互動，分歧意見也再沒有交流的機

會，此次無法消除彼此的歧視與成見。S 同學在大課群體中，似乎孤立，沒有朋友可談。  

2015 年秋期 S 同學第一次參加“討論課”，還是很少開口發言，不喜歡與同學交

流。後來 2016 年春期，他繼續登記這堂課。此次他通過與同學密集開會交流，開始開

口，學會了溝通。有一次在<養寵物討論會>中, S 同學有發言道：以前他家養過一只小

母狗。有一天在馬路上遛它的時候，對面出現了一隻黑色小公狗。它像狗中宋仲基那樣

長得很俊。結果他家小母狗就很興奮，一下就沖過去。正好馬路上來了一輛黑色別克車，

差點把他家小母狗壓死了。從那以後，他遛狗時都會栓狗鏈。他這一段話充滿了他對小

動物的愛情和幽默感，引起了其他成員的共鳴。可見 S 同學通過一年半與他人溝通的

實踐，才主動會表達自己的內心感情，他對跨文化溝通的｢態度｣比以前有所提升。 

六、小結與對教學的啟示 

6.1 跨文化溝通能力 

以上通過分析國際遠程討論課中學生顯示的跨文化溝通能力，先論證非漢語學生運

用非語言技巧作為外語交流的輔助手段，成功與母語學生進行溝通的事實。NNS 學生在

語言能力處於劣勢的情況下，以渴望參加討論的意願，積極的｢態度｣堅持溝通，如有需

要用｢技巧｣能力相補助參與會議的整個過程。至於｢知識｣能力相對靠後,發展最慢。對母

語學生來說，他們的語言｢知識｣量沒有問題，運用｢技巧｣能力有人而異，但面對異文化

的｢態度｣趨於靠後，發展最慢。總體來看，跨文化溝通能力發展的順序可以排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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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語學生(NS)     （知識）＞技巧＞態度 

      非母語學生(NNS)     態度  ＞技巧＞知識 

各自學生具有的「知識」｢技巧｣｢態度｣水平各不相同,其發展順序亦個人而異。其中

｢態度｣需要較長時間逐漸形成的隱性能力。毒瘤同時要評價一個學習者的能力，應注意

能力的整體性和學習的永續性(CEFR2001)。本文用以少量個人檔案進行小規模的分析,

再據筆者的主觀評價和個人教授經驗,得出的結果是否正確, 仍需通過大規模的分析進

行實證研究方能得出客觀的定論。 

6.2 對漢語教學的啟示 

遠程討論課與傳統的由教師主導的課堂形式相比，以其網路開放式教學作為激励工

具 (Motivation tool),能有效地形成學習者的社會交往能力和解決問題能力。據

（Nakano,2015, 2017）等研究，参加 CCDL 英文課程的同學一直保持足夠的學習動機，

與其他 L2 英文課的學生相比，他們的外語水準提高得更快。 

上述 CCDL 漢語課程的同學同棪具有相互溝通、協調配合、共同完成學習等諸多優

點。同時看到日本同學在漢語發音、詞彙、語法等語言知識和運用技巧上,離參加國際討

論課要求的進階（CEFR B1 級）、高階（CEFR B2 級）水準還有一段距離，與中國留學

生更深層的溝通造成障礙。 

目前以學生為中心的互動教學課程設計重視 「態度」甚於「技能」，「技能」甚於

「知識」。但上面事實告訴我們要用外語參加動態交流溝通，需要相當水準的語言「知

識」和「技能」。非母語者掌握目的語言的確切「知識」和它應用的「技能」，會拉近對

話人的距離，參與的「態度」也會更積極,無礙於情感交流。 

參考文獻 

1. 白玉寒（2017）。跨文化视角下的汉语教学研究，中國：水利水电出版社。 

2. 黃雅英（2015）。華語文跨文化溝通教學理論與實務，臺北：新學林出版。 

3. 砂岡和子、馬燕、施信餘（2015）。國際遠端教育的實踐與經驗—以“亞洲學生遠端

會議”課程為例,中文教學現代化學報，第八期。 

4. 砂冈和子（2016）。移動通信終端促成遠程討論參加者間形成合作學習作用分析，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Vol．7(1)，pp.43-55。 

5. 砂冈和子（2017b）。国际远程课堂中学生的语言能力与跨文化沟通能力发展分析,

第 14 届对外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ICCSL-14）,於濟南山東師範大學,2017 年 10 月

日特邀演講。 

6. 阮桂君主编（2017）。跨文化交际与实践，中國：汉大学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 

7. 张爱琳主编（2015）。跨文化交际，重庆大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8. 張紅玲（2012）。以跨文化教育為導向的外語學，歷史、現狀與未來，國際漢語教

學通用課程大綱，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9. 朱我芯(2013) 。對外華語文化教學實證研究-以跨文化溝通與第二文化習得為導

向，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 

10. 串田秀也(2006)。互行為秩序と会話分析、 「話し手」と「共-成員性」をめぐる

参加の組織化，日本：世界思想社。  

11. 砂岡和子（2017 a）。中国語のクラス授業と教室運営― 開かれた教育システムに

向けて―,早稲田大学現代政治経済研究所 Working Paper Series 

No.J1610,https://www.waseda.jp/fpse/winpec/public/working-paper/ 

12. Council of Europe，2001，(CEFR)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ning, 

teaching, assessment. Common European ,Cambridge University 

101



13. Goodwin, C. ，1981，Conversational organization: Interaction between speakers and 

hearer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4. Goutsu Yusuke,Takaki Kobayashi,Junya Obara,Ikuo Kusajima,Kazunari Takeichi, 

Wataru Takano and Yoshihiko Nakamura 2015,Multi-modal Gesture Recognition Using 

Integrated Model of Motion, Audio and Video, CHINESE JOURNA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Vol.28,No.4,2015 

15. Kendon, A.1，1981，The F-formation system: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social 

encounters. Man-Environment Syst.，Language in Society,10 (3)  

16. Koyama K.,Nakamura T, Nnishino Sh，1998, Investigation of Laughter, Journal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ociety of Japan, 39(7)  

17. Kramsch, C.，2008，Ec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Language 

Teaching, 41 (3). 

18. Nakano, M., Bonham, M., Owada, K., Ueda, N., Oya, M., Negishi, J., & Kondo, Y. ，

2014， Networked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from English tutorials to cyber  

interactions at Waseda University. In R. Tsai, & G. Redmer （Eds.）, Language,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aiwan: Bookman Books, Ltd. 

19. Nakano, M., 2017, College English Education in Japan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Activity, In Kazuko Sunaoka & MUROI Yoshiyuki（Eds.）, Multilingual Education in 

Japan and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isation（pp.21-42）, Asahi press (Japan) 

20. Sunaoka,2017ｃ（Soon to be published）, Interactive Mode of Non-Native Speakers in 

International Long-Distant Class Discussion—A Research Based on Smiling Face 

Features, Technology-mediate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Massey University 

21. Sunaoka,K.,Monden,Y.,Morishita,Y.,Ikegami,D.，2006，The construc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international distance conference.,In M.Nakano (Ed.) 

CCDL [Cross Cultural Distance Learning]: Teachers’Manual.Vol.1 ，Media Mix, 

Waseda University. 

22. Vargas,M.F.，1986，Louder Than Words: An Introduction to Nonverbal 

Communication，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02



Motivation in Students Learning Beginner Chinese at 

Summer Camp 

Koyin Sung,  Kallen J. Brunson 

Utah State University 

Abstract 
Motivation is key to learning a new language. It increases the desire to actively engage in 

the target culture and promotes retention of the language (Engin, 2009). This study intends to 

investigate motivational factors—cultural knowledge, environment, and students themselves—in 

English-speaking six to ten year olds who enroll in a two week summer camp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aims to understand what the motivational levels of kindergartners to fourth graders are and how 

daily teaching activities affect that motivation. The methods of this study include a pre-

motivation questionnaire, which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complete before camp; a daily 

motivation measurement, completed by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after every instructional day; 

and post-camp interviews with parents. Students were taught using TPR and the communicative 

teaching method to facilitate classroom discussions and activities based around Chinese. The pre-

motivation questionnaire measures the initial attitude toward the language. Each subsequent daily 

motivation measurement measures students’ reactions to the environment at home and within the 

classroom, the student attitudes for that day, and cultural knowledge towards several traditional 

Chinese festivals. The post-interview clarifies how students and parents felt towards the camp 

and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amp that helped them learn the most Chinese. Data analyzation will 

correlate the students’ motivation with their reaction to the environment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at 

the camp, as well as comparing pre-camp and post-camp attitudes to see if more exposure to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increased their motivation. Based on results, teaching implications 

will be discussed. 

Keywords: motivation, beginning Chinese learners, learning environment, cultural 

knowledge 

Introduction 
Motiva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go hand in hand, as motivation is a core 

component behind engaging in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culture. As motivation increases, so does 

the desire to learn the second language. This can lead to increased retention of the language as 

the student wants to be able to communicate in the second language (Gardner and Lambert, 

1972). However, students pursuing a second language can also easily become dissuaded because 

of stagnation in their language-learning efforts or simply because they believe the language is too 

hard. Language learners in early stages of learning often face this kind of frustration (Williams 

and Williams, 2015; Wen 1997).  

As Chinese gains importance in the modern and business world, more people are becoming 

interested in learning the language. Unfortunately, Chinese is harder for English speakers to learn, 

given the different writing system and the tonal shifts between four tones (Wen, 1997) and 

requires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motivation to keep learning the language if the student discovers 

the language to be much harder than they initially thought. Therefore, motivation becomes 

essential because it influences the degree to which the language learner retains and wants to learn 

the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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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that more students would likely want to learn the language as well, the 

research study was conducted within a two-week camp teaching beginning Mandarin Chinese 

and prompted two questions: 

a) What are the initial motivation levels of kindergarten through fifth grade students 

who sign up for a free two-week Chinese summer camp? 

b) How do the daily teaching activities in the camp influence the students’ daily 

motivation in learning Chinese? 

Framework 
The framework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in this research project is Dornyei’s model of 

motivation. The model consists of three levels: the language level, the learner level, and the 

learning situation level. The language level consists of the student’s primary, intrinsic reasons for 

learning that specific language (instrumental versus integrative motivation), whereas the 

language level delves further into the student’s confidence in learning the second language. This 

is impacted by “language use anxiety” and self-efficacy. 

At the learning situation level, the classroom dynamics are evaluated under three categories: 

course-specific motivational components, teacher-specific motivational components, and group-

specific motivational components. Course-specific motivational components include the interest 

in the course, the relevance of the course to their needs and the expectancy of success, while 

teacher-specific components focus on modeling and task presentation. Group-specific 

components are about whether the groups are goal-orientated, there is a level of group 

cohesiveness, and the classroom goal structure.  

Therefore, the first two levels allowed for an examination of both the environment 

surrounding the students, both through their initial wants for participating in the language camp 

and the prior interaction with things pertaining to China and the Chinese culture. As such, the 

reactions were categorized either in the integrative or instrumental motivational subsystem at the 

language level. Several components of the learner level became important for analyzing student 

motivation and cultural knowledge on a day to day basis. Thus, the learning situation level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analysis of the daily motivation questionnaire and the students’ favorite and 

least favorite parts of the language camp.  

Literature Reviews 
Previous literature has found that instrumental and/or integrative motivation is important in 

student motivation and that in integrative motivation, the students start to create their own goals; 

this translates in putting extra effort into their coursework and further retention of the second 

language. Yet, it is also important for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to provide an environment where 

that instrumental and integrative motivation can flourish (Engin, 2009).  

Williams and Williams have identified five key ingredients in encouraging motivation: the 

student, the environment, the teacher, content, and method/process (2011). These factors decide 

how well the student actively participates in learning the second language. Understanding how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these factors, such as social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a second language 

or how well the teacher is conscious of students’ needs, can influence motivation presents 

opportunities for teachers to refine teaching methods and help students stay motivated in learning 

the second language.  

Ruan, Duan, and Du have also provided a strong basis for task-based activities as a valid 

method for promoting motivation. Tasks, especially at a lower level, should focus mor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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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vocabulary and meaning, as well as be controlled in complexity. As early language 

learners do not have solid foundations in grammar and complex language structures, such 

activities would decrease motivation. Thus, activities such as matching and role play became 

discouraging because of lack of language skills (2015).  

Wen stated that student in orthographic languages, such as Chinese, Korean, and Japanese, 

had a harder time adjusting to the different writing system and tonal sounds for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Perception of difficulty is often a major factor for high enrollment rates in orthographic 

language classes, and low re-enrolment rates. Students’ integral motivation proved valuable in 

keeping motivation high and that realistic goals and expectations were also instrumental in 

continuing in orthographic languages like Chinese (1997).  

 Based on current literature, students’ integral motivation is the most prevalent factor in 

continuing with language studies. However, with orthographic scripts, writing and speaking 

becomes more difficult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omance languages and pictographs. 

This way, students can easily become discouraged and want to stop learning Chinese. Task-based 

activities are good at keeping students engaged and help them progress in the language without 

the students feeling discouraged about the lack of capable communication in the target language. 

However, the tasks must be perfectly balanced to give the students a way to remember new 

vocabulary and not decrease their motivation by thinking that they could not participate in the 

language.  

 Therefore, the literature reviews prompted questions about the motivation of children 

who wanted to participate in a language camp, but had no little to no prior experience regarding 

interactions with Chinese culture directly. As interested participants, these students would have 

been highly susceptible to ideas about whether the Chinese language was difficult or not and 

could base their opinion of continuing language interaction from first exposure. Tangent to this, 

it then prompted questions about finding activities that would increase motivation, as well as 

increase participation in language studies at the same time. 

Participants  
The participants in this study included both the students in the camp and the parents of those 

children. There were 17 students in total (8 male, 9 female), along with both parents for each 

child, making for a total of 53 participants. The children had an age range from six to ten, and a 

grade range from finishing kindergarten to going into fifth grade. 11 students were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grade, 3 students were in the third grade, 2 students were in kindergarten and 1 

student each in fourth and fifth grade. Parents ranged in ages from 25-45.  

Inclusion criteria was based on proficiency in English, in order to sufficiently answer the 

daily motivation questionnaire, and the students could not have learned Chinese before the 

duration of the summer camp.  

Instruction  

The instructor participated in a college course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for a semester and worked with a professor to create practical teaching outlines that fit the both 

the time restraint of the language camp and the language level of the students enrolled. Other 

teachers were consulted about methods used in language teaching, such as TPR (total physical 

response) and communicative teaching.  

Curriculum Design 

The curriculum was designed around the students’ ability to introduce themselves and sp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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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sentences like telling another person their name, what they liked to do, and how to talk 

about their family. Students were taught one grammar point (the question word) in order to ask 

questions to other people. Vocabulary averaged around five words per day and used multiple 

games, songs, and hand gestures to help recognition. 

The language camp was split into three parts: speaking, reading/writing, and culture, each 

split into 25 minutes. The speaking section included a review of the previous day’s words; 

activities included using tunes from children’s songs to remember sentences and new vocabulary, 

“Simon Says” utilizing hand gestures to connect vocabulary and concrete actions, and multiple 

“hide and seek” games where the instructor would say a particular vocabulary word and students 

would find the corresponding picture around the room. A specific game using fly swatters to hit 

pictures associated with the new vocabulary enabled the instructor to review all words learned so 

far, boost word recognition, and understand which vocabulary was troubling the students. The 

current day’s vocabulary was followed by another activity to practice pronunciation.  

Reading/writing required students to learn how to write two to three of the new vocabulary 

words. Characters were taught using stroke order students were encouraged to take the character 

sheets home and practice.  

Culture took five of relatively important topics in Chinese life and introduced them to the 

students over the course of two days each. Students were presented with basic information and 

videos about cultural activities set in China and Taiwan, and then led through activities based on 

that information. Each of the cultural topics corresponded with the day’s vocabulary.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Due to the small number of participants, the research study and analysis was qualitative. As 

such, it focused on the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the class and their surrounding environments. 

Data was monitored over the course of 30 days, which included the time for the pre-survey, the 

actual period of the camp, and post-interviews. Data for the pre-survey and the daily motivation 

questionnaire was collected online using a Qualtrics’ site.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in person 

or on the phone.  

Dornyei’s language disposition questionnaire (2016) was also adapted a pre-survey in order 

to evaluate different motivational aspects related to previous exposure in language and culture; as 

such, it is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Dornyei’s model for motivation.  

Pre-survey 

The pre-survey was modified from Dornyei’s language disposition questionnaire (2016) to 

match elementary school vocabulary. Questions inquired about previous cultural interactions, 

their family background in regards to language, and students’ history and attitudes towards 

Mandarin Chines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questionnaire was directed towards the parents and 

asked about their previous engagement with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their reasons for enrolling 

their children in the two-week camp.  

The questionnaire gauged initial motivation by asking how hard the students thought it 

would be to learn about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as well as whether their parents 

required them to learn another language. As such, it measured the reaction to the environment at 

home and the students’ intrinsic, preliminary outlooks about Chinese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in general.  

Daily Motivation Questionnaire  

The daily motivation questionnaire was also linked to Qualtrics. Students and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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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ed the questionnaire after class every day. Between all ten days of the language camp, 

there was an average of seven responses each day. It consisted of 13 questions in total and 

students were directed to answer the first 10 questions about whether they liked the class, 

whether they thought the teacher explained everything clearly, and which part of the class they 

liked and disliked the most. Students were invited to explain why they liked and disliked the 

three main parts of the camp—speaking/listening, reading/writing, and culture.  

Parents were prompted to answer the last 3 questions about how much their children studied 

Chinese that day, whether the parents studied with their children, and their perceptions about 

how their children liked the class.  

All the questions in this questionnaire were designed to help understand the students’  

reactions to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culture, which was covered in the culture part of the 

lessons.  

Post-camp Interview 

Post-camp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parents to clarify how the students felt about the 

camp and how their motivation levels changed. Questions corresponded with the pre-survey and 

asked how the students viewed the class and which activities they liked the most.  

Results  
The pre-motivation survey revealed that most students’ language disposition was positively 

orientated; learning about Chinese and Chinese culture was important to them. 81% of students 

wanted to learn Chinese and 90 percent of students wanted to visit China. Previous interaction 

with China and Chinese was filtered through the parents; 50% of the parents already had been to 

a Mandarin Chinese-speaking country or had to connections to China or Taiwan.  

When asked about the reason parents wanted their children to attend the camp, the parents’ 

answers were mostly about integrative motivation, citing that their children became interested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on their own and it was important for the parents that their children learn 

about another culture, despite 81% of the responses saying that the students were not required to 

learn another language.  

All of the students were excited about learning some aspect (either about Chinese New Year,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Calligraphy, Chinese Valentine’s Day, Chinese names, or a 

combination thereof) of Chinese culture.  

However, for the first two days, over two-third of the responses on the daily motivation 

survey recorded that their favorite part of the camp was reading/writing. From the third day 

onwards, there was a slow shift towards culture as their favorite part of camp. Students 

increasingly put that “writing and speaking Chinese was tiring.” As the entirety of the culture 

part of the language camp was in English, the students were able to follow along in their native 

language easily and participate in cultural activities that appealed to their age range. Thus, afte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the desire to put forth effort into learning another language decreased and 

as such, the culture part of the camp became both a time to have fun and wind down from the 

more challenging parts of camp.  

As for the least favorite part of camp, speaking was, by far, deemed the least favorite, with 

reading/writing . Language use anxiety featured prominently throughout the camp by way of 

speaking; it was cited as being “scary” and “hard” because forgetting characters was common. 

Reading/writing was more “boring” and “hard to write”; however, reactions to the day numbers 

were introduced was slightly more positive, given that despite the difficulty of reading/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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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was also a slow trend in answers where all aspects of the camp that day were checked as 

“most liked.” Regardless of the hesitation in speaking or the perceived boringness of reading and 

writing, all students were excited to come back and learn more Chinese next day.  

The response “I can’t wait to go back to Chinese class. It’s so much fun” was selected 92 

percent of the time, with no responses recorded for “I don’t want to go”, “I might go if the lesson 

is better than the one today”, or “I don’t know”. The remaining 8 percent of responses said “I 

will go and learn some more Chinese tomorrow.” A positive trend existed in both questions about 

if the students learned from the lesson that day and if they liked the activities, with most of the 

responses starting out as “so-so” and going to “absolutely”.  

Responses for whether the students wanted to keep participating in learning Chinese were 

overwhelmingly positive; satisfaction with the class was high and the relevance of the class to 

their interests (particularly the culture) raised their motivation to come to class and learn.  

Interviews conducted with the parents further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e in 

motivating their children in coming to class. Several parents noticed that their children’s interest 

in Chinese culture increased over the duration of the camp. Culture activities were stated as the 

most “fun” and it “let [them] learn what they do in China to celebrate…”. Games and hands-on 

experience were also major themes for motivation, as they allowed th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ulture through different activities. Several activities included very active participation, such 

as four corners to learn numbers, and songs were used in order to cement word order and several 

basic questions as key communication pieces. Responses to songs and other games were largely 

positive, and allowed them to retain more of the language than basic recitation without the 

speaking aspect being too scary.   

Discussion  
The students that participated in this research study started with high integrative motivation 

and ended the study the same way. While speaking and reading/writing were deemed hard, as 

some Chinese characters have multiple strokes to just make one character, and thus disliked, a 

small trend emerged of liking every aspect of the camp. Culture was a popular motivator in 

having the students want to come back the next day; again, as the culture lesson was entirely in 

English and mainly focused on hands-on activated, it required no hard effort to remember how to 

speak or write.  

Therefore, games and hands-on activities that allow students (especially young language 

learners) a variety of ways to learn and express language while still being active are suggested. 

As children’s attention waxes and wanes depending on what they find interesting at the moment, 

it is important to keep them engaged with the language. Constructing activities such as songs 

with familiar tunes in what the lesson subject is, and games that repeat old vocabulary can help 

children to remember what they have learned and make it less frigh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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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1. Pre-Motivation Survey (paper version) 

 

We would like to ask you to help us by answering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concerning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This is not a test so there are no “right” or “wrong” answers 

and you don’t even have to write your name on it. We are interested in your personal opinion. 

Please give your answers sincerely as only this will guarantee the success of the investigatio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help! 

 

I. We would like to know to what extent the statements in the next page describe your 

own feelings. After each statement you’ll find five boxes. Please put an ‘X’ in the box 

which best expresses how much you agree with the statement. 

 

For example, if you like “hamburgers” very much, put an "X" in the first box: 

 

 very 

much 

quite a 

lot 

so-so not 

really 

not at 

all 

How much do you like hamburgers?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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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students: 

I. 

 A lot More than 

average 

So-so Not a lot None/not 

at all 

1. How much do you like 

learning languages? 

     

2. How much do you like 

Chinese? 

     

3. How much do you want 

to visit China?  

     

4. How much Chinese 

does your mom speak? 

     

5. How much Chinese 

does your dad speak?  

     

6. How much do you want 

to learn to speak Chinese? 

     

7. How many Chinese 

people do you see?  

     

8. How important do you 

think learning Chinese is? 

     

9. How much do you think 

learning about Chinese 

culture is important? 

     

10. How much would you 

like to travel to China? 

     

11. How much do you like 

meeting Chines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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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For the parents: 

I. About the child… 

1. Circle which gender your child is:   Male       Female 

2.1 Has your child learned any foreign languages outside school?     Yes      No 

2.2 If yes, which ones? ...................................................................................... 

2.3 At what age did your child start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 

3.1 Has your child ever been abroad for longer than six months (e.g. when you worked there)?     

    Yes          No 

3.2 If yes, where? ................................................................................................ 

II. About the parent(s) 

1. What prior knowledge about the Chinese language or Chinese culture do you or your spouse 

personally have? 

 

2. Why did you want your child to attend this camp? 

 

3. Why do you think that learning a new language is important? 

 Really true Sometimes 

true 

Sometimes 

true, 

sometimes 

not 

Not really 

true 

Not true at 

all 

1. I think I can learn a 

different language 

     

2. I’m worried that 

people won’t 

understand me when I 

speak another language 

     

3. I am required to learn 

another language 

     

4. My parents think 

learning another 

language is important 

     

5. I think Chinese is a 

hard language to l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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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Out of the proposed topics we will be teaching during the camp, which are you most excited 

your child will be learning? Please circle them below. 

Introducing yourself     Chinese New Year 

Hobbies      Dragon Boat Festival 

Family       Chinese Valentine’s Day 

Opposites       Chinese Names 

Numbers      Chinese Calligraphy  

 

5. Out of the proposed topics we will be teaching during the camp, which are your child most 

excited to be learning? Please circle them below. 

Introducing yourself     Chinese New Year 

Hobbies      Dragon Boat Festival 

Family       Chinese Valentine’s Day 

Opposites       Chinese Names 

Numbers      Chinese Calligraphy  

 

6. How much do you want your child to learn from this class?  

2. Daily Motivation Questionnaire (paper verson) 

 

Students’ Daily Motivation Measurement 

 

For the students:  

Please fill out the questionnaire. This isn’t graded, so please answer freely. 

 

1. Did you think the lesson today was easy? (Circle one) 

Absolutely               Okay              So-so               Not really              Not at all 

 

2. Did the teacher explain everything clearly? (Circle one) 

Absolutely               Okay              So-so               Not really              Not at all 

 

3. Did you learn from the lesson today? (Circle one) 

Absolutely               Okay              So-so               Not really              Not at all 

 

4. Did you like the activities in class? (Circle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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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olutely               Okay              So-so               Not really              Not at all 

 

5. How much did you like class today? 

Absolutely               Okay              So-so               Not really              Not at all 

 

6. How much do you want to come to class tomorrow? (Check one answer) 

 

____ I don’t want to go. 

____ I might go if the lesson is better than the one today. 

____ I don’t know. 

____ I will go and learn some more Chinese tomorrow. 

____ I can’t wait to go back to the Chinese class. It’s so much fun. 

7. Please check which part of the camp you like the best. 

____ Speaking Chinese 

____ Writing/Reading Chinese 

____ Culture 

Briefly list the reason(s) why you like the activ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Please check which part of the camp you don’t really like or are having a hard time in. 

____ Speaking Chinese 

____ Writing/Reading Chinese 

____ Culture 

Briefly list the reason(s) why you don’t like the activ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or the parents: 

How much did your child study the Chinese language today? 

How much did you study with them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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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much does your child seem to want to study or participate in learning Chinese today? 

 

3. Interview Questions (paper version) 

1. Why did you want to come to this camp? Which factors—mom, dad, outside cultural 

knowledge--were most influential in you deciding to come to this camp? 

 

2. How much Chinese do you initially want to learn? Why? 

 

 

3. When you started this camp, how well did you think you would able to learn Chinese? What 

did you think would be the hardest parts of learning Chinese and did that effect how much 

you wanted to learn? 

 

4. How much Chinese do you want to learn now? Why? 

 

5. Which activities do you think helped you learn the most Chinese? 

 

6. Did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help you stay motivated in learning Chinese? Why? 

 

7. Did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change your motivations in learning Chinese? Why? 

 

8. How much do you think the teacher helped you with learning Chinese? 

 

9. In what ways did the daily activities increase/decrease your motivation to keep coming to 

camp or learning Chinese? Why? 

 

10.  How well do you think the teacher did presenting new vocabulary and providing an 

environment where you were able to lear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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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泰語言文化的對比分析 

鄂貞君 

國立聯合大學 

摘要 

在討論第二語言教學與文化的關係時，Brown (2001:64) 指出「在教語言的同時，教師

也在教授(目標語社會的)文化風俗、價值觀、思考模式、情感、行動等複雜系統。」對於

母語非華語的學習者而言，「一點小心意，不是什麼貴重東西，別嫌棄」這樣的言語表達

背後的文化心理若沒有經過華語教師的說明或教材的引導，則學習者難以整合語言使用和

文化理解，容易造成「社會語用偏誤」(Thomas 1983)。對此，為因應不同國家的文化背景

和需求，在編製國別型華語教材時，我們必須考慮如何將華語語言使用的文化心理、價值

觀念融入語言教材裡以引導華語學習者意識(recognize)到並了解華人文化和其母語文化的

差異。 

表現在語言本體如語音、聲調、句法、篇章結構裡的中介語分析已有豐碩的研究成果，

但對於母語和目標語的文化心理和社會認知反映在語言使用的對比分析的研究則較少，語

言人類學(linguistic anthropology)的理論和研究方法則可以彌補這一塊的不足:藉著調查、

訪談臺灣地區的泰籍雙語人士以了解學習者的母語思維和文化心理反映在語言表現的表徵。

本文以語言人類學家 Michael Agar (1995, 2006) 提出的「言語文化」(languaculture)為理論

基礎，並且以訪談的方式蒐集語言資料。筆者將依據主題進行華泰文化對比分析，進而將

分析結果融入華泰國別型教材編製的模式之中，從而實踐寓文化於華語學習的教學目標，

並促進二語學習者建立雙文化意識和培養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關鍵字:華泰國別型教材、文化對比分析、雙文化意識、言語文化、語言人類學 

1.引言 

1.1 研究動機語研究問題 

「國別型」教材的編製原則之一是將當地社會文化與生活習慣融入華語文教材，因此

主題內容的選擇與呈現具有因時、因地的針對性。海外華語教學的目標除了教授語言本體

知識和輸入華人社會文化以外，另一個目標是幫助外籍學習者在全球經濟體(the global 

economy)的趨勢中能在以華語為共通語(lingua franca)的情境下進行有效的跨文化溝通，因

此，國別型教材的文化內容須能幫助學習者獲得在主要的華語文化圈都能適用的語言和文

化知識。在此前提下，國別型教材若能呈現學習者的母語和目標語(華語)在言語文化上的

對比，則可以有效輔助學習者成為雙語、雙文化人士(McDonalds 2011:1)，使學習者在意

識到文化差異的同時也能培養其跨文化意識(intercultural awareness)和溝通的能力(黃雅英

2015)。 

語言人類學家 Michael Agar (1995, 2006) 以 languaculture (本文譯為「言語文化」)一字

說明語言與文化緊密的交互關係，並指出人們的語言使用(無論是在母語環境或是在二語

                                                      
 本文章部分內容將為 106學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華泰國別型教材培養跨文化意識的編製模式:基於

語言人類學的視角 」(計畫編號MOST 106-2410-H-239-002 - )的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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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情境下)都帶著說話者的文化、地域、歷史背景等各方面的影響。Kramsch (1995, 

2004,2009,2013)將 Bakhtin 的對話理論(dialogism)運用在解釋外語學習者跨文化溝通能力的

發展過程，指出語言學習者除了學習正確並洽當地使用目標語，在學習過程中接觸並認知

到不一樣的文化客體時，學習者得以有機會意識到個體自身的母語文化和他者的文化存在

著差異，而差異性的撞擊能促使學習者檢視、省思跨文化溝通的基礎與潛在性衝突，並藉

由認識、了解，逐漸適應目標語社會的文化。 

比起語言本體知識的不足，跨文化溝通的誤會或衝突更多時候是因為二語學習者對目

標語社會的語言、文化符號系統的不熟悉或認識錯誤。Scarino & Liddicoat (2009)提出的雙

語、雙文化能力養成的過程裡有四項循環性的認知活動: 注意(noticing)、比較(comparing)、

思考(reflecting)、互動(interacting)。有效的跨文化溝通能力的培養建立在一個前提之下:學

習者能意識到(recognize)且理解目標語社會與自己母語社會的人們在言語以及行為表現上

同樣都受到社會裡約定俗成的規範與價值觀念的影響。有了這樣的意識與認知，第二語言

學習者才能透過文化對比認識雙邊社會的「異」與「同」，並有意識地學習符應目標語社

會規範與文化心理的有效溝通策略。筆者認為在國別型教材裡，言語文化對比分析的呈現

可觸發學習者「注意」並「比較」母語與目標語在文化和語用習慣上相同和相異之處，如

此可達到寓文化於外語教學的目標。 

基於以上研究動機並因應華語教材國別化的理念與趨勢，本文旨在探究 Michael 

Agar(1995, 2006) 提出的「言語文化」(languaculture)對於編製國別型華語教材的意義與啟

示。有了理論基礎之後，藉由訪談華泰雙語人士以了解哪些文化心理、社會語用策略的差

異容易造成文化衝突、誤解，因此值得進行比較，並融入華泰國別型教材中。研究的重要

性在於語言教材的編製必須擺脫華語母語者的本位性思維與意識，藉著對華泰文化進行對

比分析考察過去我們不曾注意到的學習者中介語裡潛藏的「言語文化」(languaculture)。 

2.文獻探討 

2.1 文化教材編輯 

文化對比顯現的差異必須透過教材的引導使二語學習者從一開始的注意、比較，進而

整合與內化，才能在跨文化的語言使用中運用合乎目標語社會的文化心理與習慣(Scarino 

& Liddicoat 2009; Aubrey 2009; 王萸芳 2015)。關於文化意識的培養在二語學習的意義，

Kramsch (1995, 2013)藉 Mikhail Bakhtin (1895-1975)的對話理論(dialogism)主張第二語言學

習者的跨文化意識和溝通能力的發展是一連串和目標語社會的語言、文化、符號系統的接

觸、碰撞，以及反思的過程; 換句話說，二語學習者在面對文化差異(difference)、界線

(boundary)的同時，也依此調整、校準(realign differences)，進而逐漸培養跨文化能力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Kim & Ruben 1992; Sercu 2004; Deardorff 2006)。 

2.2 國別型教材裡的語言與文化 

就文化的定義而言，文化可分大寫字母 C 文化(big-c Culture) 和小寫字母 c 文化 

(small-c culture)。大 C 文化指的是一個社會裡一切文明成果的總和，而小 c 文化指的是人

們的生活習慣、行為規範、傳統、禮俗儀式等具體的物質文化(方麗娜 2007: 255; Kramsch 

2013)。Maurice Bloch (1998:45)認為所謂了解一個文化，指的是了解並內化該社會共有的、

約定俗成的、潛在的對世界的知識、價值信念，亦即心理學所說的「圖示」(schemata)。

黃雅英(2015:70)引述 Maurice Bloch (1998)對文化與認知的探討，提到文化知識有兩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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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一個是外顯、可明白說明的(explicit);另一個是隱晦不顯的(implicit)、通常是伴隨在行

動中、為社會群體共享的心理圖式，亦即上述 Agar (1995, 2006)所提到的 languaculture 的

概念。 

2.3 第二語言習得與跨文化認知的發展 

在討論第二語言教學與文化的關係時，Brown (2001:64) 指出「在教語言的同時，教師

也在教授(目標語社會裡的)文化風俗、價值觀、思考模式、情感、行動等複雜系統。」這

也點出了有效而適切地使用目標語進行溝通交際不僅需要關於語言形式與結構的知識 

(linguistic competence)，也需要了解目標語社會的風俗民情和文化心理，以達到有效的跨

文化交際(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關於跨文化溝通交際的文化元素在第二語言教學與習得的文獻上有諸多討論。

Liddicoat and Scarino (2013: 29)提出在跨文化場域下進行語言教學時，文化學習不只是學

習關於目標語社會裡的人文與地域文化，更重要的是要引導學習者認知到文化形塑人們的

行為。因此，有效的跨文化溝通能力的培養建立在一個前提之下:學習者能意識到

(recognize)且理解目標語社會與自己母語社會的人們在言語以及行為表現上同樣都受到社

會裡約定俗成的規範與價值觀念的影響。有了這樣的意識與認知，第二語言學習者才能透

過文化對比認識雙邊社會的「異」與「同」，並有意識地學習符應目標語社會規範與文化

心理的有效溝通策略。 

3. 研究方法及步驟 

作為一個質性研究，本研究以語言人類學的研究框架，針對某些文化主題，如各式禁

忌(顏色、數字、同音避諱等)、應景吉祥話、禮俗語言、一般社會交際心理和語言使用…

等進行華泰文化對比分析。在不同階段分別採用民俗誌研究法(ethnography)和紮根理論

(grounding theory)研究法。其中，採用紮根理論研究法進行研究時，資料的蒐集、分析、

文獻閱讀和理論的發展是交互進行，而非線性的流程(李佩玲 2010: 293)。語料和文化資料

的蒐集主要以文獻分析(包括市面上泰國國別型教材分析)和訪談的方式蒐集。 

4. 訪談所得的發現  

藉由呈現筆者與華泰雙語人士進行訪談時所獲得的部分言語文化語料，本節將探討這

些語料對於國別型教材編輯的意義。下列各訪談內容摘錄裡的受訪人皆為在台灣工作或就

讀研究所的泰籍華裔、華語溝通語表達能力極佳。 

訪談內容摘錄(一): 請問您貴姓 

李先生： 像台灣之前的教科書都會寫「您貴姓」，比如說這種的我們在教科書學到，

但實際上會再用的人很少。 

研究者： 像是對李先生第一次見面我就會說「不好意思請問您貴姓」  

李先生： 我不會直接問，就不問。  

研究者： 那你怎麼知道我姓什麼？ 

李先生： 就是先聊，不會先問你貴姓大名。  

研究者： 如果說是剛來台灣的泰國人，聽到會是什麼樣的感覺  

李先生： 泰國人通常比較含蓄，他可能想知道你的名字，但他不好意思問，就會說
是不是有名片啊，就可以從旁得知你叫什麼名字，或是怎麼稱呼。就是用

間接的方式去知道，而不是像中國人那樣問「您貴姓大名」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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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次見面的社交場合裡，華人禮貌性地詢問對方「您貴姓」的習慣並不存在於泰國

的言語文化裡。訪談中，李先生指出泰國人由於民族性含蓄，不會直接問對方姓名，而是

等對方自己介紹或以其他方式探知對方姓名稱謂，如詢問對方是否有名片(摘錄內容斜體

字部分)，或透過在場第三人的介紹。若是在國別型華語教材裡呈現此言語實踐的議題則

可預防泰籍學生在與華人進行初次交際活動時感到意外或被冒犯。 

訪談內容摘錄 (二):華語「應該」的語用意義   

留學生 A： 我覺得台灣人說話很委婉。台灣人會說「你應該~~~~」，我覺得他的應該只
是建議，但其實是要你這麼做。「應該」其實是「必須」的意思。 

留學生 B： 這個應該跟跨文化有關係，比方說在泰文，你說是，其實就是非，有時候有

事就是沒事。「應該」的意思可以在書籍特別介紹。把應該翻成泰文，就只
是應該、沒有必須的意思。  

留學生 C： 像是應該，其實我沒有注意到 

研究者： 可是你們泰國人真的不太會講應該這兩個字嗎？ 

留學生 C： 會講，可是泰國人真的大部分是建議，其他要看語氣 

在台灣就讀碩士班的一位受訪者(留學生 A)提到華語「應該」的語用意義讓他曾經困

惑了一段時間。華語「應該」一詞同時具有認知情態（epistemic Modality）和義務情態

（deontic Modality）的語義(蘇建唐、鄭縈 2014)，例: 

(1)路上濕漉漉的，剛剛應該下過雨。      (認知情態) 

(2)政府應該為民眾的健康把關。          (義務情態) 

(3)你論文的第四章，下禮拜應該要完成了。(義務情態) 

在詞彙語義上(2)(3)兩個句子表達的是義務情態，但在實際語用上，這兩個句子則可

以做為表達「建議」或「命令」的言語行為。若作為表達「命令」的言語行為，這兩句話

可以用另一個義務情態詞「必須」來替代: 

(4)政府必須為民眾的健康把關。              

(5)你論文的第四章，下禮拜必須要完成了。  

然而比起「應該」，「必須」的口氣較為強烈、具壓迫性，因此在一般情況下為維護受

話者的消極面子(Brown & Levinson 1978; Chen et al 2013)台灣華語母語人士多以「應該」

而非「必須」表達命令或強勢建議的言語行為。上列摘錄中顯示三位泰籍留學生皆指出初

到台灣時對「應該」的意義未能完全掌握，因此偶有溝通上的誤解情形發生。留學生 A提

到一開始對於指導老師所說的類似「你下禮拜應該要完成論文第四章」的句子理解為純粹

建議，不這麼做也沒關係，然而經過一連串的溝通和詢問同學之後才發現指導老師的意思

與期待其實是「你下禮拜必須要完成論文第四章」。在訪談時，該位留學生對於「應該」

的語用意思和相關的溝通誤解也獲得其他在場的留學生 B、留學生 C 的回饋。他們明確指

出「應該」和「必須」在泰語的辭庫裡分列兩個不同的詞彙，且泰語「應該」的使用僅僅

表達「建議」(受話者沒接受該建議也無妨)，而沒有「命令」的義項。 

訪談內容摘錄 (三): 送禮、數字禁忌  

研究者： 除了禁忌方面，還有什麼是你一定會介紹的？ 

李先生： 用字或是送東西，像是台灣人不喜歡送傘、鐘或是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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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那麼泰國人有送禮的禁忌嗎？ 

李先生： 很少，沒有很強烈的東西。不要送手帕，因為會讓接受禮物的人一直哭一

直哭。手帕是在喪事時會送，手帕還要包一顆糖果，糖果是甜，就是減低

悲傷程度。 

受訪的華泰雙語人士皆指出，數字和送禮方面的禁忌在一般華語教材裡是常見的主題，

也是學習起來較為有趣的主題，而有趣的原因在於「不一樣」，且因為「不一樣」所以會

特別注意。因此二語學習者普遍知道華人對送鐘的忌諱源自於和「送終」同音的聯想；送

梨的忌諱是因為「梨」與「離」同音。而對數字的忌諱與喜好也是基於諧音:對 4 的忌諱

是因為讀音和「死」相近而產生，而對 8 的喜好是因為讀音「發」相近。受訪者建議若是

教材裡也能提及數字心理在華人生活裡的應用(如，168 常出現在商業活動裡或車牌、電話

號碼裡，或是有些大樓電梯裡三樓的上一層是五樓而不是四樓…)，則更能使二語學習者

理解華人社會裡語言與的生活文化的對應。 

訪談內容摘錄 (四): 成語、諺語  

留學生 C： 最後有提到學中文對我的價值觀有什麼影響，我看法是，因為我學的東西

是偏古文，文學，對我們影響很大的是儒家思想，比如說，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類似這種觀念。 

研究者： 但是泰國沒有這種觀念嗎？. 

留學生 C： 也有，但是學了中文之後的觀念更加強，很多東西都是從儒家或是從成語

學。 

研究者： 你最喜歡的成語是哪一個？ 

留學生 C： 最常用的不算成語，應該算是俗語吧。是「不經一事，不長一智」。這個我

常教我的學生，很多事情你都要去體驗，才感受的到 

研究者： 泰語有類似的成語嗎？ 

留學生 C： 這些都有範例，但不是從我們的語言，都是從外語翻譯成泰文，不是本來

就有的，我們有的東西就是一般的就有的道德觀念。 

成語和諺語反映一個語言民族對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的理解與視角。摘錄 (四)裡的留

學生 C 提到學華語對他的價值觀具有很大的影響，並以「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作為例子

說明華語的成語和諺語所表達的智慧讓他得以內化華人社會的文化心理，並看到不一樣的

是生活智慧與觀念。在華語作為外國語或第二語言的學習場域裡，適時地在課堂與教材裡

                                                      
1
 根據刊物《看見泰國》(Vision Thai)於 2016年十月的報導，泰人認為 13 是不祥的數字，此點與歐美國

家相同，但原因和宗教信仰或語言諧音無關，而是與泰文的書寫字形有關，因為阿拉伯數字 13 的寫法若向

右順時針轉 90度變成「1上 3下」時，恰與泰文 ผ ี(鬼)字的形體相似，因此形成忌諱及厭惡之感。(資料

來源: https://visionthai.net/article/the-secret-in-thai-number/ ，上次查閱日期為 2017年 10月 12號)。 

留學生 B： 泰國人不喜歡 13
1，比較偏西方。 

留學生 D： 我們喜歡 4，包紅包會包 4444。我們對 4 沒有什麼忌諱。 

留學生 B： 以前上中文課的時候，課本會介紹華人對數字 8,6,4 的感覺 

留學生 C： 在泰國的中文系都會有中國文化課，課堂上都會教這些禁忌的東西 

李先生： 泰國人對 4 個個數字是吉祥的，4 是喜，比方說過年的時候，要去拜年，

都是買會買 4 個橘子，4 面八方的意思，不會跟「死」聯想在一起，4 就

是喜、喜事，我們的人樂觀，不會往那個方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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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成語和諺語有助於學習者在學習語言形式的同時也能逐步認識華人世界的文化心理與

思維，並和母語文化作比較、進而反思。下列具有譬喻元素的成語對比的例子摘錄自李玉

潔(2014)對華語以及泰語成語文化的對比研究，可做為教材編輯的參考: 

                 華語           泰語_________               

           (1) 人面獸心      人面虎心 

           (2) 事倍功半      騎大象抓蚱蜢 

           (3) 投桃報李      豬走雞來 

           (4) 華而不實      外觀漂亮，但聞不香 

5.結語 

基於 Scarino & Liddicoat (2009)提出的雙語、雙文化能力養成的過程裡所涉及的四項

循環性的認知活動: 注意(noticing)、比較(comparing)、思考(reflecting)、互動(interacting)，

筆者在此初探研究裡採用語言人類學對語言和文化的研究視角，透過訪談的方法蒐集文化

語料進行對比分析，期能使國別型華語教材在編製上能擺脫華語母語者的本位思維。藉由

對比分析物質文化與文化心理、考察過去我們不曾注意到的學習者中介語裡潛藏的「言語

文化」(languaculture)，期能使教材在編製上能呈現相異與相似之處以引起學習者的注意、

進而反思。透過語言人類學的視角，筆者期盼此初探研究經由訪談雙語人士所獲得的文化

對比的語料能拋磚引玉，使日後國別型華語文教材的編製能不斷增加廣度與深度，以增進

華語學習者培養跨文化意識和溝通能力的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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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 SIOP(庇護式教學模式)於國際學校華語課程之課程活

動設計與實踐 

鄭玉敏(Cheng, Yu-Min) 

高雄美國學校 小學部中文教師 

ymcheng@kas.tw 

摘要 

SIOP即「Sheltered Instruction Observation Protocol」（庇護式教學法），是美國教學

界為非母語英語教學開發的高品質教學模式。有鑑於先前研究鮮少將此教學設計落實於

華語課堂中，再考量現今國際學校小學華語主流課堂中學生組成的複雜性，為提高不同

語言背景的華語學習者(CLLs)能於華語主流課程中提高學習動機及學習成就，故針對八

種 SIOP 模式包括課程準備、建立背景知識、提供可理解性語言輸入、指導學習策略、

互動、應用與實踐、授課、複習與評估做課程設計與實踐。 

本教學實踐對象為小學二年級與四年級學生，教學時間為一學期，針對 SIOP 模式

中的八大組成部分及三十個要素搭配策略與活動如遊戲、對話、表演、陳述等各種形式，

儘量多為學生提供互動、討論的機會，並採用多種分組形式如「班集體」教學再搭配拼

圖法(Jigsaw)進行「小組合作學習」，並給學生用母語澄清主要概念的機會，藉此降低華

語學習者(CLLs)的學習焦慮、提高學習動機、課室互動及學業成就。實踐結果發現有二：

一、SIOP模式應用在華語課堂中與上學期相比確能提高學生學習動機及學習成就；二、

SIOP 模式在本次課程設計中於「聽」、「說」、「讀」方面進步較為顯著，但此教學法在

短期內於「寫」的進步幅度有限。 

整體而言，SIOP模式雖原以 ELLs為主，但國際學校華語主流課堂中也有許多非華

語母語者，採取 SIOP 一系列教學策略應用於華語課堂能對新世代的華語教學起到正面

影響，若能廣加運用於課程中，相信能讓全球更多非華語為母語者受益。 

關鍵詞：國際學校、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CLLs)、SIOP(庇護式教學模式)、華語

教學設計 

一、緒論 

為了滿足美國中小學英語語言學習者( Englishlanguage learners) 的特殊需求，並為

他們提供平等的教育機會，美國學者 Echevarria等人與一線教師經過長達七年的研究和

實驗，於 21 世紀初創立了 SIOP ( The ShelteredInstruction Observation Protocol) 模式。

七年的研究與實踐結果表明 SIOP Model庇護式教學理念及模式能有效提高文化、種族

和語言多樣化的英語非母語學生，學術英語聽說讀寫綜合能力，幫助這些英語水平有限

的學生完成基本英語教學的專業課程，並獲得學業成功，進而使他們成為美國社會的助

力而不是阻力(Echevarria et al., 2004: 15-20)。SIOP 模式是教授英語學習者學科內容的一

種教學模式，教師在運用此模式時，根據學生學習情形調整教學，並透過多種策略，如

遊戲、對話、表演、陳述等各種形式，儘量提高生生互動，使學科內容容易被學生所理

解，並同時促進學生的英語學習成效(Phillips C, 1986)。 

2016年 9月 10日與 11日，本校特別聘請來自加拿大的 Eric Smith教授為全校教師

進行為期兩天的密集 SIOP 教學模式培訓。高雄美國學校作為一個國際學校，學生組成

多元，學生語言能力參差不齊，全面提升學生學科能力及語言能力一直是本校努力的目

標，也因此促成了 SIOP 模式的研習。筆者經過兩天密集的培訓並與本校其他華語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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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過後，我們一致認同 SIOP 模式也適用於本校華語課堂。本校除了華語課是以華語

授課，其他科目皆用英語授課，在學生接觸華語時間有限的情況下，如何搭建鷹架及設

計有效學習課程活動就成了最迫切的事，也促成了本研究的產生。 

本校華語課堂中，分為本籍班及外籍班兩種軌制。外籍班是給母語為非華語的學生

上的課程，本籍班則是給母語為華語者或是具備基本華語溝通能力的母語非華語學生上

的課程。本研究特別探討的是如何幫助本籍班裡的「母語非華語學習者」及「學習成效

低弱」的學生有效學習，據此，故設定實踐對象為我教授的二年級與四年級兩個班級。

這兩班裡有不少華語非母語或是在家主要說英語欠缺華語環境的華裔學生。為配合本校

推廣的 SIOP模式，於 2017年下學期進行為期半年的 SIOP模式課程活動，期望透過 SIOP

模式中的八大組成部分及三十個要素搭配相關教學策略與活動，能降低華語學習者

(CLLs)的學習焦慮，提高學習動機、課室互動及學業成就。 

二、理論基礎 

2.1 SIOP理論簡介 

在 20世紀 90年代時，因移民潮導致英語為非母語的美國學生人數驟增，自 1991 年

以來美國全國範圍內英語語言學習者人口(ELL)增加了 95%，和英語為第一語言的學生

相比，這些英語學習者高中畢業率低(前者為 90%，後者為 68%)，中途輟學率也高(吳厦

厦，2014)。大量移民學生英語水準不高，直接影響到其他主幹課程學習，美國教育部

「教育研究與發展辦公室」因此資助「教育、多樣性和卓越性研究中心」，自 1996年起，

經過七年(1996-2003)的研究和實踐，開發出一套高品質教學模式：SIOP(Sheltered 

Instruction Observation Protocol)庇護式教學模式。該模式在形成過程中進行了長期規範

的科學實驗，研究人員和一線優秀教師長期密切合作、收集、分析了大量的資料，在理

論指導和實踐基礎上所形成的教學策略，不僅針對性強、可行性高且操作方便。本教學

法最後由 Jana Echevarria, MaryEllen Vogt and Deborah J.Short（2000，2004，2008）發展、

完善了整個系統，形成了現存的「SIOP教學模式」。 

在 SIOP教學法的框架下，緊密的將語言和學科內容融合在一起，搭建一套「備課、

授課、複習、評估」等系統化的教學環節，透過具體的方法和步驟，形成了有成效、高

品質的課堂教學系統。 

SIOP模式的主要理論基礎是維果斯基(Lev Vygotsky)的社會文化理論。該理論強調

文化在「如何學」和「學什麼」兩個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首先，社會文化理論學者認

為人們學習新概念、語言和技巧是建立在自己的語言背景和文化理解之上，即建立在過

去的經歷、學習方式、語言交互的模式和預期實現的教育目標等基礎上。第二，新知識

的理解與掌握、新技能的形成是透過和別人的交流互動而形成的。對話是學習的主要工

具，如果合理加以運用則有助於學生達成新的理解(McIntyre E,Kyle D,Chen T C, 2010)。

Chamot和 O’Malley的認知語言學習法對該模式的形成與實施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上

述兩種理論都把重點放在學科內容和學科語言上，重視運用語言學習策略，並強調親身

體驗活動(Hansen-Thomas H., 2008)。此外，該模式還吸收了情感需求、文化背景、學習

風格和多元智慧領域的研究成果(Echevarria J,Vogt M E,Short D J, 2007)。 

SIOP 模式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其以科學的理論為指導。該模式理論基礎中的社

會文化理論突出了英語學習者文化背景的重要性，強調了學科學習過程中的師生之間、

生生之間的交流互動；認知學習理論和二語習得輸入理論有助於英語學習者在學科學習

中克服語言學習的障礙，促進學科內容的掌握；多元智慧等理論的指導使該模式能適應

學生的不同特點，滿足學生的不同需要(胡俊杰、宋梅硯，2015)。SIOP模式的形成過程

對我國語言課堂教學的理論與實踐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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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SIOP模式的具體內容 

SIOP 模式包括「教學準備、教學實施、複習與評鑑」三大階段；及八大組成部分

與三十條細則。關於 SIOP模式的具體內容請參考表一： 

表一 SIOP模式的構成 

Table 1  Components of SIOP model 

組成 

部分 

規則 

教學 

準備 

1、學科目標必須清楚、明確的闡述、重述給學生。 

2、語言目標必須清楚、明確的闡述、重述給學生。 

3、教學內容必須適合學生的年齡和教育背景。 

4、大量運用各種補充材料或資源，如實物、圖片、多媒體、改編的課文或實際體驗的材料等 

   教學輔助工具。 

5、要準備適合不同語言層次學生的課本輔助或參考資料和手段，包括圖片、錄音、大綱、簡 

   化本、母語譯本等。 

6、設計能把學科內容與語言訓練融合在一起的有意義的課堂活動。 

建立 

背景 

知識 

7、幫助學生把新學習內容與先備經驗連結在一起，協助學生構建新知識框架。 

8、透過討論、複習等形式幫助學生建立已學知識與新知識的連結。   

9、用聽、說、讀、寫等各種手段加強學生對關鍵詞彙的學習。   

提供可

理解性 

輸入 

10、教師要使用適合學生語言水準的語言授課，適當調整語速、詞彙和句子的複雜性，還可用 

    手勢、釋義、重述等手段保證學生理解課堂內容。  

11、教師要對課堂活動、學習任務給予明確說明，讓學生清楚知道要去做什麼，怎麼做。   

12、用各種手段幫助學生弄清學科概念，如手勢、圖片、模型、示範、錄音、錄影、多媒體， 

    重述等。  

指導 

學習 

策略 

13、為學生使用各種學習策略提供充足的機會。    

14、時刻用各種手段為學生搭建鷹架，幫助他們理解、記憶學習內容。如釋義、加強前後文的 

    聯繫、出聲思考、放慢語速、增加停頓等。 

15、利用各種方式，如提問、討論、課堂活動或任務使學生的思考層次從記憶、理解、應用、    

    分析、評價到創新逐步提高。 

互動 16、利用遊戲、對話、表演、陳述等各種形式，儘量多為學生提供師生之間、生生之間互動、 

    討論的機會。 

17、為確保達到學科和語言目標，教師要採用多種分組形式，從單人回答問題、雙人對話、小 

    組、大組討論，到全班討論等，儘量讓學生參與活動。 

18、教師要耐心等待，儘量不去打斷他們的陳述和思路，給學生足夠的時間回答問題。 

19、給學生用母語澄清主要概念的機會。 

實踐與

應用 

20、為學生提供能直接動手操作的材料或工具，讓學生親自運用新的知識進行實踐及練習。 

21、組織能讓學生同時運用學科知識和語言知識的課堂活動。 

22、提供學生操練和運用聽、說、讀、寫四種語言技能的機會。 

授課 23、授課過程要確保學科目標的實現。 

24、授課過程要確保語言目標的實現。 

25、要保證學生 90%到 100%的課堂時間是積極學習的。       

26、要根據學生的水準調整授課速度。 

複習與

評量 

27、充分複習重點詞彙。          

28、充分複習主要概念。              

29、對學生的輸出給與定期反饋。 

30、利用各種手段對學生的學習效果，理解程度隨時隨地進行瞭解、評估，以相應調整教學內 

    容、方式和速度。 

透過 SIOP 模式的啟發，期許教師們能在課堂教授學術英語時，使用支架式引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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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能培養學生學科和語言能力的教學策略，組織有效率的課堂活動，使聽、說、讀、

寫各種語言技能的訓練都自然地融入到學科知識的教學之中，最終使學生英語學術語言

綜合能力得到全面提升。 

SIOP 教學模式也能運用在各種語言課程中，以下將針對我 2017年教的二年級與四

年級兩個班級進行課程活動介紹。 

三、教學方法與設計 

因外籍班(non-native class)是一般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TCSL)的教

學，為探討如何使華語主流課堂中的「母語非華語學習者」及「學習成效低弱」的學生

有效學習，我們將針對二及四年級兩個本籍班來進行一系列的 SIOP 模式課程活動設計

與實踐。下面將從 SIOP 模式中的「教學準備、教學實施、複習與評鑑」三大階段來介

紹 SIOP 模式在本校本籍班華語教學中的設計與應用。 

3.1 教學準備 

在教學前，教師必須先對班上學生的華語程度及語言背景進行調查，並進行異質分

組，盡量把各種不同程度的學生平均分派在各組，在進行 SIOP 教學模式時才能依照學

生程度指派不同角色及任務。 

在教學中，根據 SIOP模式可歸納為以下幾個重點：(1).以學生為主體，教師的角色

是引導者/鷹架搭建者、組織和建議者；(2).關注學生的個體差異，滿足不同層次學生的

需求，提高課程中學生參與度；(3).提供各種學習策略幫助學生自主學習，克服學習中

的困難；(4).創造、提供充分的學習，透過師與生及生生的之間進行語言交際，實現有

效的語言輸出；(5).注重多種形式、內容的過程性評價，並側重思辨能力的訓練及考察。

據此，筆者提出課程活動設計建議如下： 

1、課前明確列出學習目標 

因 SIOP 模式強調學科目標與語言目標必須清楚、明確的闡述、重述給學生，故在

教學前，教師可先透過圖像、影片等方式引起學生動機後，再於白板旁列出該單元的學

習重點，確定學生都能知悉該單元的學習及語言目標為何。 

2、連結新舊知識 

教師在設計課程時，要先檢視學習者先備知識，再於課程中導入，能獲得事半功倍

且更有效的學習成果。 

3、講授過程必須持續用可理解性的輸入方式 

教師必須打破 Chinese Only的迷思，簡化教學語言並輔以幾句關鍵英文解釋較難的

詞彙，並搭配手勢、身體動作，配合放慢語速及允許學生用英語再次闡述概念的機會來

提高學生的理解程度。筆者四年級班上有位英國學生，學習已明顯跟不上進度，故在地

毯區解釋課文時，改用更淺顯易懂的語彙搭配幾句英文及誇張的動作或圖畫解釋課文；

如該生無法用中文重新闡述目前討論段落的大致內容，或不清楚某詞彙的意思時，則鼓

勵他先用英語說說看，再請班上其他同學用英語協助解釋給他聽。二年級的班級因課文

難度較低，我會請學生把該段課文演出來(Act it out)或是搭配圖片、動作解釋詞彙。因

二年級班上學生學習成就落差很大，成績高低分散兩個極端，造成教師教學上的困難，

在教學上需要使用較多圖片、手勢、並輔以誇張的語氣或搭配戲劇演出的方式來進行教

學，必要時也會用幾句英語來解釋關鍵詞彙。講授過程如持續用可理解性的輸入方式可

顯著的提高學生的理解度及參與度。 

4、提高學生閱讀思考層次 

布魯姆(Bloom, 2001)將教育中的認知方面分為知識、理解、應用、分析、評鑑、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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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六個面向，更深入的說，在討論文本內容時，學生對篇章的理解及認知能力的運用，

可以祝新華提出的閱讀六層次：複述、解釋、重整、伸展、評鑒、創意，這六個閱讀能

力層次來著手（祝新華，2012）。這能透過學生主導的交互教學(Student-Led Reciprocal 

Teaching)來達成目標。交互教學法是帕利沙及布朗(Palincsar, & Brown, 1984)根據建構主

義而發展的閱讀教學方法，目的是透過師生及同儕的對話和討論，訓練學生四項閱讀策

略，以提高學生自我監控和理解文意的能力。在 SIOP 模式中，可用「Student-Led 

Reciprocal Teaching 學生主導的交互教學法」提高學生的閱讀思考層次。實際操作流程

如下：小組成員在閱讀完一段文本之後，每人負責一個閱讀理解策略，有人提出問題、

有人負責摘要、有人澄清主要概念，有人預測做下一個要談論的是什麼。教師可準備策

略卡讓學生抽，抽中的學生就負責該策略。四項提升閱讀思考層次的策略有： 

(1) 預測：要求學生就已有知識及所知道的部份內容，確認「線索」，推測下文的 

      內容，訂出閱讀的方向。  

(2) 提問：要求學生就文章中重要的概念提出問題，自我檢視能否掌握文章的內容 

      重點。  

(3) 摘要：要求學生用自己的話表達所理解的內容的要點，從中反思能否理解文章 

      的要點。  

(4) 澄清：要求學生解決閱讀時所遇到的困難，使他們能了解文章的意思。 

總而言之，除了教學前完善的備課，教學時老師必須記得以下幾點關鍵要素：1.教

學目標必須清楚；2.教學流程是可預測、清楚、有一致性的；3.確保學生上課時積極參

與；4必須精心設計教學程序(Smith, 2016)。 

3.2 教學實施 

在教學實施部分，筆者將針對「詞彙學習」及「課堂互動」兩大方面做設計。 

3.2.1詞彙學習 

在 SIOP模式八大組成部分的第二個 Building background建構背景中，特別提到了

「關鍵/重點詞彙」的學習。經過學術界對閱讀的研究發現，學習者的詞彙知識與其閱讀

理解能力呈正相關。有研究表明，學生在認識一篇文章中 90%及以上的詞彙時才能獨立

理解該文章。因此，教師們應在教學中設置大量活動機會以助語言學習者學習詞彙。以

下舉出兩個我常用的詞彙學習活動： 

1.圓桌會議 Round Table  

在二年級的課堂中，針對第一單元的第三課「種子的旅行」，我先播放本課的教學

影片，讓學生認識本課介紹的「鬼針草」、「昭和草」、「指甲花」，並針對它們不同的旅

行方式用圖畫的方式呈現在大白板，有的是種子「附著」在動物身上旅行，有的是種子

「裂開」跳出來，有的是透過「冠毛」「飛行」。除了課本提到的這幾種，影片裡還介紹

了透過動物的排泄物或者水流方式旅行。教師可以在影片播畢，用圖解方式解釋植物旅

行方式後，每組發一張白板，讓程度較弱的學生第一個寫，寫下他知道的植物旅行方式，

再順時針把白板傳給身旁組員，依序讓每個組員都寫下回應。此方式可確保程度較弱的

學生能優先作答，此時無須在意該生國字是否寫對或注音是否拼對。圓桌會議適合給那

些無法用完整句子描述或國字仍不能正確書寫的 CLLs學生，教師可適時運用此活動進

行詞彙學習。 

2.三分鐘複習 Three-Minute Review  

教四年級學生第二單元第四課「米食飄香」時，班上有位英國學生及幾位程度較弱

的學生，這些學生從三年級升上四年級後，面對難度加深的詞彙，因無法理解詞彙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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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帶影響整篇文本的吸收，學習一直很吃力。上「米食飄香」這一課時，因課文提及許

多不同的米食製品，此時可直接用圖片解釋生詞。該課詞彙有：「1.農村  2.氣氛 3.溫飽 

4.不勝枚舉 5.節慶 6.息息相關 7.菜頭粿 8.磨成 9.米漿 10.蘿蔔 11.蒸煮 12.祭祖 13.艾

草 14.碗 15.殺菌 16.保健身體 17.紅龜粿 18.端午節 19.粽子 20.漢堡 21.推陳出新」。

詞彙複習的最後，老師可將每組學生編號，程度相近的學生號碼相同，這樣可將程度相

符的學生叫到台前搶讀詞卡。此外，可以整面投影片呈現整課生詞，抽學生念詞卡，一

開始可提供有注音的生詞，接著是全國字的生詞。最後，教師可以描述、解釋某生詞，

學生搶答。如：「這是一種植物，是南方人端午節用來掛於大門口避邪的，它有殺菌的

功用，清明前後正是春夏交替的季節，人們食用草仔粿，就是在相互提醒要保健身體。」

此搶答部分可搭配「發言卡」進行活動，才能確保每位學生都有發言機會。難一點的複

習方式，可以每組派人上台抽卡片解釋，台下同組學生猜，可設定每組一分鐘，看看哪

組在一分鐘內能猜出最多生詞。 

 

圖一：「米食飄香」的課文 

3.2.2 課堂互動 

Eric Smith教授在培訓課程中，特別請我們思考以下幾個問題：儘管學生的社交語

言溝通能力不錯，但這是否能代表他也能在課堂中成功呢？是否英語課只能說英語？若

班上有中文助教，可否在課前用中文提供一些關鍵先備知識以幫助學生後續的學習呢？

能否提供給 ELLs足夠的線索呢？這些概念也能應用在一般的語言課堂中。以下，將針

對 SIOP模式中常用到的課堂互動活動做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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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發言卡 Talking chips  

在教育現場，都會有程度較好或是發言較為踴躍的學生掌握了大部分的發言機會，

而那些更需要練習的學生就幾乎沒什麼發言的機會。為了改善這樣的情況，教師可視課

程活動，拋出某個議題讓學生分組討論，此時每個學上手上有同樣數量的發言卡，每發

言一次就要丟一張發言卡在桌子中間，如學生手上無發言卡時就不能再發言了，此時手

上還有發言卡的學生必須繼續分享想法與意見，直到全組成員手上發言卡都用完為止。

雖然任何一個組員用掉他的卡後便不可再發言，但他可給予未曾發言的組員提示或意見。

這活動可鼓勵華語能力較弱的學生發言，也可以避免每組裡的其中一、兩位學生主導了

大部分的發言權。 

2.數字頭 ( Numbered Heads Together) 

教師給小組中每一個學生一個號數，並提出問題，學生約有十秒時間跟全組組員一

起商討問題的答案，教師接著隨機說出一個號碼，所屬號碼的學生需馬上將答案寫在小

白板上，看到老師的作答訊號後，該生就馬上展示答案，教師需給予立即的回饋，若該

組學生回答正確，則可為小組贏取一分。 

3. 思考—配對—分享 Think-pair-share 

這個熱門的合作學習策略是美國、加拿大 TESL課堂中常用的教學活動，它鼓勵學

生進行積極的思考、討論並複述自己及同伴的觀點，有助於學生樹立自己學習語言的自

信心，並促進學生積極參與語言課堂，以期最後達成語言技能的提升。Think-pair-share

分三個步驟：1.獨立思考：學生兩人成組並在組內就指定教學內容獨立思考兩、三分鐘

並寫下自己的觀點，再提交給老師檢查。2.同伴學習：學習者組成學習小組(pair)，教師

指導學生和同伴相互分享和學習對指定任務的看法和觀點，並進行歸納和總結。3.全班

分享：老師讓每個學習小組輪流或隨機在大組或班上和其他同學分享他們各自的觀點。

每個小組努力尋求與其他小組的討論異同點，促成全班大規模的討論。發表想法對 CLLs

來說，可能會有些挑戰性，因大部分的 CLLs沒辦法使用流暢的華語來表達自己的想法，

或者是讀寫能力也跟不上進度。這時我們可以調整一下策略，請他們把回應「畫」出來

就好，同組程度較高的組員可以幫忙用口語解釋並幫忙標註圖片。一開始先不要分太多

組，建議先從兩個小組開始進行小而簡短的任務。要先解釋每個成員的角色及任務，並

示範該怎麼做。小組內的每個成員都會被指派任務，每個學生都必須對組上有所貢獻才

能確保小組成功勝出。簡單的說就是如果不是全體組員都積極參與、付出，那麼可能整

組會一起失敗。組上的成員可負責不同的任務，如有人記錄、有人負責資訊整合、有人

負責鼓舞團隊、有人負責簡報……。無論是針對個人或是全體組員，口頭或實際(分數)

的立即回饋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教師必須做好積極回饋。 

4.拼圖法 Jigsaw 

「拼圖式」學習法是由美國 Aronson 教授等人於 1971 年所提出的，其主要作法是

藉由賦予每個學生需教導某些教材給同組組員的責任，以增強合作學習的效果（Colosi & 

Zales，1998）。換言之，是讓各小組組員負責學習教學內容中的某部分資料，並在所謂

的「專家小組」內進行相關資訊的討論、研究與交換後，再回到各自小組內，將所學到

的內容傳授給其他組員的一種教學設計(林生傳，民 81)。 

整體而言，「拼圖式」合作學習的主要特色是：學生們的學習大都藉由「原屬小組」

(home groups)和「專家小組」(expert groups)的組員間彼此合作、共同研究和分享課程相

關訊息而成。因此，它和其他小組合作學習方式最大的不同處在於：在「拼圖式」合作

學習裡，每個組員都得負責進行教材中的某部分教學任務。 

運用在國際學校華語課程時，可以把班上 CLLs盡量平均分在同組，並分派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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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碼，並安排較簡單的內容讓他們學習，對於那些程度較弱的 CLLs可先讓他們以畫圖

配合標記關鍵字或用圖示的方式來解釋給同組組員聽，等他們程度向上推進時，可再嘗

試指派難度較深的內容讓他們學習，也可嘗試不同的任務，如任務管理者、排序事件或

是上網蒐集資料等任務。 

3.3 複習與評鑑 

形成性評價能讓教師們隨時瞭解學生的學習吸收狀態，從而協助教師對其教學方式

做出相應調整。在 SIOP 模式中，教師會根據課程進度融入複習及評估環節，以瞭解學

習者對課文中語言、內容及概念的掌握程度。教師可以在單元課程開始前進行學習需求

調查和非正式的詞彙/閱讀測試，瞭解學生的語文知識及語言詞彙基礎；SIOP 模式很強

調複習重點詞彙及主要概念，在教學中，教師應強調並複習核心資訊及詞彙，明示學習

要點以幫助學習者瞭解課程重點。教師可以在課程進行到一半時，適時暫停，進行三分

鐘左右的複習活動。可讓學生分享他們目前為止學了什麼，也可以讓他們進行一些概念

的複述或澄清。對那些 CLLs來說，教師可以在較困難的課別時拉長複習時間。實際操

作上，可以有幾種複習方式，比如在 SIOP 模式裡，可鼓勵讓學生小組討論、重述並於

小白板上整理今天學到的重點，教師再利用一些技巧鼓勵語言程度較弱的學生優先發表，

其他組員再補充救援。這個活動的重點在於確保每小組中的成員都能積極產出，並把討

論結果具體寫在小白板上，有了文字，程度較差的孩子也有線索與依據能在全班同學面

前念出小組答案。因時間關係，全班發表時抽籤決定其中一組發表即可。除了上述的方

式，還有多種方式能協助學習者學習核心詞彙，如：類比法、一詞多義、同義詞/反義詞、

語境法、重複法等；複習的形式也可採用口語問答、閱讀填空、小作文、小組競賽等多

樣化方式；在課程結束階段可再次使用非正式的小測試，以比對前測的結果，了解學習

效果。 

四、研究發現與討論 

SIOP 模式所依據的理論基礎體現了教學以學生為主體的理念，且該模式所提倡的

多種教學策略使學生為主體這一理念得以在課堂教學中具體化。SIOP 模式更重視透過

各種教學手段和媒介讓學生理解和體驗教學內容，重視給學生足夠的時間和充分的機會

理解、運用語言知識和內容知識。比起傳統填鴨式或教師單向傳遞知識的教法，SIOP

模式注重指導學生掌握正確的學習策略，透過多種策略保證學生在教學過程中有充足的

交流互動的機會。期待以後在課堂中，能使學生真正成為學習的主體，在參與、體驗、

合作、探究中掌握知識、發展能力。 

本教學實踐結果發現有二： 

一、SIOP模式應用在華語課堂中與上學期相比確能提高學生學習動機及學習成就；

SIOP 模式能有效提高班級學生的理解度及參與度，其友善學習環境的營造也大幅降低

班上 CLLs 的學習焦慮，從 CLLs 每堂課的上課發言次數及品質，還有每課的形成性評

量結果，都能證明 CLLs與上學期相比，確能提高學生學習動機及學習成就。 

二、SIOP 模式在本次課程設計中於「聽」、「說」、「讀」方面進步較為顯著，但此

教學法在短期內於「寫」的進步幅度有限。因每節課只有四十五分鐘，能於短時間內看

到成果的部分以「聽」、「說」較為顯著，其次為「讀」及「寫」。「讀」、「寫」方面進步

幅度有限的問題，可能須靠長時間的課程實施才能看到顯著成效。 

五、結論與建議 

根據 21 世紀的學習需求，學生們需要有自我學習及創新的能力，包括具有批判思

考的能力及解決問題的能力；溝通和合作的能力；創造力與創新能力(Chris, 2016)。SI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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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既是一種能符合 21 世紀學習需求的有效教學模式，又是一種簡便可行的課堂教學

評價工具。其三十條細則清晰明瞭，每條細則都是具體的、可觀察的、可操作的、可量

化的，該評價工具強調了關鍵字和關鍵概念的學習，強調了問題或任務的設計，強調了

要為學生親身體驗所學的內容知識提供充分體驗的機會，還強調了學生聽、說、讀、寫

四種語言技能的培養。 

從總體上來看，我國目前仍缺乏來自於理論研究和實證實驗結晶的、具有廣泛影響

的評鑑工具。現有的語言教學評鑑工具沒有充分體現出與實現語言教學目標相關的特徵

及策略，也未能像 SIOP 模式那樣對課堂教學整個過程充分規劃。此外，現有評鑑工具

的細則不夠細、也較籠統，缺乏針對性和可操作性，這是值得我們思考、改進的地方。

當前，我國語言教學上迫切需要開發出聚焦課堂教學的、具有很高信度和效度的課堂教

學評價工具，從而使語言教師在備課、授課、觀課、評課及課後反思等方面有可靠的工

具與依據，克服語言教師課堂教學憑經驗或感覺的弊端，進而提高語言課堂教學的規範

性和有效性。 

SIOP模式雖原以 ELLs為主，但有鑑於國際學校中華語主流課堂中也有許多非華語

母語者，採取 SIOP 一系列教學策略應用於華語課堂確能對新世代的華語教學起到正面

影響，若華語教師能從教學設計、實踐與應用、課堂互動、複習與評量等方面嘗試採用

SIOP模式的細則，相信能讓全球更多華語學習者受益。 

六、參考文獻 

1. Chris Dede, Comparing Frameworks for 21st Century Skills,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2009. Retrieved 2016-03-0 

2. Colosi J. C., Zales C. R. Jigsaw cooperative learning improves biology lab 

courses. Bioscience. 1998;48:1118–1124. 

3. Echevarrla, J., Vogt, M., & Short, D. Making Content Comprehensible for English 

Learners: The SIOP Model[M]. Boston, MA: Allyn&Bacon, 2004. 

4. Echevarria J,Vogt M E,Short D J.Making Content Comprehensible for English 

Learners:The SIOP Model[M].3rd ed.Boston:Allyn & Bacon,2007. 

5. Eric Smith, ELLs in the Mainstream Classroom, Kaohsiung American Schoo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orkshop, 2016. 

6. Hansen-Thomas H.Sheltered instruction:best practices for ELLS in the 

mainstream[J]. Kappa Delta Pi Record,2008,44(4):165-169 

7. McIntyre E,Kyle D,Chen T C,et al.Teacher learning and ELL reading achievement in 

sheltered instruction classroom:link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o student 

development[J].Literacy Research and Instruction,2010,49(4):334-351.  

8. Palincsar A S & Brown A L. Reciprocal teaching of comprehension-fostering and 

comprehension-monitoring activities. Cognition Instruct. 1:117-75. 1984. 

9. Phillips C．A State of Independence［M］．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86. 

10. 吳廈廈(2014)。論美國庇護式教學模式(SIOP)對中國雙語教師教育的啟示。陝西教

育高教，2014年(10 期)，43-45 頁。 

11. 林生傳(民 81)。新教學理論與策略。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12. 胡俊傑、宋梅硯(2015)。SIOP模式及其對我國雙語教學的啟示。上海師範大學外國

語學院，2015(37期)，364-368頁。 

13. 夏璐(2016)。美國庇護式教學模式(SIOP)在商務英語教學中的應用。文華學院湖北

武漢，2016年(6期)，120-121頁。 

14. 祝新華(2012)：《閱讀能力層次及其在評估中的運用》，發表於小學中國語文評估系

列之一「促進學生閱讀能力的評估：提問與回饋」研討會(修訂) 

130



以有限課時提升漢語聽說能力之教學策略— 以日本明星

大學二年級學生為例 

姜君芳 1、中島一樹 2、趙海城 3
 

日本明星大學國際交流學科客員講師 1、北京大學對外漢語教育學院碩士生 2、日本明星

大學國際交流學科准教授 3
 

kimi13931@gmail.com 
1、kazuki.1101j@gmail.com 

2、zhcjp@ge.meisei-u.ac.jp 
3
 

摘要 

漢語在日本是一門缺乏語言環境的外語，一般大學的中國語課程，除了專業科系外，

一週只有兩至三節課，不僅學習時數和聽說機會少，學生學習的主動性也十分缺乏，以

至於到了二年級，甚至三年級，基本的聽說能力大部分還停留在入門級水平，一些簡單

會話無法聽懂也無法回答。關於學習時數問題，以日本明星大學國際交流學系二年級中

國語課程來看，必修課一週有三堂課，一堂課 90 分鐘，一學期 15 週，上下學期共 30

週，學習總時數為 135個小時，這樣的課時相當於其他有漢語語言環境的語言中心 9週

的課程，而明星大學一班有 15 個學生，人數不算少，顯然精講多練的時間是不夠的。

另外，學生學習態度不夠積極，也是影響漢語聽說水平能力提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

如何利用有限時間提高學生漢語聽說能力及引發學習動機和興趣，是我們急需解決的課

題。 

本研究以日本明星大學二年級 15 名學生為對象，首先進行聽說測試，接著問卷調

查，內容包括學習動機、學習心理狀態及學習方法。根據問卷結果，依學生學習動機和

學習方法等制定學習目標及聽說教學策略，為期兩週三堂課的實驗教學後，再進行聽說

測試及問卷調查，來考察學生測試前後的聽說學習成績及學習興趣等變化。本研究希望

有效利用有限課時創造出更多的可能性。 

關鍵詞：外語教學、聽說教學、教學策略、重現率 

一、前言 

漢語作為第二語言和外語的最大不同在於學習的環境，前者有一個自然的語言環境，

例如外國學生在中國、台灣或是香港學習漢語，而後者則是在沒有漢語的語言環境裡學

習，例如在日本學習漢語。以日本明星大學人文學系國際交流學科的學生來說，一、二

年級上下學期，每週各有三節必修的中國語課程，分別由三位老師使用不同教材，各以

一學期 22.5小時來教授聽說讀寫，一學年只有 135個小時接觸漢語，這顯然不足。若是

學生能利用課餘時間預習、複習和寫作業，也許能提高教學的效率。然而，事與願違大

部分學生課後打工，上課常常專注力不足，學習慾望低落，學習動機也不強烈，即使課

程進度勉強往前，學生還是聽不懂，開不了口就更別說表達的能力了。在這樣沒有真實

語境練習，學生積極主動性不強的情況下，如何以有限的上課時間提高學生的聽說能力

是我們目前急需解決的問題。 

於是我們思考學生什麼事情無法做到，例如：課前預習、課後的複習和作業。假設

三分之二的學生都做不到，老師是否還要堅持依賴學生來提高教學的效率呢。若是先不

對學生做其他的要求，老師就以一學年 135個小時，以活動集中學生的注意力，不斷強

化聽說，重現學習項目，讓學生敢說願意聽，建立其自信心後再由學生自發的學習。為

了測試這樣的教學策略是否可行，我們以日本明星大學二年級 15 名學生為對象進行兩

週三堂課的教學實驗。 

131

mailto:kimi13931@gmail.com
mailto:kazuki.1101j@gmail.com
mailto:zhcjp@ge.meisei-u.ac.jp


二、實驗流程 

2.1 實驗對象 

受試者以日本明星大學國際交流學系二年級必修中國語課程的 15名學生為對象。 

2.2 實驗前學生聽說能力測試與問卷調查 

實驗前測試主要目的是學生對於聽與說是否符合目前該有的能力，本研究對於學生

聽說該有能力的判定是以學生學習過的教科書內容程度為能力標準。而第一次問卷內容

為學生學習漢語的動機、需求及學習時間、方法與對於教學的意見等。教學策略以問卷

結果為參考依據。 

2.2.1 實驗前聽說能力測試 

實驗前測試學生的聽說能力，一共有十六個問答題和一個看圖說話題。問答測試由

兩位教學十年以上的漢語教師，及一位通過 HSK 六級考曾在北京留過學的日籍畢業生

擔任評審。學生按照編號進入教室，三位評審依題號提問，兩位漢語老師輪流提問，若

學生實在聽不懂問題，再由日籍畢業生用日語翻譯。 

2.2.2 第一次問卷調查 

實驗前的第一次問卷設計參考明星大學 2012年 5月到 6月及 12月到 2013年 2月

對於中國語和中國語學習的意識調查，及明星大學對於初級韓國語學習者的學習動機調

查。問卷採用編碼不記名自填式問卷，一共有 12個問題，關於答題形式第 1到第 11個

問題為半開放式問題，最後一個為開放式問題。 

2.2.3 第一次問卷結果 

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學習漢語？」四位學生選擇為了就業，三位學生因漢語使用

漢字覺得好學有趣，而為了取得學分、為了去中國留學、不想學英語及其他語言的各有

二位，另外一位是想跟中國朋友說話所以想學漢語。（如圖 1） 

第二個問題是「聽說讀寫四個技能最想要有哪一種能力？」有七位學生選擇口說能

力，其他八位選擇聽說讀寫四個技能，四技的優先順位為聽說讀寫三位，說聽

讀寫兩位，說寫聽讀、說聽寫讀、聽說寫讀各一位，這八位學生

的第一優先順位為聽和說。（如圖 2） 

第三個問題是「你是如何提升自己聽說能力的？」選擇教科書 CD 或 DVD的有五

位，不知道如何學習比較好的有六位，其他四位則是看參考書的 DVD、沒做什麼、看

中國的電視劇或是聽周杰倫的歌和中國人說話。（如圖 3） 

圖 1                      圖 2                      圖 3 

第四個問題「課餘你學習漢語嗎？」八位學生不學習，七位學習。（如圖 4） 

第五個問題是「課餘你是如何學習漢語的？」承接上一題學習漢語七位學生裡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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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學生看教科書預習或複習、二位和中國朋友一起學習、一位看電視或聽收音機的中國

語講座學習，其他有二位看 HSK 和中檢對策的書或是利用網路跟中國人說話、去漢語

角跟老師說話或是看連續劇讓自己習慣中文。（如圖 5） 

第六個問題是「課餘一個星期花多少時間學習漢語？」承接第四題除了八位不看書

外，有五位一週學習漢語時間不到一小時的，有四位是四小時以上的，有兩位是一到兩

小時的，一位是二到三小時的。（如圖 6） 

第七個問題是「課餘不看漢語的理由是什麼？」有六人沒有答題，其他忙於其他課

業的有三位，打工沒時間的有三位，對學習漢語沒興趣的有兩位，其他參加社團的有一

位。（如圖 7） 

第八個問題是「你覺得學習漢語難嗎？」覺得聽說讀寫都很難的有八位，依難度排

序其中說聽寫讀有三位，聽說讀寫和聽說寫讀的各有兩位，聽寫

說讀的有一位。另外，覺得聽很難的有四位，覺得說寫讀很難的各有一位。（如圖 8） 

第九個問題是「你一個星期打幾個小時的工？」15位學生都打工。其中一個星期打

20小時以上工有兩位，16小時到 20小時的有六位，11小時到 15小時的有三位，5小

時到 10小時的有三位，不到 5小時的有一位。（如圖 9） 

第十個問題是「你希望上什麼樣的中國語課？」希望會話多的有七位，希望利用電

影或連續劇上課的有五位，希望上 HSK等資格檢定策略和讀寫課的有三位。（如圖 10） 

圖 5 

圖 9 圖 7 圖 8 

圖 6 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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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個問題是「你希望老師用什麼語言上課？」希望老師基本使用中文一部分使

用日語的有八位，全中文的有四位，基本使用日語一部分使用中文的有一位。兩位沒作

答。（如圖 11） 

第十二個問題是開放題，答題的有十位，這十位都提到一個問題就是希望說更多的

中文，而且最好以日常生活常說的會話為優先。 

以上問卷的結果我們觀察到53%的學生學習動機並不是很強，如：有漢字比較好學、

不想學英文、為了取得學分。另外，十五位學生都打工，一週打二十小時左右的就有53%，

而課餘不看書的也有 54%。關於上課內容，希望會話多的有 47%，看電影學習的有 33%。

有 53%覺得聽說讀寫都很難，27%的覺得聽很難。課堂上希望老師使用全中文或以中文

為主的有 80%。 

2.3 教學策略的實施 

從上面數據看來，首先我們要做的是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來強化學習動機，其次是

暫時不要求學生課餘預習、複習和作業，而由老師完全利用課堂時間練習、複習，提高

學習新項目的重現率，讓學生自然習得。因此，我們第一個教學策略為設計能讓學生提

起精神集中注意力的教學，以加快課堂節奏且帶動活潑氣氛為目標。例如：每堂課有一

到兩個大活動，中間穿插小活動，將課文重要句式及對話於活動遊戲中。小活動為二至

三人組的聽說活動，大活動則是全體活動的聽說活動。 

2.3.1 教學實驗第一堂課的流程 

由於課餘不看書和一週只看不到一小時的學生佔 73%，因此，我們第二個教學策略

為利用有限的課堂時間讓學生會聽、會說、會讀、會寫。下面是實驗的第一堂課的流程。 

上課使用的教材是《中国語の世界標準テキスト》第三冊，內容為第三課。 

引起動機 

1. 說明今天學些什麼。 

2. 請學生說說他們的經驗，什麼情境使用。 

例如：老師(T)全中文，由一旁大四的學生擔任教學助理負責翻譯 

T：今天要學的是日語的「～ている」。你們日常生活中什麼時候 

    使用「～ている」呢？（學生已知的情境） 

T：（老師拿出一張一個女孩戴帽子的圖）你們看她怎麼樣？ 

   （學生用日語說出圖的意思） 

T：對，她戴著帽子。 

圖 11 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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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小活動 

 

讀 

 

聽 

 

說 

活
動
前 

理解和熟練生詞： 

（小活動、大活動和遊戲所需要的生詞，都在這個時候出現） 

老師發給學生生詞表(一)，並放投影圖片，請學生邊看台前的圖，邊
聽翻譯。之後，再加入今天的學習項目，並發給學生生詞表(二)。 

例如： 

    （一）                     （二） 

 

 

                        

 

 

 

 

分
組
看
圖
練
習 

兩人或三人一組，看著圖，參考詞彙表，互相問答。 

例如： 

        問：她怎麼樣？                  問：她怎麼樣？ 

        答：她戴著帽子。                 答：她站著打著電腦。 

                            延伸 

                          

 

確
認 

為了確認學生是否能理解且能運用於實際情況，老師問幾位學生： 

T：S1（學生 1），請問佐藤同學怎麼樣？ 

S1：她坐著，帶著眼鏡。 

T：S2，請問田中同學怎麼樣？ 

S2：他穿著白色上衣，穿著黑色褲子。 

b 

大活動 

 

聽 

 

說 

活
動
前 

小活動結束。接著，兩人或三人一組，每人拿著不同情境照片。有
的照片有喝咖啡的李老師、看書的小王，有的照片有坐著打電腦的
小美等等。然後，每個人拿著自己的照片問對方自己照片裡的人物。
例如：「請問，小王是哪一位？」對方看著照片回答：「小王是看著
書的那一位。」例如：  

 

                              S1： 小美 是哪一位？ 

                              S2： 小美 是 坐著打著電腦 的 

                                  那一位。 

 

 

 

全
體
練
習 

活動前兩人或三人小組練習且熟練後，老師請大家站起來，拿著自
己的照片問全班每一個人。為了不讓練習枯燥，所以每個人拿的情
境照片都不一樣，照片可能是一張團體照或是教室內情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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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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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cháng tóufa 

3 duǎn tóufaliú zhe 

 2 

1

王老師 
小謝 

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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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
認 

為了確認學生是否能理解且能運用於實際情況，老師問幾位學生： 

T：S1（學生 1），請問鈴木同學是哪一位？ 

S1：鈴木同學是看著手機，帶著帽子的那一位。 

T：S2，請問小林同學是哪一位？ 

S2：小林同學是穿著黑色上衣，帶著項鍊的那一位。 

c 

遊戲 

 

聽 

 

說 

全
體 

接著請學生把桌椅排開，準備玩遊戲。為了讓遊戲能順利進行，我
們發給學生各種遊戲中可能說到的句子讓學生參考，好讓學生回
答。如下： 

 

 

d 

寫練習 

 

寫 

寫 

請學生把桌椅歸位。然後，老師把原本應該在家寫的作業發給學生，
請學生當場完成。如下： 

 

 

 

 

 

 

 

 

 

 

 

 

若是對於還不太懂的學生，這時老師可以一對一的指導。學生寫完
交給老師即可下課。 

 

 

下面是實驗教學第二、三堂課的活動。 

 1 

 5

3 2)

1 4 / )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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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活動 

 

讀 

 

聽 

 

說 

老師提前進教室，把警告標語貼在牆上。等學生來了，把今天活動的對話
講義發給學生，然後讓學生理解意思與對話情境。 

T：請問，這裡可以吸煙嗎？（老師指著牆上貼的「禁止吸煙」問） 

S：不可以。那裡寫著「禁止吸煙」。 

  （老師看著牆上的標語，指著學生講義暗示學生） 

 

 

 

 

 

 

 

 

 

 

 

 

 

 

 

之後，學生兩人或三人一組一問一答練習。 

f 

活動 

聽 

 

說 

 

讀 

小活動 e熟練度夠了，老師請全體站起來，問每一位同學。例如： 

S1：「請問，這裡可以拍照嗎？」 

S2：（S2指著牆上的標語說）不可以。那裡寫著「禁止拍照」。 

 

g 

活動 

 

聽 

 

說 

 

讀 

老師先問學生「桌上有什麼？」，確認等一下活動的生詞是否已經會了。
接著老師問「桌上放著什麼？」把今天的學習項目導入。師生一問一答學
生大概都理解生詞意思後，兩人或三人一組，一份練習卡片，一共有十張。 

           （正面）                  （反面） 

 

 

 

 

 

 

A同學拿著卡問「請問有沒有紙巾？」B同學看著 A同學手上卡的另一面，
回答「有，桌子上放著紙巾，你自己拿。」 

h 

活動 

聽 

 

說 

老師佈置教室，桌上放著紙巾、胡椒、鹽、辣椒等，冰箱裡放著水、啤酒
等。然後，發給每位學生詢問的物品，請全班站起來，問其他人，例如： 

Ａ：「請問有沒有辣椒？」B：「有，桌上放著辣椒，你自己拿。」（B同學
一邊說一邊指著桌上的辣椒） 

1. 

2. 6

6

3. A

A

4. B

B

5. . :

 

6. 

7. B B

8. A A

9. 

10. 

11. 

12. 6 6

 B

  Qǐngwèn yǒu méi yǒu táng ? 

 : B

Qǐngwèn yǒu méi yǒu làjiāo? 

 B

Qǐngwèn yǒu méi yǒu zhǐjīn ? 

 B

Qǐngwèn yǒu méi yǒu cù? 

 B

Qǐngwèn yǒu méi yǒu yán? 
 B

Qǐngwèn yǒu méi yǒu bīng píjiǔ? 

 B

Qǐngwèn yǒu méi yǒu fānqiéjiàng? 

 B

Qǐngwèn yǒu méi yǒu bīng kělè ? 

 : B

Qǐngwèn yǒu méi yǒu hújiāo? 

 B

Qǐngwèn yǒu méi yǒu bīng kuài? 

  

A : A
   Yǒu , zhuō shàng fàngzhe làjiāo 

nǐ zìjǐ ná.

A A
Yǒu , zhuō shàng fàngzhe táng

nǐ zìjǐ ná.

A A

   Yǒu , zhuō shàng fàngzhe cù

nǐ zìjǐ ná.

A A

Yǒu , zhuō shàng  fàngzhe zhǐjīn

nǐ zìjǐ ná

A
    Yǒu , bīngxiāng lǐ fàngzhe 

A
     bīng píjiǔ ,  nǐ zìjǐ ná.

A A

Yǒu , zhuō shàng fàngzhe yán

nǐ zìjǐ ná.

A
   Yǒu , bīngxiāng lǐ fàngzhe

A
     bīng kělè ,   nǐ zìjǐ ná.

A A
Yǒu , zhuō shàng fàngzhe fānqiéjiàng

nǐ zìjǐ ná.

A A
  Yǒu , bīngxiāng lǐ fàngzhe bīng kuài ,

      nǐ zìjǐ ná.

A : A
Yǒu , zhuō shàng fàngzhe hújiāo

nǐ zìjǐ n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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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活動 

 

聽 

 

說 

 

讀 

老師先複習以前學過的「會」。例如：你會游泳嗎？你會說漢語嗎？等。
之後，再板書「明天會下雨。」讓學生理解兩個會不ㄧ樣。老師拿幾張情
境圖讓學生練習可能的「會」，例如：「一個穿很少衣服的人走在寒冷的雪
地上」讓學生想想圖裡的人會怎麼樣？ 

接著，兩人或三人一組，一份十張對話字卡，： 

           （正面）                  （反面） 

 

 

 

 

 

A同學拿著卡問「明天會下雨嗎？」B同學看著 A同學手上卡的另一面，
回答「我想可能會下雨吧。」 

 

 

 

 

 

兩人一組看卡片練習聽說，熟練之後，老師請全體站起來，發給每位同學
一份字卡，然後問每一位同學。例如： 

S1：別喝太多酒。 

S2：別擔心，我不會喝醉的。 

j 

活動 

讀 

 

寫 

 

聽 

 

說 

 

 

 

這個學習項目是「～還是～？」利用教科書的活動，請學生先自問自答，
把答案寫在課本裡。另外，老師發給學生一張單子，要學生統計： 

1. 早睡早起的有（   ）人。…………晚睡晚起的有（   ）人。 

2. 早飯喝咖啡的有（   ）人。………喝牛奶的有（   ）人。 

3. 喜歡走路的有（   ）人。…………喜歡坐車的有（   ）人。 

4. 喜歡晴天的有（   ）人。…………喜歡雨天的有（   ）人。 

5. 喜歡看電視的有（   ）人。………喜歡看電影的有（   ）人。 

6. 喜歡飯前吃水果的有（   ）人。…喜歡飯後吃水果的有（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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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活動 

 

聽 

利用教科書上活動。請每位同學畫出自己家的房間或是客廳，如下圖。然
後，兩人或三人一組，一個人介紹自己的家，另一個人根據介紹畫圖，最
後看看畫得準不準確。如右圖： 

 

 

 

 

 

 

 

 

2.4 實驗後學生聽說能力測試與問卷調查 

實驗後測試以兩週三堂課的學習項目為內容，目的是檢驗對於剛學過的內容能否聽

懂且順利回答。實驗後問答測試，一共有九個問答題和一個看圖題由老師問兩個問題。

問答測試由兩位教學十年以上的漢語教師，及一位通過 HSK 六級考曾在北京留過學的

日籍畢業生擔任評審。學生按照編號進入教室，三位評審依題號提問，兩位漢語老師輪

流提問，若學生聽不懂問題，再由日籍畢業生用日語翻譯。 

第二次問卷內容針對兩次實驗教學中的小活動、大活動、遊戲、寫練習等的滿意度

調查。問卷有十一個問題，選項有五個，分別是非常滿意、滿意、普通、不太滿意和不

滿意。最後一個是開放題。 

三、實驗結果 

3.1 實驗前後聽說測試結果 

由於聽說測試有兩位學生缺席一張評分卷不完整，樣本總數減少為十二人，所以在

統計上無法滿足常態的分布，因此使用威爾科克森符號秩檢驗（Wilcoxon signed-rank 

test）。受試編號 001、005 各只參加一次聽說測試，而編號 007 有一部分評分卷欠損，

所以刪除這三個樣本。實驗前後的聽說測試都使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2進行威爾科克

森符號秩檢驗（Wilcoxon signed-rank test）。 

3.1.1 聽的測試結果 

我們將聽與說分開統計。表 1、表 2、表 3為兩次測試「聽」的部分統計分析： 

表 1 記述統計 

 人數 平均值 標準偏差 最低分數 最高分數 

第一次測
試 

12 72.75 9.983 57 86 

第二次測
試 

12 68.92 10.326 51 84 

表 2 順位 

  人數 
平均排
名 

順位和 

第二次—第一
次 

負順位 11
a 

6.64 73.00 

 正順位 1
b 

5.00 5.00 

 同順位 0
c 

  

 合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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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第二次<第一次   b. 第二次>第一次   c. 第二次=第一次 

表 3 檢定統計量 

 
第二次—第一

次 

Z –2.674
a 

漸近有意確率（兩側） 0.007 

a. 根據正順位 

根據威爾科克森符號秩檢驗（Wilcoxon signed-rank test）的結果，P值＝0.007<a=0.05，

即兩次測試「聽」部分的結果有顯著的差異，也就是第二次測試受試者對提問聽部分的

理解程度不如第一次。究其原因應該是第二次考試內容雖說是剛學完不久的內容，但整

體內容較第一次難許多。 

3.1.2 說的測試結果 

下面表 4、表 5、表 6為兩次測試「說」的部分統計分析： 

表 4 記述統計 

 人數 平均值 標準偏差 最低分數 最高分數 

第一次測
試 

12 63.17 8.288 50 76 

第二次測
試 

12 60.08 11.204 40 77 

表 5 順位 

  人數 
平均排
名 

順位和 

第二次—第一
次 

負順位 8
a 

6.81 54.50 

 正順位 4
b 

5.88 23.50 

 同順位 0
c 

  

 合計 12   

a. 第二次<第一次   b. 第二次>第一次   c. 第二次=第一次 

表 6 檢定統計量 

 
第二次—第一

次 

Z –1.221
a 

漸近有意確率（兩側） 0.222 

a. 根據正順位 

根據威爾科克森符號秩檢驗（Wilcoxon signed-rank test）的結果，P值＝0.222>a=0.05，

即不能說兩次測試「說」部分的結果有顯著差異，也就是兩次說的測試結果之間沒有明

顯的差異。 

3.2 第二次問卷調查結果 

經過兩週三次的教學實驗，一共做了十一個大小活動。其中五個活動大家都出席，

而 a,d,j,k 四個活動各有一人缺席，b 活動有兩人缺席，c 活動有三人缺席（如表 7 的未

作答）。課室活動滿意度調查的結果，學生對於 a 到 k 的活動沒有人不滿意，而對 b,d,

活動不太滿意的各有一位，對 i,j,k活動不太滿意的各有兩位。從人次來看，活動 a到 k

非常滿意的有 44人次，滿意的有 39人次，普通的有 65人次（如表 7的人次）。雖然選

普通的人次比選非常滿意和滿意的人次要多（如圖 12），但如果把非常滿意和滿意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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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k

滿意 普通 

起來，是多於選普通的人次（如圖 13）。儘管如此，學生對於此次的教學活動實驗滿意

度人次僅佔總人次的 50％。 

表 7第二次問卷課室活動滿意度調查結果  

選項 
非常滿
意 

滿意 普通 
不太滿
意 

不滿意 未作答 

活動代
號 

人數 % 
人
數 

% 
人
數 

% 
人
數 

% 
人
數 

% 人數 % 

a 3 20 6 40 5 33 0 0 0 0 1 7 

b 4 27 4 27 4 27 1 6 0 0 2 13 

c 4 27 3 20 5 33 0 0 0 0 3 20 

d 4 27 3 20 6 40 1 6 0 0 1 7 

e 5 33 3 20 7 47 0 0 0 0 0 0 

f 3 20 6 40 6 40 0 0 0 0 0 0 

g 5 33 5 33 5 34 0 0 0 0 0 0 

h 6 40 2 13 7 47 0 0 0 0 0 0 

i 5 34 3 20 5 33 2 13 0 0 0 0 

j 2 13 1 7 9 60 2 13 0 0 1 7 

k 3 20 3 20 6 40 2 13 0 0 1 7 

人次 44  39  65  8  0  8  

    圖 12課室活動滿意度（百分比）        圖 13非常滿意加上滿意與普通的比較 

雖然兩次的聽說統計及第二次問卷得出的統計數據沒有明顯的差異與滿意，但從學

生意見反饋中，可以看得出學生普遍希望較為活潑且多樣的教學。例如：我覺得這樣的

活動形式跟以往不一樣很新鮮，很好，很有趣、把語法做成對話放進卡片中，容易懂也

容易記、跟其他的課比起來兩人一組的對話很好，而且也容易說話、這些活動的對話平

常也用得到。 

四、總結 

實驗前後聽說測試的成績，雖然看不出顯著的變化，那是因為第一次測試內容是一

年級所學的基礎性內容。而第二次測試內容雖說是剛學完，但由於難度較大而造成看不

出明顯的成績提高。不過，學習動機及學習慾望等，都有顯著提高與改善。 

外語教學雖然受限於沒有語言環境、課時少，但若是學生學習慾望高，動機強，是

能彌補先天條件的不足。因此，以有限的條件設計激發學生內部學習動力的教學是我們

目前刻不容緩的事情。 

0%

20%

40%

60%

80%

100%

120%

a b c d e f g h i j k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太滿意 未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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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學術論文中自稱標記之語用研究與教學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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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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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對比自稱標記於臺灣碩士論文與期刊論文的形式與功能，探究學術資歷對標

記使用的影響。結果顯示，碩士與期刊論文都最常採用直接指稱論文的方式自稱，且

最常在研究方法的章節自稱。然而，碩士論文使用的自稱形式多變，也常直接指稱作

者，不如期刊論文的用法客觀。在標記功能的章節配置上，碩士論文大多以權威性較

弱的執行者敘述個人的行為，但期刊論文較能配合章節的權威性強弱選用相應的功能

類型。以上現象顯示，自稱標記的使用方式反映學術資歷的差異，資深學者傾向透過

客觀的語言形式突顯作者的學術權威，達到主觀的人際互動。本文最後根據以上結論

為學術寫作的自稱標記提出教學建議。 

關鍵詞：學術論文、自稱標記、論文章節、學術資歷、寫作教學 

 

一、研究背景 

在學術論文的語言成分中，自稱標記（self-mention）是發話者對自身或自身言談

的指稱，英語如“I”、“we”、“the author”、“this paper”、“this study”等（Hyland, 2001, 

2005a, 2005b; Mu, Zhang, Ehrich, & Hong, 2015），華語如“我”、“本人”、“筆者”、“本研

究”、“本論文”等（Lee, 2013）。這類標記明示作者在語篇中扮演的角色，若運用得

宜，有助於達到建立權威之目的（Hyland, 2005a），因此論文作者運用自稱標記的方式

及其達成的效果是語篇研究關注的焦點。西方文獻至今已探討的議題之一是語境因素

對作者使用自稱標記之影響，包括學科規範（Harwood, 2005; Leedham & Fernandez-

Parra, 2017; McGrath, 2016; Sheldon, 2009）、社會文化（Hyland, 2002; Lee, 2013; Mu, 

Zhang, Ehrich, & Hong, 2015）、語言體裁（Zareva, 2013）等，研究結果證實自稱標記的

選用因學科、文化、語體而異，而透過檢視自稱標記的使用方式，學界也得以歸納英

語學術社群的溝通特徵。 

與西方語言相較之下，目前華語學術論文在自稱標記方面的主要成果是華語與英

語的跨語言對比研究（如 Lee, 2013），以及跨學科對比研究（如Mu, Zhang, Ehrich, & 

Hong, 2015），結論指出華語自稱標記的使用方式反映文化與學科具有關鍵性的作用。

然而，至今學界尚未探討作者的學術資歷是否影響自稱標記的運用模式，因此本文兼

採淺質（thin approach）與厚質（thick approach）的語篇分析方法，以教育學領域為觀

察對象，比較臺灣碩士論文與期刊論文中自稱標記的形式與功能，文末據此為華語論

文寫作提出教學建議。研究問題如下： 

（一）在華語碩士論文與期刊論文中，自稱標記的形式與功能為何？ 

（二）在華語碩士論文與期刊論文中，自稱標記的使用方式是否因學術資歷而異？ 

藉由探討以上問題，本文說明作者透過自稱標記建構出何種學術身分，以及資歷

較深的學者與資歷較淺的學生在其中所呈現的語言與認知差異。分析結果可將華語學

術論文的研究擴展至涵蓋更多不同語境因素的語用層面，並提供華語學術寫作教學參

考，提升語言研究的應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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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術論文中的自稱標記 

學術論文的寫作目的是呈現創新的研究成果，行文上講究展現專業人士的權威。

過去數十年來，學術論文的寫作風格歷經轉變，從追求全然客觀、無個人參涉的傳統

看法，逐漸演變為著重作者與讀者之間互動的說服性語篇（Hyland, 1998, 2002, 2005a, 

2005b）。這種蘊含互動特質的觀點成為學界分析學術語體特徵時所認同的基本立場，

而其中能夠表現互動的核心概念之一即為定位（positioning）（Ä del & Mauranen, 2010; 

Hyland, 2002），亦即作者對內文討論的議題或回顧的文獻所採取的發話角色，目的是

展現專業領域人士的身分，吸引讀者關注論述的推進過程，並以此身份形塑及說服讀

者，而自稱標記的使用即有助於達成此溝通目的（Hyland, 2002, 2005a）。 

自稱標記是作者於語篇中明確指稱自身時所使用的語言形式（Mu, Zhang, Ehrich, 

& Hong, 2015），也就是作者有意識地選用第一人稱代詞（如“I”）、所有格形容詞（如

“my”）或公用代詞（communal pronoun）（如“this investigation”）（Sheldon, 2009）等

具備指稱功能的成分，描述命題、情感、人際等不同層次的訊息，目的是彰顯個人的

特定立場或身分（Hyland, 2005a）。西方文獻認為成功的學術寫作取決於作者能否建

構一個值得信賴且符合學科常規的學術身分，因此上述目的之達成對作者而言相當重

要（Harwood, 2005）。由此可知，自稱標記可幫助作者展現權威的形象，透露對研究原

創性的承諾，進而增加研究結果的可信度。 

目前西方學界關於自稱標記的研究大致分為兩種主題，一種探討自稱標記的語言

形式與功能，另一種在第一種的基礎上進行文化與學科之對比。 

2.1 自稱標記之形式與功能分析 

語言學界已存在許多解析英語自稱標記形式與功能之文獻，早期如 Clark & Ivanic

（1997）將英語學術寫作中的作者自我表述方式分為三種類型。第一類是自傳型自我

（autobiographical self），指作者以第一人稱代詞敘述及反思個人的生命經驗。第二類

是言談型自我（discoursal self），指作者透過言談創造某種自我形象，例如運用第一人

稱代詞表明自己屬於學術專業社群的成員。第三類是權威型自我（authorial self），指作

者運用第一人稱代詞建立自己於文本的存在感，並表明自己屬於某個領域的權威。由

上可見，第一人稱代詞在學術論文中具有以上三種不同角色，能呈現個人的價值或信

念，並開啟作者與讀者之間的對話。 

後續學者 Tang & John（1999）進一步將第一人稱代詞（包括‘I’、‘me’、‘my’、

‘mine’、‘we’、‘us’、‘our’、‘ours’）依權威性（authority）的強弱區分為六種角色，形

成一種由弱到強、連續漸進的階級對比，其順序是：（一）代表者（representative）：作

為一群人的代理者，屬於泛指的用法，通常表現為複數形式“we”或“us”；（二）指引者

（guide）：引導讀者了解作者的論述邏輯與脈絡，通常表現為包含讀者的複數形式“we”

或“us”，如“let us now look at…”；（三）建構者（architect）：指涉作者本身，表示作者

是鋪排文章內容、結構、走向的決定者，通常表現為第一人稱單數形式“I”，如“in this 

section, I will discuss…”；（四）敘述者（recounter）：描述研究過程中的各個步驟，通

常與表達過程的動詞過去時式連用，如“the data I collected…”；（五）表態者（opinion-

holder）：表達作者的觀點或態度，通常與表達認知狀態的動詞搭配，如“I think…”；

（六）起始者（originator）：透過文章提出個人的主張，透露作者認為自己具有提出創

新觀點的權力與能力。 

Tang & John（1999）的分類架構成為後續許多研究的發展基礎（參 Leedham & 

Fernandez-Parra, 2017; Starfield & Ravelli, 2006; Troyer, 2017; Zareva, 2013）。例如，

Starfield & Ravelli（2006）在此基礎上修正角色的定義，重新區分為指引或建構者（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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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guide or architect）、執行者（methodological I）、表態者（I as opinion holder）、起

始或宣告者（I as originator-claim maker）、反思者（Reflexive I）、敘述者（narrative I）

六種角色，並歸納經常與其搭配的動詞語意特徵。這六種角色具備清晰的定義，有利

於其他研究的應用，後來經過 McGrath（2016）的改良，內容更為完善。因此，本文

採用McGrath的架構分析華語的自稱標記，其架構內容將於第 3節說明。 

2.2 自稱標記之文化與學科對比 

近十年來，自稱標記的研究已在角色分類的基礎上發展文化與學科之對比分析。

Sheldon（2009）比較英語與西語的論文作者如何運用第一人稱代詞，指出前述六種權

威性不等的角色可幫助研究者建構合宜且合格的學術身份。英語作者傾向以自傳式的

敘事方式使用第一人稱代詞，透過非個人的聲明傳達客觀資訊，建構專業形象；西語

則偏好傳遞一般性知識的用法，使自己與過往研究處於相同陣線，藉此弱化權威性。

Lee（2013）比較華語與英語論文的自稱標記，探究學科與文化因素對表達方式的影

響。分析結果指出，兩個語言的文學論文最常使用的標記都是第一人稱代詞（如“I”、

“we”、“我”、“我們”），而化學論文最常使用非人稱化形式（如“this paper”、“本文”），

可見標記的選擇因學科而異。另一方面，華語比英語少用第一人稱代詞，而較偏好非

人稱化的形式；即使是單一作者，複數代詞“我們”的使用也明顯多於“我”，如此能讓指

稱對象包含作者與讀者，提升讀者的參與感，達到群體認同的效果。這個差異可從集

體與個體主義的文化特質解釋，反映文化因素對標記選擇的作用。 

綜觀上述研究，文獻已揭示第一人稱代詞於英語學術論文中扮演的各種角色，近

幾年更擴展至語言與學科的對比研究，因而能更細緻地描繪語境對作者建構學術身分

的方式產生何種作用。而華語在這方面的研究結果僅出現於跨文化與跨學科的對比分

析，尚未提及學術資歷對自稱標記的影響。有鑑於此，本文以前人較少探究的教育學

論文為觀察對象，比較臺灣學生與學者塑造學術身分的方式，將探討的語境變因從文

化與學科延伸至學術資歷差異。文末將據此提供學術寫作的教學建議，期望研究結果

能兼顧理論分析與教學實務之價值。 

三、研究方法 

3.1 語料建檔流程 

本文的語料取自於教育學領域的學術論文，筆者蒐集 2012 年至 2016 年研究生完

成之碩士學位論文以及具博士學位的教授撰寫之期刊論文，兩種論文的電子檔案各十

篇。本文的研究變項為作者的學術經歷差異，為了避免地域方言、語言文化、論文結

構、研究方法、寫作品質等其他因素的干擾，本文選取的論文限定為臺灣母語者撰寫

的論文，每篇論文都能清楚區分摘要、緒論、文獻回顧、研究方法、研究結果、結果

討論、結論七個部分，而且研究結果都包含實證性的量化數據。此外，碩士論文取自

臺灣三所知名國立大學的教育學研究所，論文篇幅約為一百頁；期刊論文則取自臺灣

教育學領域中具有嚴謹匿名審查機制並收錄於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aiwa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TSSCI）的核心期刊三本，篇幅約三、四十頁，且論文的

第一作者具備博士學位。 

完成語料的蒐集與篩選之後，接著進入分析程序，分為以下五個階段。在第一階

段，筆者以電子文書處理軟體 Adobe Acrobat開啟論文語料，參考各節標題名稱，將論

文分成摘要、緒論、文獻回顧、研究方法、研究結果、結果討論、結論七個部分。在

第二階段，筆者以 Adobe Acrobat 的搜尋功能找出華語常見的自稱標記，包含“我”、

“筆者”、“本研究”等，再逐字閱讀整篇論文，標出其他較少見的自稱標記形式。搜尋範

圍不包括致謝、註解、圖表、參考書目、附錄、索引等非正文的內容。階段三是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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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檔工作。筆者利用微軟試算表軟體 Microsoft Excel 將所有具自稱標記的語料建檔，

包含一個自稱標記的句子視為一筆語料，接著針對每筆語料輸入相關資訊，如標記形

式、章節位置、前後文等，並按照標記在論文中的出現順序予以編號，建置成小型語

料庫。在階段四，筆者檢視二十篇語料樣本的自稱標記使用次數是否存在個體差異，

若個體資料與樣本中位數的差異過大，表示該個體資料為離群值，不足以代表普遍狀

況。最後進入分析階段。筆者針對標記的形式及上下文，分析各形式的性質及功能，

再針對本文的兩個研究問題統計各類標記的出現頻率。 

3.2 語料分類標準 

本文採用 McGrath（2016）的分類架構剖析華語論文的自稱標記，這套分類架構

將英語論文中第一人稱代詞的用法分為以下六種功能。當一個標記可能分析為多重功

能時，沿用文獻之原則歸為權威性較高之角色。 

（一）指引或建構者（I as the guide or architect）（以下簡稱指引者）：向讀者概述

文章將如何開展、將達到哪些目的、界定研究所涉及的術語等，在論文中常搭配的動

詞如“start”、“aim”、“define”、“label”等。 

（二）執行者（methodological I）：告知讀者研究者已完成之事項，在論文中常搭

配的動詞如“work”、“interview”、“collect”、“examine”等。 

（三）表態者（I as opinion holder）：向讀者表達作者的觀點或態度等，在論文中

常搭配心理動詞（mental verb），如“think”、“believe”、“assume”、“suppose”等。 

（四）起始或宣告者（I as originator）（以下簡稱起始者）：向讀者揭示研究發現並

表達作者個人立場，在論文中常搭配立場動詞（stance verb），如“claim”、“suggest”、

“argue”、“contend”等。 

（五）反思者（reflexive I）：標示作者為研究過程之主體，透露作者對研究的批判

性思考，在論文中無固定的搭配句型，多出現於文章中的結論章節。 

（六）敘述者（narrative I）：將作者置於參與或觀察研究過程的時空中，敘述研究

者的經驗或感受，沒有固定句式，常搭配表示活動或溝通的動詞。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節針對第一節提出的兩個研究問題呈現分析結果，包括自稱標記的形式類型與

功能類型，並從使用頻率探討自稱標記與學術資歷的關係。 

4.1 自稱標記之形式分析 

4.1.1 自稱標記之形式類型 

本研究觀察的教育論文共出現 15 種自稱標記的形式，這些形式可根據直接程度與

指稱對象分為四類：直接指稱作者、間接指稱作者、直接指稱論文、間接指稱論文，

各類的標記形式以及在碩士論文與期刊論文的個別出現頻率如表 1 所示。以直接指稱

作者的標記“我”為例，此標記在碩士論文中出現 94 次，在碩士論文自稱標記總數 854

次當中，佔 11.01%（94/854）。 

從表 1 可知，不論碩士論文或期刊論文，使用頻率最高的自稱標記皆為直接指稱

論文的“本研究”，佔兩種論文的個別使用總數七成以上，這個標記可說是教育學論文

中最常見的自稱形式，然而，碩士與期刊論文的用法仍存在差異。在標記形式方面，

碩士論文共出現 14 種自稱形式，包括非典型的用法，如“我的研究”、“我們的論文”，

而期刊論文僅出現 7 種形式，可見期刊論文作者的自稱方式趨於固定，變異性較低。

在標記數量方面，碩士論文中使用頻率居次的是直接指稱作者的“我”；但期刊論文中

使用頻率居次的是間接指稱作者的“研究者”，而且期刊論文未出現任何直接指稱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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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記。由此可見，碩士論文與期刊論文使用的標記類型有所差異，資深研究者撰寫

論文時避免以第一人稱提及自身，而使用非個人化的自稱方式，如此有助於提升論述

的客觀程度。 

表 1：自稱標記之形式類型與出現頻率 

標記類型 標記形式 碩士論文 期刊論文 

直接指稱作者 
我 11.01%  0.00% 

本研究者  0.94%  0.00% 

間接指稱作者 

研究者  6.79% 13.13% 

我們  0.82%  1.43% 

筆者  0.00%  0.24% 

直接指稱論文 

本研究 76.00% 80.43% 

本論文  0.70%  0.00% 

本文  0.12%  1.19% 

此研究  0.47%  0.48% 

本篇論文  0.23%  0.00% 

我的研究  0.12%  0.00% 

此次研究  0.12%  0.00% 

本次研究  0.12%  0.00% 

間接指稱論文 
研究  2.46%  3.10% 

我們的論文  0.12%  0.00% 

 

4.1.2 標記形式之章節分布 

本節討論自稱標記於碩士論文與期刊論文各個章節的分布情形。統計方式是先分

別計算自稱標記於碩士與期刊論文各章節的出現次數，再除以整篇論文的自稱標記總

量，得到自稱標記於各章節的使用頻率，統計結果見表 2。如表中數據所示，碩士與期

刊論文中出現最多自稱標記的章節都是研究方法，其次是結論，最少的是摘要與結果

討論。因此，自稱標記在碩士與期刊論文的分布趨勢相近。 

 

表 2：自稱標記之章節分布 

論文章節 碩士論文 期刊論文 

摘要  4.33%  5.49% 

緒論 16.39%  8.11% 

文獻回顧 11.24% 10.50% 

研究方法 35.60% 31.50% 

研究結果 12.18% 17.66% 

結果討論  1.17%  5.25% 

結論 19.09% 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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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自稱標記之功能分析 

4.2.1 自稱標記之功能類型 

出現於碩士論文與期刊論文的自稱標記皆可區分為六種功能：指引者、執行者、

表態者、起始者、反思者、敘述者，依序如以下（1）至（6）所示，這六種功能皆最

常以“本研究”的形式出現。 

（1）指引者：本研究之目的乃在於探討「亂流理論」與「多元架構領導」在學校領導

與變革的整合應用。 

（2）執行者：本研究從 195 本得獎台灣圖畫書中，挑選出四本不同類型近文本設計的

圖畫書，與十位大班幼兒共讀。 

（3）表態者：本研究提出「生涯興趣小六碼」假設概念模式，並經由數據分析結果所

製作的「生涯興趣小六碼」結構圖譜，得到初步驗證。 

（4）起始者：研究者發現，初始學習表現較佳的學生與較差的學生，隨著時間的遞

移，其學習差距會愈形擴大。 

（5）反思者：對於較少探究的高齡工作者，研究者省思其人力資源的開發，亦可為今

日探討的首要課題。 

（6）敘述者：研究者任教國中數理資優班，觀察到升高中後，就讀女生班與男女混合

班級的女學生，其對於自身能力之表現似乎有著不同的解讀。 

上述六種功能可透過自稱標記的搭配成分辨識，本研究從語料中歸納各類功能經

常搭配的句子成分，如表 3所示，表中以[自]標示自稱標記的位置。 

 

表 3：自稱標記之功能與搭配成分 

標記功能 常見搭配成分 

指引者 
[自]旨在、[自]探討、[自]欲了解、[自]關心、[自]關注、[自]

期望、[自]涉及、[自]將...定義為、[自]以...為...、[自]稱之為 

執行者 

[自]採用、[自]採取、 [自]抽取、[自]抽樣、[自]分析、[自]

探討、[自]探究、[自]設計、[自]參考、[自]借重、[自]彙

整、[自]綜合、[自]統計、[自]觀察、[自]比較 

表態者 
[自]認為、[自]覺得、[自]認同、[自]推論、[自]推測、[自]提

出...假定／假設、[自]持...的態度 

起始者 
[自]發現、[自]出現、[自]（結果）顯示、[自]提出、[自]建

議、[自]（結果／結論）指出、[自]（結果）可以驗證 

反思者 

[自]提出建議／反思／啟示、[自]並未、[自]的成果有限、

[自]未臻理想、[自]仍有…限制、[自]議題較為…、[自]僅能

處理…、[自]會有此結果，推究其因… 

敘述者 
讓[自]瞭解、讓[自]感受到、讓[自]質疑、讓[自]十分吃驚、

對[自]來說… 

 

接著本文分析上述六種功能於碩士與期刊論文的出現頻率，計算方式是以六種功

能的出現次數除以碩士論文與期刊論文的個別標記總數，結果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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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自稱標記之功能類型 

 指引者 執行者 表態者 起始者 反思者 敘述者 

碩士論文 16.90% 55.80% 8.10%  5.30%  7.00% 6.90% 

期刊論文 14.80% 55.80% 2.60% 14.60% 11.00% 1.20% 

 

表 4 顯示，碩士與期刊論文的自稱標記皆最常用以擔任執行者，出現頻率超過五

成，其次都是擔任指引者。不同的是，碩士論文平均運用其餘四種功能，而期刊論文

則較常使用起始者與反思者，極少使用表態者與敘述者。 

根據前述 McGrath（2016）對英語論文的研究結果，在人文學科的歷史及人類學

期刊論文中，自稱標記最常擔任起始者，透露作者在提出研究主張時最需要標示自己

介入論述的過程，突顯作者對研究結果抱持的立場。相較之下，在表 4 的教育學論文

中，自稱標記最常擔任執行者的角色，顯示這個領域的作者重視建構一個可信、完整

的研究程序，以取得讀者對研究結果之信任。由此可見，透過檢視論文的自稱標記，

可探知不同學科描述知識的不同趨向。 

此外，McGrath（2016）的研究結果也指出表態者在英語論文的使用頻率較低。同

樣地，在本研究觀察的期刊論文中，表態者的使用頻率也偏低，可見兩種語言的作者

都不常在論文中明示個人對論述內容之情意態度。然而，碩士論文使用表態者的頻率

比期刊論文高，可見自稱標記的運用反映學術資歷的差異。 

4.2.2標記功能之章節分布 

接著觀察自稱標記的功能於論文各章節之分布情況，統計方式是將六種功能於各

章節的個別出現次數除以各章節的自稱標記出現總數，得到每種功能於每個章節的出

現頻率。碩士論文的章節分布見表 5，期刊論文見表 6。 

 

表 5：自稱標記於碩士論文之功能分布 

章節 指引者 執行者 表態者 起始者 反思者 敘述者 

摘要 27.03% 51.35%  0.00% 13.51%  8.11%  0.00% 

緒論 42.86% 43.57%  5.71%  1.43%  0.71%  5.71% 

文獻回顧 25.00% 44.79% 19.79%  2.08%  4.17%  4.17% 

研究方法 10.23% 72.28%  3.96%  0.99%  1.65% 10.89% 

研究結果  4.76% 78.10%  7.62%  2.86%  0.00%  6.67% 

結果討論 10.00% 50.00% 10.00%  0.00% 30.00%  0.00% 

結論  9.15% 29.27% 12.80% 18.29% 26.22%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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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自稱標記於期刊論文之功能分布 

章節 指引者 執行者 表態者 起始者 反思者 敘述者 

摘要 48.28% 34.48% 3.45%  6.90%  3.45% 3.45% 

緒論 42.31% 30.77% 7.69%  0.00% 15.38% 3.85% 

文獻回顧 33.33% 52.38% 7.14%  7.14%  0.00% 0.00% 

研究方法  7.14% 88.39% 1.79%  0.00%  0.00% 2.68% 

研究結果  5.17% 68.97% 1.72% 13.79% 10.34% 0.00% 

結果討論  5.88% 35.29% 0.00% 47.06% 11.76% 0.00% 

結論  2.63% 17.11% 1.32% 39.47% 39.47% 0.00% 

 

表 5 顯示，整體而言，不論在摘要、緒論、文獻回顧、研究方法、研究結果、結

果討論、結論各章節中，碩士論文的自稱標記扮演的核心功能相似，都最常擔任執行

者，如表 5 的灰底數據所示，這一點透露六種標記功能的出現分布與章節的溝通目的

沒有明顯的對應關係。然而，如表 6 所示，期刊論文在不同章節擔任的核心功能不盡

相同，此現象更能呼應各章節相異的溝通目標。 

進一步比較表 5 與表 6 可發現，碩士論文與期刊論文在權威性需求較低的章節表

現較為相似，亦即都在緒論中以自稱標記擔任指引者的比例都接近半數，以此角色向

讀者說明文章如何發展，以及預期達到哪些目的；而在文獻回顧、研究方法、研究結

果三個章節中則大多擔任執行者，向讀者說明研究者的行為類型及完成事項。指引者

與執行者都能幫助作者闡明發話目標，使讀者明白某種事理，前人認為這兩種功能屬

於權威性較弱的類型（Tang & John, 1999），而本文的結果也顯示權威性較弱的章節出

現較多權威性弱的自稱標記。 

然而，碩士論文與期刊論文在權威性需求較高的章節則展現差異。首先，在結果

討論中，碩士論文的自稱標記仍多作為執行者，期刊論文則多擔任起始者。結果討論

一節的寫作目的是呈現研究結果中最重要的發現，並為此提供解釋，樹立研究價值。

而從表 5 與表 6 看出，資歷較淺的研究生仍傾向以權威性較弱的執行者報告自己完成

的研究工作，但資歷較豐富的教授則更善於以權威性較強的起始者強化個人的立場與

貢獻。另外，在研究結論中，資歷較淺的研究生同樣以執行者的角色回顧自己達成的

成果，但資歷較深的教授則更常運用權威性強的起始者總結個人主張，也更常扮演反

思者檢視研究意義，表達作者認為自己具有提出創新觀點的權力與能力。以上現象證

實自稱標記的使用方式反映學術資歷的差異，資深研究者較能依據章節的權威性程度

變化選用相應的標記功能，資淺研究者則無此表現。 

五、研究結論與教學建議 

總結以上研究結果，在教育學領域中，碩士與期刊論文的自稱方式展現特定的形

式與功能特徵，包括研究者最常以直接指稱論文的標記“本研究”自稱，且最常在研究

方法的章節中以執行者的角色自稱。然而，碩士與期刊論文的差異證實學術資歷影響

作者的自稱方式，主要反映於自稱標記的形式種類及功能配置。在形式種類方面，資

歷較淺的作者採用的自稱形式多變，時而出現非典型的用法，如“我的研究”、“我們的

論文”，也經常使用直接指稱作者的“我”；但資深作者使用的形式變異性低，而且不以

第一人稱代詞直接指稱自我。在功能配置方面，資淺作者不論各章節的溝通目的，均

趨向以權威性較弱的執行者敘述個人的行為，但資深作者較善於配合章節的權威性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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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選用相應的功能類型，亦即在權威性低的章節以權威性低的方式自稱，描述研究

的歷程與結果；在權威性高的章節以權威性高的方式自稱，突顯說服讀者的意圖，建

立學術權威的形象。綜合以上兩方面的相異點，可歸納出在論文中指稱自我時，資深

作者比資淺作者更善於運用客觀的語言形式，達到主觀的人際功能。 

最後，在教學應用方面，本文的研究結果可作為華語學術寫作教學的應用基礎，

教材或教法可參考以下步驟設計。第一，教師參考期刊論文的用法，介紹華語學術論

文中規範的自稱標記形式，從直接指稱、間接指稱、指稱作者、指稱論文四個面向歸

類，以利學生理解標記的語意差異。第二，教師逐一介紹論文各章節的寫作目的，接

著說明每個寫作目的可藉由哪些標記達成，使學生熟悉標記功能與章節配置的關係，

尤其強調在權威性高的章節宜善用權威性高的自稱標記。第三，教師提供學生範文，

幫助學生進行後設認知的語言分析，訓練學生有意識地檢視標記與語境的關聯性，培

養語用的熟悉度。最後進入寫作階段。教材提供各種形式的練習，讓學生從句子、段

落開始練習，最後進展到小節至全文的階段。 

綜上所述，本文歸納自稱標記於教育學領域論文之運用概觀，結果可作為華語學

術寫作教學之參考。然而，本研究從單一學科比較不同資歷學術社群之自稱方式，研

究範圍與語料數量有限，未來值得擴大蒐集更多不同學科、不同語言的語料，驗證研

究結果的個別特徵與普遍性質，以期更周全地描繪學術論文的溝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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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華語閱讀教學篇章模式與主位結構的互動 

蔡美智 

摘要 

基於學習者字彙、詞彙有限，初級華語閱讀教學多傾向只求穩固字、詞、句，篇章

議題留待中、高級再處理。本文主要探討如何強化初級華語閱讀課程中的篇章結構教學。 

閱讀教學的目標在於引導學習者掌握從書面材料獲取資訊的規則和方法，（王鍾華

主編 1999）相關技能除了猜測詞義、理解長句或難句、善用標誌詞、尋找文中主要觀點

和重要細節之外，還包括預測推理、分析評價、快速閱讀，及閱讀不同文體等。（周小

兵、張世濤、乾紅梅 2008）只是初級閱讀應該教什麼，學者看法不一，有人認為應該培

養速讀能力（陳賢純 1990），有人認為應該認記漢字、掌握詞語用法（李世文 1997），

但也有人認為認讀字詞致使學習者將句子切分成各自獨立的詞，不但影響閱讀速度，語

義理解也容易閃失，因而主張側重認讀短語和短句，練習從部件猜測字義，由關聯詞推

測文義（沈蘭 2005）；至於邢志群（2004）提出的三段式華語篇章教學，同樣建議從詞

彙著手，先關注語體特點、使用情境和近義詞間語用差異，再加強句子連貫，最後才處

理語篇。 

然而初級閱讀如果只是鞏固之前所學，擴大詞彙量，語法教學內容恐怕跟綜合教材

差異不大，錯失建立華語篇章概念的大好時機。《實用中文讀寫 1》專為能聽、會說，卻

無法讀、寫中文的人士設計，全書十四課以敘述為主，很適合作為華語閱讀入門教材。

本文按字數挑選其中六課課文作為研究語料，即 101-200字、201-300字、301-400字各

兩篇，逐篇考察篇章結構，包含語句中的主位成分（Halliday 1985），前後文的銜接方式

（Halliday & Hasan 1976），語句間的主位如何推進（Danes 1974），以及語段採用的篇章

模式（Hoey 1983）。研究發現，這本初級閱讀教材篇章類型多樣，六篇課文當中只有一

篇是單類型篇章，全文 174字完整呈現敘事模式（Labov 1972），其他都是多類型篇章。

有的是敘事模式兼含概括–具體模式和問題–解決模式，有的是概括–具體模式和敘事

模式組合而成，有的則是敘事類篇章和行為類篇章搭配出現。而篇章模式的辨識，其實

跟主位成分的屬性、主位的推進模式，以及銜接詞語的類別息息相關，應可納入篇章語

法教學。 

關鍵詞：初級華語閱讀教學、篇章模式、主位結構、篇章銜接方式、主位推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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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技媒體應用於偏鄉學校之華語文寫作教學 

徐慧珊 

臺北歐洲學校華語代課教師 

carolyn08272012@gmail.com 

摘要 

「教育科技媒體導入華語文課室教學」，是現代教學者提升學習者動機之一種常見

的策略。研究者過往之教學或是實習經驗，均在資源豐富的城市學區，碰到動機不強之

學習者，便使用此種模式，透過外顯誘因，循序漸進地引導學習者，藉由科技多媒體之

引介、執行任務及活動操練等，逐步養成發於內之學習動機。然而，當教學場域無法提

供適當之網路環境、行動載具；學習者對於科技軟體之認識，僅限於線上遊戲時，「科

技軟體」還能作為刺激內發動機之工具嗎？在資源缺乏的偏鄉校區，科技學習軟體融入

課室教學之可能性有多少？基於教育公平原則，個人認為在科技發達的 21 世紀，無論

是城鄉差距有多大，教學資源多麼不同，為使學習者具備未來競爭力，將科技學習資源

介紹給偏鄉學子，有其相對必要性。 

本研究以桃園市楊梅區之六位七至九年級新住民子女為例，探討教育科技媒體如何

應用於偏鄉學校之華語文寫作教學。研究問題有二：（一）如何在資源缺乏之偏鄉學校，

將科技軟體應用於華語文寫作教學？（二）如何透過學習者之生活經驗融入華語文寫作

教學，以提升學習成效？本研究乃以Mishra及 Koehler （2007）之 TPACK模式為教學

設計模組，透過數位媒體故事引導，結合學習者既有之知識資本（Funds of Knowledge，

Moll、Amanti、Neff及 Gonzalez，1992），引導學習者運用教育科技媒體 Plickers及 Quizlet

操練生詞、修辭及做寫作規範練習，並運用網路資源「教育部國語辭典重編修訂本」作

為輔助工具，以達成華語文寫作教學之目的。 

經過為期 17週之教學、反思與修正，獲得之結論如下：（一）善用學習者之知識資

本及生活經驗，有助於提升學習者之學習動機，進而產出有意義之文章；（二）透過鷹

架構築、追問等教學策略，可協助語意表達不全之學習者完成寫作；（三）為自信心薄

弱之學習者客製專屬學習單，可提升寫作動機，進而達成任務；（四）善用班級經營策

略並慎選教育科技媒體，能達到事半功倍之教學效果。 

關鍵詞：偏鄉學校、教育科技媒體、知識資本、華語文寫作教學 

一、 前言 

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近年臺灣湧進大批因工作、婚姻或是求學關係等之新住民，

而跨國通婚為現代臺灣社會的趨勢之一。隨著時間流逝，國人與外籍配偶孕育出之新住

民子女，已屆就學年齡。根據教育部全球資訊網（2017）之最新統計資料顯示：105 學

年度屬於新住民子女之國中就學人數，已由十多年前之 9,370 人，成長至 75,894 人次，

佔全國國中生人數之 11.04%。其中，有 4 成 4 之新住民國中生集中於北部地區，其餘

則分布於全國各縣市中。張鈿富（2006）之研究指出，臺灣的外籍配偶因為語言及文字

上之障礙，而無法協助已就學子女之課業學習，造成其子女之學習成就低落。陶宏麟、

銀慶貞及洪家瑜（2015）亦就華語文、英語文及數學等三科，從「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資

料庫」中，篩選了三個年級之學習者的成績作為分析樣本，發現母親為東南亞籍之新住

民子女，其三科學業成就與本國籍同齡之學習者相較之下，相對落後。究其原因，乃因

新住民子女於學齡前缺乏來自於母親對於本國文化與語言上之教導，致使其入學後，在

以華語文為教學語言之學習環境下，產生意義理解上之困難，而隨著年齡增長，差距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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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擴大。陶宏麟等（2015）預測，若不加以改善新住民子女之教育問題，未來這批新住

民子女勢必會成為臺灣新一代之弱勢族群。有鑑於此，提升新住民子女之學習成效確有

其必要性，此乃本研究動機之一。 

著名俄國學者維高斯基（Vygotsky, 1978）之社會文化理論提到學習者在發展過程中，

存在著所謂的「近側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簡稱 ZPD），認為「發展」

分為兩個層次：一為實際發展層次，此乃學習者能獨立解決問題的層次；二為潛在發展

層次，為學習者在專家或是同儕協助下，所產生解決問題的能力，兩個層次之間的差距，

便是所謂的「近側發展區」。在其社會文化取向語言習得理論中，更進一步說明單純的

語言輸入並不能保證語言習得的發生，語言學習的過程應該將相對應的情境、行為與動

機等因素考量在內。據此可知，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聚焦於學生的潛能及正在發展的能

力，並注意其動機變化。21世紀之學習者從小生活在充滿數位科技的環境中，對於各項

3C 產品之用法非常熟悉，H. Morgan（2014）將這些新興人類稱為「數位本地人」（digital 

natives），而出生於數位科技產品問世之前的成年人，需要學習使用科技產物者，則為

「數位移民者」（digital immigrants）。若能善用教育科技產品，將其融入於新住民之子

的教學中，或許可以用其熟悉之行動載具、數位軟體等，以促發其學習動機，進而達到

提升學習成效之目的，此乃本研究動機之二。 

研究者於 105 學年度至桃園市楊梅區某國民中學（以下以 A 校稱之），進行國文科

中等教師之教育實習1。A 校地處偏鄉，無論在人力或是網路設備方面均不充足，因此

研究者於實習期間，除了進行教育實習外，亦擔任A校資源班學生之國文補救教學教師，

並使用有限設備加強學習者之語文能力。在這個由七至九年級混齡之班級（以下以 7C

班稱之）進行補救教學期間，所使用的語言為華語文，但由於學習者均為新住民子女，

因此其語言能力與同儕相較之下，相對落後。帶班之後，發覺 7C 班之六位學習者各有

其優勢，亦有不同想法，對於學校外之知識，也能發表觀感。據此，研究者判斷只要使

用適合的方式，應可激發其學習華語文的潛能，從而提升其他學科能力。教學設計建基

於維高斯基之社會文化理論，藉由與學習者探討其社會文化經驗，引發其因為想要教老

師有關來自其家庭之知識─即 Moll、Amanti、Neff 及 Gonzalez（1992）所謂的「知識

資本」（Funds of Knowledge，簡稱 FoK）2，並開始使用書面語言溝通，從而提升其華語

文能力。藉由討論學習者熟悉的話題，從中不著痕跡地將語文教育輸入，使師生間之關

係從「教與學」，昇華為「分享與互動」，或許對於學習者在各方面之學習上會更有幫助，

此乃本研究動機之三。 

根據以上動機，研究者以 A 校之六位七至九年級新住民子女為例，執行為期 17 週

之研究，以探討教育科技媒體應用於偏鄉學校之華語文寫作教學之可能性。研究問題有

二：（一）如何在資源缺乏之偏鄉學校將科技軟體應用於華語文寫作教學？（二）如何

將學習者之生活經驗融入華語文寫作教學，以提升學習成效？ 

                                                      
1
 研究者於 2014 年 6 月於中國文化大學修畢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並於 2016 年 8 月進行為期

半年之教育實習，專長為「國文」，即為本研究所稱之「華語文」。礙於本國教育體制之用語，研究者

不得不使用兩種科目名稱─國文／華語文，在本研究中，兩者實為同一科目。 

2
 Moll、Amanti、Neff 及 Gonzalez 於 1992 年針對墨西哥移民至美國之學習者做了實徵研究，以來自學

習者原生家庭、社區及社會之背景知識（Funds of Knowledge，譯為「知識資本」）為基礎，透過田野調

查、訪談及與學生互動等方式，了解來自學習者生活經驗中之知識。在篩選出學習者感興趣之議題後，

與學習者共同設計課程，不但引起學習動機，更成功連結了跨領域之學科，達成了學科與生活結合之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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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偏鄉學校新住民子女之 TPACK 教學設計 

2.1 學習者背景分析  

本研究對象為屬於偏鄉學校之 A校七年級至九年級多元學習班的學生，母親均來自

於東南亞國家，學生年紀為：一位七年級生、四位八年級生及一位九年級生。經鑑定後

A生為識讀障礙；B生口語表達障礙；C 生為學習障礙；D生及 E 生雖被鑑定為學習障

礙，但據觀察，其行為表現易受情緒影響，似為情緒障礙；F生則有自閉傾向3。因學習

者程度及年紀均不同，故無法使用正規教材，須由研究者另行設計教學內容。 

2.2 學習者知識資本 

Moll 等人（1992）之實徵研究結果說明了善用學習者之 FoK，不但可讓其運用來自

母國文化、社會、社群及家庭知識於學習中，還能提升學習動機，將學習主導權還給學

習者。J. Andrews及 W. C. Yee（2006）之個案研究則發現了學習者之能力，如：算數、

品格等均來自家庭教育，教師之所以未能察覺，乃因學習者對教師不信任，以致不願分

享。透過與 7C 班互動後發現學習者基於某些原因，使其對所接受之教育體制產生不信

任，從而缺乏學習正規課程之興趣。若能找到激發其學習動機之方式，或許可以提升其

成就感。據此，「讓學生產生學習動機」之想法油然而生，於是便計畫在補救教學之時

段中，以「我的志願」為主題，讓學習者以生活經驗為主軸，以「我手寫我口」為方式，

輔以心智圖引導，期使每位學習者能夠達成「產出作文，以獲致成功經驗」之目標。 

2.3 學習者先備技能   

7C 班學習者經鑑定後，被列為學習落後學生，因此在表定為國、英、數等三科學

習時段，均自正規班中抽離，至 A校之多元學習班上課。相較於其他學生，其三科程度

相對落後。就華語文而言，具備基本口語表達能力，能理解基本詞彙，而閱讀理解則為

其學習難點，須強化其語文理解能力。雖然 A校屬於偏遠校區，且本研究對象又為新住

民子女，但這些學習者對於現代之科技軟、硬體之使用卻不陌生，據此，研究者估計若

能將此項先備技能並將相關課程融入其中，或許可以提升學習動機並獲得預期成效。 

2.4 上課時程與學習目標 

7C 班之上課時間為：每週一至四之下午 16:40 至 17:20，自 2016 年 9 月 19 日起至

2017年 1月 18日止，共計 17週。在一般的國文補救課程設計上，其教學目標以加強學

生的語文能力為主，因此教學多以補充正課內容為重心，輔導學生理解在正規班聽不懂

的內容，期使學生能盡快趕上正規班其他學生的進度。此種課程對學習者而言，是有進

度壓力的，且不斷地糾錯，有時會造成學習者的挫敗感，影響其學習意願。為了不使學

生喪失學習的動能，A 校教務處安排研究者每週上四堂的華語文補救教學，以一對六的

小班教學方式帶領學習者，希望透過較輕鬆的方式，提升學習者的學習意願。學校對於

這班學生的期許在於：能夠讀懂一些字、對學習產生興趣。與學習者互動後，發現「學

習動機」及「成功經驗」是學習者所缺乏的。由於差異懸殊，導致學習者在制式教學法

的引導下，學習成效不彰；沒有成功經驗之狀況下，使學習者缺乏發於內之動機。據此，

提升六位其學習動機乃當務之急。 

2.5 結合知識資金與教育科技之教學設計模組─TPACK 

                                                      
3
 7C 班內學習者均經過 A 校特教組鑑定為特教生，而基於研究倫理保密原則，故以英文代號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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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hra 和 Koehler 於 2006 年提出「科技內容教學知識」（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簡稱 TPACK）理論，乃建基於 Shulman（1986）之教學內容知識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簡稱 PCK）。TPACK理論包含三項核心元素：內容知

識（content knowledge, CK）、教學知識（pedagogy knowledge, PK）及科技知識（technology 

knowledge, TK）。Mishra 等人認為此三元素在交互作用下，產生了互為主體的四種形式：

教學內容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PCK）、科技內容知識（technol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TCK）、教學科技知識（technological pedagogy knowledge, TPK）及科技內容

教學知識（TPACK），並強調 TPACK是一種特別為 ICT融入教學所設計的模組（Koehler, 

Mishra & Yahya, 2007），在教學設計時，應考量此七要素，並使其緊密結合，缺一不可

（如圖 1所示4）。 

Angeli 和 Valanides（2009）認為，觀察教師的 ICT 融入策略，可以反應出教師對於

教授內容、教育理念、學習者特質及在學校和課室環境下之科技使用模式的關注度。蔡

政鴻及謝文惠（2011）以實徵研究說明若要落實TPACK於教學中，應透過教學知識（PK）

檢視科技知識（TK）應用之實用及價值性，以達成內容知識（CK）之傳遞。而課程實

施前，可利用教學科技知識（TPK）檢視學習者之先備知識；課程實施期間，可善用教

學內容知識（PCK），透過多元策略呈現教學內容，以符合各類型之學習風格；課程實

施後，則可利用科技內容知識（TCK）供學習者提問及回饋，如此的教學設計模板便是

所謂的「科技內容教學知識」（PTACK）架構。根據各學者之研究結果，茲就所設計之

TPACK教學架構（如圖 2）說明如下： 

2.5.1 教什麼（CK）：確定教學內容 

A 校為 7C 班所設定之目標為「能夠讀懂基礎詞彙，並產生學習興趣」。由於

學習者缺乏學習動機及成功之學習經驗，故需要客製其學習內容。根據 Moll 等人

（1992）提出之知識資本理論及研究，應當從學習者之生活經驗中，找出與其切

身相關或感興趣之主題，做為課程主軸，亦即：從學習者知識資本入手，找尋適

合學習者之教學內容。藉由與學習者及其導師溝通後，發現其特質及華語文能力

方面雖各有其殊性，然其家庭背景卻有其共性─此六名學習者之家庭均屬於低收

入戶，需於課後幫忙家務，對於「未來」，六位學習者均各有其想法，於是研究

者便以「我的志願」為主題，作為本次研究之主要教學內容，並以學過之文本為例，

                                                      
4
 資料來源：Koehler, M. (2011, May 11). Using the TPACK image [Online forum comment]. Retrieved from 

http://tpack.org/ 

圖1 TPACK核心元素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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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TPACK 教學架構 

引發對學習者對「夢想」的討論。 

2.5.2 怎麼教（PK）：考量教學策略 

現代學者們對各式教學策略做了詳盡的分類，並說明使用方式。然而在眾多

教學法中，各學者並沒有提出最好的教學策略，只強調所選擇之教學法必須符合

學習需求及教學目標（H. D. Brown, 2003；林進財，2004）。因此，在考量學習

者之能力及動機後，並透過啟發式教學，引起學習者對於教學主題之興趣；藉由

不同的故事引導，找出促發討論動機之主題。最後決定以差異化教學法，搭配團

體／個別討論，做為本研究主要之教學策略。 

2.5.3 何種工具（TK）：決定使用工具 

過往研究證明，以學習軟體及行動載具為外顯誘因，可提升學習者於課室內

之學習動機（陳奎伯、顏思瑜，2008：239-242：連榕，2010：99；徐慧珊，2017：

104-107），在篩選時，必須採用符合學習者程度、能力及興趣，且能運用於教學

場域上之教育科技軟體（羅綸新、郝永崴、林佳蓉、張瓊穗、陳信助、林維真、……

劉伊霖，2012）。本研究之學習者具備科技使用經驗及基礎語文能力，但因偏鄉校

區缺乏足夠設備設備，因此在教學設計上採用了兩項不需完全仰賴無線網路及行

動載具的教育科技軟體─Quizlet
5及 Pickers

6，

做為 TPACK 教學設計之工具。  

2.5.4 多樣教法（TPK）：傳統與科技交互使用 

本研究對象經校方專業人員鑑定雖屬

資源班之學習者，但在仍受過學科訓練，具

備一定之學習經驗，只是動機不足，導致學

習成就低落。據此，在分別與班級導師及國

文教師溝通後，研究者結合了傳統與科技導

入之教學模式，說明每個人均有自己的夢想，

帶出「生活經驗與志願」之關係，並讓學習

者發表自己的想法。發表過程中，透過錄影，

激發其發表意願；以學習者曾接觸過之傳統寫作規範7，搭配教育科技軟體之操練，

使教法多元，以減低學習者對於寫作之焦慮感。 

2.5.5多元接收（PCK）：考量學習者風格 

教學設計以學習主體為中心，藉由討論、繪畫、表演等多元學習模式，觀察

並評量學習者有關華語文之語文及文化先備知識。在執行教學過程中，透過提問

                                                      
5
 Quizlet 線上學習軟體是由 Andrew Sutherland 於 2005 年就讀於美國加州某高中時，為通過高三法文考試

而設計的。後來在 2007 年 1 月份發表於世，早期運用於英語教學中，後來被廣泛運用各科中。 
6
 Plickers 為一類似 IRS（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及時反饋系統的軟體，教師運用該軟體進行課堂中

之隨堂測驗，以檢測學習成效。Plickers 之使用方式非常簡單，教師端部分，僅需要一臺教師電腦及投影

機，供上網及投影使用；學生端部分，則使用 Plickers 反饋卡回答問題即可。教師於課前先行設計欲檢測

學習成效之問題，並置入 Plicker 網站。在課堂上，透過教師端之電腦，將題目顯示於投影幕上，學習者

利用 Plickers 反饋卡呈現答案，教師再透過自己的行動載具，如：手機、平板等，以快速掃描方式（即：

將行動載具當作「讀卡機」）取得學習者答案，便可即時獲得每位學習者之答案。 
7
 A 校之寫作教學為傳統之「起承轉合」模式，為免除學習焦慮，研究者亦採用學習者習慣之寫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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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模式，發現六位學習者均對「未來」表示關切。於是，研究者便根據不同學

習風格及其先備知識，設計各種教學活動角落，讓學習者以自己喜歡的模式學習，

如：提供相關之影片及圖像，供其觀賞及討論；藉由畫畫、上網找資料等親自操

作方式，以加深印象等，希冀透過多元之教學內容知識（PCK）以達成教學內容

（CK）之傳遞。 

2.5.6多向呈現（TCK）：呈現模式多元化 

Tomlinson（2005）在其差異化教學之研究中提到，學習成果可以依照學習者最擅長

的方式表現，非一定要以傳統、制式的考試模式呈現，此乃多元、差異化的成果展現。

而本研究動機在於透過不同之教學方式，找到符合學習需求的教學模式，以提升其學習

動機，進而使其產生學習之「成功經驗」。要達成這樣的目標，教學過程需要經過設計，

其結果展現亦須多元，方能使學習者以他們最熟悉的方式呈現學習成果。 

三、 教育科技軟體應用於華語文寫作教學 

「萬丈高樓平地起」，為達成寫作目的，強化語言基礎知識為首要目標。據此，

研究者使用教育科技軟體 Plickers 及 Quizlet 操練生詞、修辭及做寫作規範練習，並運

用網路資源「教育部國語辭典重編修訂本」作為輔助工具，以達成華語文寫作教學之目

的。本節就實施作法及結果，回應研究問題（一）：如何在資源缺乏之偏鄉學校將科

技軟體應用於華語文寫作教學？  

3.1 教育科技軟體融入偏鄉學校作法 

【步驟一】準備活動 

1. 安排座位，討論班規，遴選幹部，以觀察學習者口語表達能力及團體規範之先備知識。 

2. 以學習者已知之閱讀文本《深度閱讀測驗》（賴慶雄，2012）內容，製作數位教材於

Quizlet 網頁中，並於課堂上與學習者互動，以找出學習者之語文先備知識（TPK）。 

3. 找到學習者之學習難點後，以差異化教學模式，分別為學習者設計不同教學內容及教

育科技軟體操練模式（PCK）。 

【步驟二】發展活動 

1. 根據學生程度，從《深度閱讀測驗》中挑出較短之文章，依循閱讀教學步驟引導，並

請學習者挑出生難字詞，以「教育部國語辭典重編修訂本」為輔助，作為講解重點。 

2. 採獨立閱讀模式，教師走動管理並協助學習者劃下重點句子，以作為改寫依據。 

3. 教學者記錄學習難點，以便作為下次課程準備、調整及鷹架構築之依據。 

【步驟三】綜合活動 

1. 使用 Plickers軟體，設計閱讀理解問題，讓每位學習者運用 Plickers 反饋卡回答問題。 

2. 完成文章改寫後，請學習者運用自己喜歡的模式撰寫文章摘要及想法，以多向呈現方

式（TCK），邀請學習者上臺，發表摘要；教師觀察並記錄學習者表現。 

3.2 實施結果 

科技學習軟體融入課室教學後，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大大提升。藉由新穎的教學模式，

使課程進行有別於過往，讓學習變得更有趣，而透過多媒體學習軟體之導入，學習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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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力也增加了。茲就學習者在閱讀理解之表現分述如下： 

3.2.1 閱讀理解與識讀障礙 

雖被判定為識讀障礙，但透過提問、反饋等方

式，發現 A 生在文意理解方面完全沒有問題，回

答過程中能切中要點，且言之有物。以改寫〈小孩

與螃蟹〉為例，其文章結構及邏輯性出乎意外的好，

且由其內容，可發現學習者將其生活經驗融入文章

中，如圖 3所示。 

3.2.2 閱讀理解與語意表達 

因家庭環境關係，B生從小受的語言刺激較少，又是班上年紀最小的，經常話講一

半便被同學打斷，因此無法與口語方式完整表達想法。為避免 B生被貼標籤，便以全班

共同完成故事之方式，培養互助合作之習慣，也使 B生有練習完整語意表達之機會。  

3.2.3 閱讀理解與學習障礙 

表面看起來沒什麼學習問題的 C 生，要其解釋文意時，卻無法正確詮釋。觀察

其行為表現，發現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狀況，是因為在團體內學習時，該生很容易受他

人影響，專注力不夠所致。因此，在第九節課時，以「自己閱讀，並試著回答問題」之

方式讓 C 生自行回答。結果發現只要能讓專注力缺乏的孩子安靜下來，仍有機會可以正

確回答問題。 

3.2.4 閱讀理解與情緒障礙 

D 生及 E 生均非常聰明，沒有閱讀理解上的問題，唯一的問題是碰到挫折時，

特別容易放棄。當發現自己表現未受重視時，便會選擇放棄及拒絕繼續學習。在

教學過程中，發現 D 生喜歡以繪畫表達想法；E 生喜歡助人。因此，便鼓勵其運

用長才於發表他們改寫之文章─D 生以繪畫呈現；E 生則協助 C 生。 

3.2.5 閱讀理解與自閉學生 

F 生是位安靜的孩子，但仍有自己想法，不喜歡說話的原因是：同學會笑他。

知道了原因後，便不太強迫他站在臺前發表，但還是不能因此而讓他喪失參與的權利。

於是，便以分組討論方式，讓他在小組中參與討論。由於和班上同學已漸漸熟悉，F生

的參與度也稍微增加。值得一提的是，換了教學方式後，發現 F生會主動協助識讀困難

的 A 生回答問題，其模式為：F 生與 A 生討論，由 A 生代為發言。運用此種學習共同

體的模式，也讓 F生成功展現所知。 

四、 知識資本融入華語文寫作教學 

研究者以 TPACK作為差異化教學設計架構，以達透過學習者之知識資本（FOK），

將其生活經驗融入教學之目的。本節就實施作法及結果，回應研究問題（二）：如何

將學習者生活經驗融入華語文寫作教學，以達提升學習成效之目的。 

師：記得上禮拜我們讀過的那篇故事〈應讓大家都知道〉嗎？誰可以告訴老師，快爪的夢想

是什麼？ 

生 A：有很多很多的穀粒。 

圖 3  A 生之文章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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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對了！那你們呢？你們有沒有夢想？  

生：……（不說話）。 

師：今天我們來討論一下大家的夢想（在黑板畫出「魚」的形狀，包括：頭、身、尾三部分）。  

生Ｄ：老師，你幹嘛畫魚呀？ 

師：喔！我們今天要寫作文。 

生Ｅ：啊？我不要！我的作文分數從來沒超過 3 級分……。 

生 B：什麼是 3 級分？ 

生 C：喔！作文好難喔！ 

觀察學習者的反應，可以知道「寫作」對他們說來是個挑戰性相當高的任務，且每

位學習者之學習難點各有不同，因此需要採取差異化教學模式，聚焦於「學」與「教」

之內容、過程、成果、氛圍及環境等之差異化（Tomlinson, 2005），方能切中學習難點，

進而激起「動手寫」之動機。Moll、Amanti、Neff及 Gonzalez（1992）也提出：教學內

容若能建基於學習者之FoK，將使教學更貼近學習者之生活經驗，從而使學習更有意義。

據此，研究者以「我的志願」作為寫作主題，差異化教學為宗旨、TPACK 模組為教學

架構，並結合學習者之 FoK，以達成知識資本融入華語文寫作教學之目的。茲就教學步

驟及結果說明如下： 

4.1 TPACK教學設計步驟 

【步驟一】準備活動 

1. 以學過之閱讀文本〈應讓大家都知道〉（陳欣希、許育健、劉振中、連瑞琦，2013）

主角─快爪8為例，引發學習者對「夢想」之討論。在討論過程中，以學習者提過之

職業，如：NBA 球員、體育老師、職棒球員、服務員、釣魚師傅及廚師等為主，藉

影片觀賞及討論，找出學習者之先備知識（TPK）。 

2. 從教師之夢想故事入手，說明每個人均有自己的夢想，帶出「生活經驗與志願」之關

係。在找到學習者之學習難點後，以差異化教學模式，分別為學習者設計不同教學內

容及教育科技軟體操練模式（PCK）。 

3. 以「魚形圖」作為寫作心智圖之主軸，點出魚頭（首段：開門見山，點出主旨）、魚

身（第二、三段：5W1H提問模式，自問自答，承上啟下）及魚尾(末段：言簡意賅，

資訊整合)之起、承、轉、合之關係。 

【步驟二】發展活動 

1. 教師示範「魚的心智圖」作法及提問，使用「追問」技巧，以便挖掘個體之 FoK，並

將學習者之答覆，以「關鍵字」方式，寫在黑板上。請學習者自行製作屬於個人之寫

作架構。製作之前，先說明規則，包括：可使用任何形式符號，不限於撰寫國字；同

學間可以相互討論；撰寫關鍵字即可；發表自己的魚形圖。 

2. 將空白魚形心智圖發給學習者，以走動教學模式協助學習者整合其寫作架構。 

                                                      
8
 快爪是一隻小老鼠，為該篇故事之主角。快爪的夢想是擁有多到吃不完的穀粒，但天底下沒有不勞而穫

的事情，因此大家都需要努力，方能使夢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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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學者記錄學習難點，以便作為下次課程準備、調整及鷹架構築之依據。 

【步驟三】綜合活動 

1. 邀請學習者上臺，發表屬於自己的魚形心智圖；教師觀察並記錄學習者 FoK。 

2. 鼓勵其他學習者提問；教師觀察並記錄學習者 FoK及提問技巧。 

3. 預告下一堂課起，學習者將使用該魚形心智圖，以完成「我的志願」作文。 

4. 待學習者完成作文後，以多向呈現方式（TCK），給予學習者選擇希望發表之模式，

以提升學習者發表意願。 

4.2 實施結果  

本階段之寫作共花了一至兩週（四至八堂課）才完成。以下就學習者之表現，分別

說明其學習難點及如何運用知識資本於寫作教學上。 

4.2.1 識讀障礙的 A生 

A是位識讀障礙生，無法認讀或是書寫國字。一開始說要寫作時，他的反彈想當大，

一直到明確告知一定會協助他時，才願意動筆。對於 A生之鷹架構築為：研究者提問，

A生回答，研究者原封不動地寫下其所表達之句子，再由 A生抄在稿紙上。透過討論、

提問及回應，發現 A 生其實很有想法，他認為「做一個 NBA 球員，可以為臺灣爭光，

還可以賺很多錢」。想要賺很多錢是因為「可以幫忙家裡整修房子」，對於未來也有想

法，認為「……退休以後，就可以用退休金買新房子給爸爸媽媽，還有弟弟住」。據此

可知，A生家境並不富裕。透過「追問」技巧，發現 A生「大伯老婆是美國人」，因此

A 生認為要到美國打 NBA，除了「上課認真外，還要看書……，她（大伯的老婆）會

講英文，可以向她學習」。根據以上對話可知「成為 NBA球員」對 A生而言是重要的，

唯有「努力學習英文和用功讀書」，才有機會「到美國打 NBA」，此乃 A 生的知識資

本及生活經驗。透過討論、提問、鷹架構築等教學策略，讓 A生完成了有意義的學習。 

4.2.2 口語表達困難的 B 生 

B生之母親為越南人，很早便與中度智障的父親離異，因此 B生於年幼時，未受到

來自家庭之刺激，從而影響其口語表達之正常發展。觀察 B生第一次之作文內容，發現

其語意表達之順暢性產生了問題，如「我從國小 B（國小化名）來 A 國中（國中化名），

我長大當老師體育老師，高中老師教他們，教短跑和健康……」。此外，該生對於華語

文寫作模式似乎也不是很清楚，但對於「每段開頭要空兩格」，卻頗有概念（會在每段

開頭畫上○○）。然而，這並不代表 B生沒有自己的想法。研究者以破碎的句子內容為

話題，運用追問技巧與 B 生討論，發覺 B 生的知識資本是來自於學校─校內的體育課

讓 B 生印象深刻，能夠寫出所上過體育課之內容及細節。而影響 B 生的重要他人很可

能是常常說「真是棒」的 A 校訓導主任（亦為該生之體育老師）。針對 B 生之教學策

略為：提問、句子接龍、用錄音設備錄下想說的話、播放自己的錄音檔，將所聽到的寫

下來、寫完自己念一遍，以確保每個句子中均包含應有之主、謂、賓語等基本元素。 

4.2.3 情緒障礙之 C生 

C生具備寫作先備知識，無論是書寫格式或是文意表達方面，基本上沒有太大問題，

可清楚呈現該生欲表達之想法。而需引導的是 C 生的學習動機，透過故事、影片、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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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問等教學策略之運用，找到 C 生之知識資本及生活經驗，並將其融入華語文寫作中。

藉由閱讀 C 生的作文內容，可發現 C 生與 E 生在校園外也有互動，共同嗜好均為棒球。

此外，C 生的重要他人為其兄長，在未來的輔導與教學設計上可列為重要參考。 

4.2.4 情緒障礙之 D生 

知道要寫作文時，D 生一臉不屑，寫作意願非常低。於是，在第一次進行寫作時，

並沒有給予太多口頭上之指導。當 D生交出第一次的草稿時，僅以書面評語模式提供正

面回應，並以「書面提問」替其架構鷹架。果不其然，在第二次交出草稿時，D生的內

容充實許多，且處處可見其生活經驗，如：釣魚的方式、地點、魚的種類、學會釣魚的

時間點……等。D生花了兩週的時間完成作文，從修改到重謄，共寫了三次。撰寫期間，

碰到不會寫的字，他會主動詢問，無形間增加了其詞彙能力。值得一提的是，D生從不

願意寫作，到最後寫出全班最有內容的作文，足見「以知識資本為基的教學策略」的確

有助於學科習得。 

4.2.5 情緒障礙之 E生 

透過本次寫作課程之前導作業，發現 E生具備來自家庭給予之「作生意」知識資本，

不但了解招攬生一隻待客之道，更明瞭要使生意興隆之首要條件是懂得掌控預算。然而，

對於寫作，則興趣缺缺，並告知研究者：「我的作文從來沒超過 3 級分……」。經過第

一次的課程後，發現 E生不懂得將其思緒化成句段落實於文章中。於是，便於第二次寫

作時間，為 E 生客製了屬於他自己的學習單，以書面模式作為Ｅ生之 PCK 提問鷹架構

築，並成功引導其寫出一篇不錯之作文。 

4.2.6 情緒障礙之 F生 

每週三 F 生都會帶一些自己做的小點心來本班，經詢問後才知其多元班課程除

了學科外，尚包括職業課程，而他選擇的是餐飲技能，每週均會上一次烹飪課。而

這樣的課程對 F 生說來，似乎是有趣的。從他想要當廚師這件事，可看出在烹飪世

界中，他可以做自己，且有能力完成其想要做的事情。而 F 生的知識資本便是從烹

飪中習得，並能落實於文本中。對於 F 生的差異化教學目標在於：作文分段技巧及

標點符號之運用。在鷹架構築過程中，發現 F 生不大了解「每段開頭要空兩格」之

意義，便使用國文課本中之文本，將每段一開始的「兩格」，以畫方格之模式示範給

F 生看，再請其找出其他段落之開頭並畫出方格。這樣的模式果真收效，F 生在最後

謄稿時，已經不須提醒，便能撰寫格式正確之作文了。 

藉由華語文補救教學「寫作」之例子，不難發現無論學習者之學習成就多麼落

後，學習者仍具備來自生活經驗之知識資本，教師需要找到這些知識資本，以循序

漸進之方式探究這些課室外的知識，並透過差異化教學策略，促發其動機，使其能

將生活經驗與學科知識結合，將「學」與「教」融合為一，教師所教的，方能稱作

「有用的知識」；學習者所習得的，方能成為「有意義的學習」。  

五、 結論─當知識資本遇上教育科技軟體 

經過為期 17週之教學、反思與修正，獲得之結論如下：（一）善用學習者之知識資

本及生活經驗，有助於提升學習者之學習動機，進而產出有意義之文章；（二）透過鷹

架構築、追問等教學策略，可協助語意表達不全之學習者完成寫作；（三）為自信心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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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之學習者客製專屬學習單，可提升寫作動機，進而達成任務；（四）善用班級經營策

略並慎選教育科技媒體，能達到事半功倍之教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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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MOOCs(慕/幕課/磨課師)全名為「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其學習概念自 2008

年由加拿大學者 Dave Cormier 和 Bryan Alexander 提出後，隨即引起各界關注，2012年

起逐漸在學術界形成一種大規模線上網路開放課程方案，主要搭配翻轉教室學習架構，

以磨石為基、課程為本，以螢幕跨越時空界線和界限，嘗試將地球村概念運用於課室教

學，體現資源共用的協同合作，落實課前備課及佈置作業、課後作業問題批改解疑和自

主學習之有效學習活動的新興教學樣式，此即為一種在線混合式的互補教學原則。 

當前漢語學習成為主流課程，此種在線混合式的互補教學模式如何和漢語學習加以

結合便成為值得關注的要點，而本文亦將針對此要點進行闡發，就漢語副詞詞類之「價

值判斷類語氣副詞」進一步深究，將其分類為──趨善避惡(寧可類)、直接徹底(索性類)、

無奈將就(只好類)、機會轉折(反而類)、追根究底(到底類)、明確斷定(分明類)、本質必

然(畢竟類)、安慰僥倖(幸虧類)、特殊意外(居然類)、主觀認定(果然類)、主觀醒悟(原來

類)、認知偏離(偏偏類)、運氣巧合(恰巧類)、委婉否定(難免類)及加強程度(純粹類)等十

五小類，並以此為課件基礎和進行教學設計。首先，針對漢語「價值判斷類語氣副詞」

進行 MOOCs 課件設計，即包括學習者、教學目標、教學內容及學習評價(學習單)等項

目的前期分析，和在線自主學習與作業練習討論及提問解疑等項目的後期分析；其次，

不僅從教學設計方面探討整體教學目標、策略和評價，亦從「價值判斷類語氣副詞」的

語義、句法及語用三維角度進行課件設計製作，最後總結相關討論，提出對漢語「價值

判斷類語氣副詞」的 MOOCs 教學與鞏固練習建議，藉以讓漢語的學習教學更加生活互

動化。 

關鍵字：MOOCs課件設計、價值判斷類語氣副詞、腳本設計、自主學習、教學設計 

一、研究動機概述 

MOOCs(慕/幕課/磨課師)全名為「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語譯為「大規模

開放網絡在線課程」，配合網絡地球村世代，翻轉傳統既定學生數、教師為知識傳遞者、

講授內容無法針對疑惑處再次理解，單向互動且無法即時回饋等缺點的課室教學，朝向

大規模、開放性、不限學習時段及地點，又能即時交流回饋，突顯以「學(特別指自主

學習)」為焦點的互補教學模式。 

當前漢語學習成為主流，此種在線混合式的互補教學如何結合漢語學習，甚至在課

後做為輔導之用，便成為值得開拓議題；因此，本文將設定學習者程度為「進階高階級」

階段的學生1，設計漢語學習 MOOCs 課件。然而，教學過程中遇到的學習盲點即為「漢

語詞類語法」，有鑑於此，文中主要的課件教材當以詞類語法為要務，課件設計走向分

為二部分進行：第一部分，針對漢語詞類中，其複雜程度不亞於動詞的副詞為課件教材，

                                                      
1
 依據臺灣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TOCFL)的區分標準，由此對照中國國家漢辦於 2009年推出新版

漢語水平考試(HSK)之分級則為「五-六級」，對照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CEFR)則為「B1-B2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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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根據學生認為較難理解的「價值判斷類語氣副詞」為重點，從語義、句法及語用2三

維角度進行解析，確立教本課件與融入 MOOCs 教學內以習得之；第二部分，進一步將

課室教學 PPT簡報檔在 MOOCs 課程教學設計下，錄製成 MOOCs 課件腳本視頻檔上傳
3，藉以讓漢語教、學更加生活互動化、真實參與化。 

二、漢語價值判斷類語氣副詞 MOOCs 課件設計探究 

漢語詞類屬陳述類型，轉化為 MOOCs 課件乃兼具釋義解析(書面義)和熟練運用(以

口說為主，書面為輔)兩面項。除了實詞類的動詞外，漢語詞類歸屬於半實半虛類的副

詞，特別是說明動作或過程進行方式之語氣副詞，不僅語義、句法及語用功能和其他詞

類呈現交叉複雜性，在使用語境、各義項及細類分項間的聯繫和共識性界線仍不明確的

前提下，使其成為漢語教學上難以釐清的難點，此現象又以價值判斷類尤為顯著。 

廣義語氣副詞在使用上常和句末語氣詞配合使用，一般分為表示反詰、測度、論斷、

祈使及肯定語氣等五類，置於主語前用來修飾命題成份亦置於表時態詞之前，若從發話

者對命題價值加以評價4，則可狹義區分出價值判斷類，若從發話者對主觀量的表義程

度分析，又可再細分為趨善避惡(寧可類)、直接徹底(索性類)、無奈將就(只好類)、機會

轉折(反而類)、追根究底(到底類)、明確斷定(分明類)、本質必然(畢竟類)、安慰僥倖(幸

虧類)、特殊意外(居然類)、主觀認定(果然類)、主觀醒悟(原來類)、認知偏離(偏偏類)、

運氣巧合(恰巧類)、委婉否定(難免類)及加強程度(純粹類)等十五小類，相關字詞歸屬如

表一所示： 

表一 價值判斷類語氣副詞字詞分類表 

分類例詞 

類別 
價值判斷語義分類 所屬例詞 

語氣副詞 

價值判斷類 

表趨善避惡 寧/寧可/寧願/寧可 

表直接徹底 索性/率性 

表無奈將就 就/只好/只得/只有/只是/不得不 

表機會轉折 
反/卻/倒/可/才/反而(是)/反倒(是) 

倒是/其實 

表追根究底 到底/究竟 

表明確斷定 分明/明明/無疑(強調顯而易見) 

表本質必然 
畢竟/終歸/總歸/終究/ 

*反正/橫豎/高低(強調其必然義) 

表安慰僥倖 虧/幸虧/幸而/幸好/多虧/虧得/好在 

表特殊意外 竟/居然/竟然/楞(愣) 

表主觀認定 果然/果真/當真/果不其然 

表主觀醒悟 原來/難怪/怪不得/怨不得/敢情 

表認知偏離 偏/偏偏/偏巧(具有湊巧/恰恰義) 

                                                      
2
 「語用」包含兩種內容：指「句式語用」時，意指句義和話義的分析，即命題和會話意義；指「口說語

用」時，意指口語交際時的語言使用情形，兩者有相當關聯性，且交際口通表情達意，莫不是句式完整

呈現，故，本文所言之「語用」，亦包含句式和口說兩部分。 
3
課件腳本視頻檔可以有兩種形式上傳：一類為教師實際在旁解說 PPT檔報檔；一類為僅以聲頻檔解說。

本文設定的課件腳本視頻檔上傳模式為「教師錄制配合 PPT簡報檔說明之『聲頻檔』」。 
4
所謂「命題成份」，即指稱言語使用者(發話者)，欲藉由完整句式向言語對象傳達表現某種「態度」的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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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運氣巧合 

恰/正/恰巧(可巧)/恰恰/碰巧/正巧 

正好/可好 

*偏/偏偏/偏巧(與認知偏離義重疊) 

表委婉否定 難免/不免/未免/未嘗 

表加強程度 純/純粹/簡直 

「量和度」為信息初始值亦為語言使用者掌握客觀事物的方法。將價值判斷類語氣

副詞十五小類透過「量和度(將語義量化並給予高低等值)」分析，體現彼此相通性及義

項間使用語境和深層語義結構後發現，在句法－語用方面可歸屬於分句意相反之轉折複

句、需要做出選擇之選擇複句及表示原因結果之因果複句，其歸類結果如下表二所示： 

表二 由「量和度」歸類價值判斷類語氣副詞義項相通性 

價值判斷類語詞副詞之向量區辨 

向量區辨程度 釋義語境運用 語義分類及其代表所屬例詞 

主
觀
態
度
的
「
量
」
不
顯
著 

順理 語義和常理推斷相應一致 

強調必然義(反正類) 

表委婉否定(難免類) 

*表加強程度(簡直類)： 

依據語境可以區分為順理類及

順理超量(單就事件而不帶主

觀意念的評價，故仍畫分於主

觀態度的「量」不顯著內) 

逆理 語義和常理推斷呈現相反 

表趨善避惡(寧可類) 

表安慰僥倖(幸虧類) 

表明確斷定(分明類) 

表認知偏離(偏偏類) 

表運氣巧合(恰巧類) 

表特殊意外(居然類) 

表本質必然(畢竟類) 

主
觀
態
度
的
「
量
」
顯
著 

順理超量 

語義和常理推斷相應一致

較之順理類，其發話者主

觀意的「量」大 

表直接徹底(索性類) 

表主觀醒悟(原來類) 

表追根究底(到底類) 

*表運氣巧合(恰巧類) 

順理平量 
語義和常理推斷及發話者

主觀意的「量」相應一致 
表主觀認定(果然類) 

順理低量 

語義和常理推斷相應一致

較之順理類，其發話者主

觀意的「量」小 

表無奈將就(只好類) 

逆理超量 

語義和常理推斷呈現相反

較之逆理類，其發話者主

觀意的「量」大 

表機會轉折(反而類) 

*表特殊意外(居然類) 

(和純逆理類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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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各小類間的釋義界線仍有重疊，透過常理推斷及發話者主觀態度之量度分析，

仍可將價值判斷類語氣副詞各小類間的共質與異質性釋義明確梳理。立足於表一和表二

的語義釋義基礎，進一步將分析其句法－語用如下表三： 

表三 價值判斷類語氣副詞之句法－語用5
 

     句法－語用 

類別 
價值判斷語義分類 句法－語用概況 

語氣副詞 

價值判斷類 

表趨善避惡(寧可類) 
當主體在比較兩種或以上之情況

或事物後，做出對自身有利的選擇 

表直接徹底(索性類) 

1.當主體面對兩種或以上之情況

或事物時，必需做出最為「直接徹

底」且毫無猶豫的選擇 

2.在做出「選擇」的動作前，其語

用義具有「因果關係」 

(先)A+[(因)B]+(果=索性類)C 

表無奈將就(只好類) 

1.已設有前提 

在有某種無可抗拒的原因條件限

制前提下，主體「主觀態度」認為

不能完全實現，只能無奈選擇離預

期相去不遠的選項，仍有遺憾，但

勉強容忍湊合 

2.和索性類相同，其語用義具有

「因果關係」 

[(因)A]+(果=索性類)B 

表機會轉折(反而類) 

1.表示客觀出現的情況與普遍常

理和主體預期心理所設定的立場

產生對立不一致(預料之外) 

2.串連的各話題間具有轉折邏輯

關係 

3.句型：A+(反而類)B 

表追根究底(到底類) 
表示主體對於結果或原委推求至

完全明白 

                                                      
5
表三「句法－語用」欄位之「主體」，即指稱「發話者」。相關說解資料搭配散文、小說及華語文教材等

書面語料及田調搜集學生口說語料相互分析，並查詢相關漢語文法書籍所得。語法書籍資料統一整理自

黎錦熙：《國語文法》(臺北：里仁書局，1982年)，頁 165、馬建忠：《馬氏文通》(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8年)，頁 20-22、張世祿：《古代漢語》(臺北：洪葉文化，1992年)，頁 427-446、刑福義：《漢語語法

三百問》(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頁 66、何樂士：《古代漢語虛詞詞典》(北京：語文出版社，2006

年)，頁 660-661、朱德熙：《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頁 196-201、劉靜宜：《實用漢語

語法》(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0年)，頁 162、呂叔湘：《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

年)、《現代漢語八百詞》(北京：商務書館，2007年)及朱寧：《價值判斷語氣副詞表達功能中的錨定效應》》

碩士論文(北京：北京語言大學，2005年)，頁 32。 

選擇複句 

轉折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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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確斷定(分明類) 

表示事實顯而易見且清楚 

語用義常有反問、轉折或出乎意料

的概念 

表本質必然(畢竟類) 

1.特別強調必然義而不強調本質

的反正類，表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

會改變既定結果結論 

語用義具有「條件關係」 

句型：(不論/不管/無論)條件

A+(反正類)主語 B+結果 

強調必然義的反正類用於指明

情況或原因時，其語用義與「既然」

相近，語氣較強 

2.特別強調本質必然義的畢竟

類，當話題突顯「對立」屬性的另

一方時，主體應當避免由於對立屬

性而發出影響事物性質或評價的

觀點 

著重主體認為重要的部分、事件

本質的屬性或某特點的認識，透過

強調此部分來否定反駁聽話者的

觀點意見，屬違反常理的狀態 

表安慰僥倖(幸虧類) 

1.由於出現某種「有利」條件，進

而能僥倖避免產生某種不良後果 

2.幸虧類在句型內可置於主語前

(強調主語)或後(強調結果) 

A主語+(幸虧類)+有利條件

B+[(否則/萬一/不然/要不/才沒)=

結果義]C 

(幸虧類)+A主語+有利條件

B+[(否則/萬一/不然/要不/才沒)=

結果義]C 

表特殊意外(居然類) 

1.出現主體沒有預想到或與預設

情況相反的事實而感到驚訝 

2.語用義具有「出乎意料」概念 

表主觀認定(果然類) 
客觀事實「證明」事件發生前，主

體就事件做出的分析評斷為正確 

表主觀醒悟(原來類) 
1.對於一直感到疑惑的反常現

象，終於得到理解。其在句型中位

轉折複句 

轉折複句 

轉折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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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句首為主，連接帶有程度義的動

詞或形容詞 

2.原來類所連接的分句，具有表示

此現象的真實原因 

表認知偏離(偏偏類) 

1.置於動詞前： 

表示動作行為、客觀事實與常理

和主體預期心理相反，具有「湊巧

或恰恰」之義 

主體故意反對他人對自己的期

望要求或做出和常理相反的動作 

2.置於句首或句中： 

用以限制事物範圍兼有不滿口氣

具有「僅僅、單單和只有」之義 

表運氣巧合(恰巧類) 

沒有料想到兩種情況會「同時」發

生，或某事件情形的「發生」會恰

到好處 

表因果義時：恰巧類詞語後的分

句事實和前述分句事實、時間、數

量或其他事項正巧吻合，其吻合的

程度超出當事人的預期心理 

表轉折義時：指事實或觀點與推

理得出的結論正好相反 

表委婉否定(難免類) 

主體認為在一定條件下出現某種

結果是合於自然常理，且在情理之

中，甚至是理所當然，與主體預期

心理產生一致的順理性，語用釋義

可表示主體對事件的客觀描述或

對事件的態度評價 

表加強程度(純粹類) 

1.主體對事物達到某種程度的肯

定，或主體對事物產生超量極端的

評價。此類的語用義可表示以個人

經驗對事件的發展做出認同評

斷，或當主體對事實結果與預期心

理相去甚遠時，便使用超量評價來

否定/不認同事實結果 

句型內若省略則語義由主觀評

價轉為單純信息描述 

2.此類在語用義上具有「誇張」概

因果複句 

因果複句 

轉折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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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多使在句型內含：比喻義之單

詞字(如：比/像/得/就是)、比字句、

帶有結果、程度和極端語義的形容

詞 

接續將在上列三表的架構下，首先分析價值判斷類語氣副詞之MOOCs課程教與學，

進一步再設計相關學習關鍵知識點和 MOOCs 課程課件腳本。 

三、MOOCs 結合漢語價值判斷類語氣副詞之教與學 

標準MOOCs 課程主要由「教學團隊」、「學習者」、「學習主題」、「學習材料」及「學

習情境」等五項重要元素構成6，文中已將學習主題和材料設定為「價值判斷類語氣副

詞」，身為授課教師的教學團隊，便可將主題材料製成課件上傳為課程 PPT 視頻檔，營

造如同傳統課室教學的學習情境，並於課程初期舉行線上前測，確立學生程度及對學習

主題的理解情況，隨著課程進展，於課中隨堂測驗和遊戲式思考練習，課後交付相關作

業，強化學習印象，使學習者不受地域限制，選定課程並完成註冊手續後，便能進入

MOOCs 在線學習課程。 

因此，結合價值判斷類語氣副詞之MOOCs課程學習，其整體規畫流程如圖一所示： 

圖一 MOOCs 課程學習歷程 

一套完整的課程視頻檔，其授課時數為一次二小時、每周線上授課三次，共六節課，

在第一小時內，依據主題單元知識點區分 20 分鐘為基準片段，由教師以遊戲引導式說

明為主；第二小時則區分 30 分鐘為基準片段，先針對前期交付的作業進行檢討回饋，

                                                      
6
王永固、張慶：〈MOOC：特徵與學習機制〉《教育研究》2014年第 9期，頁 112、馬飛峰：〈大規模在線

開放課程對高校校內實踐教學模式的啟發〉《中國成人教育》2014年第 15期，頁 149及邵佳凌：《「中學

科學教學設計」課程「MOOCs」腳本研制》碩士專業學位論文(上海：上海師範大學，2015年)，頁 15。

在教學團隊部分，可以細分為實際授課教師及視頻教材製作團隊二部分，而本文內設定的教學團隊，即

將實際授課教師及視頻教材製作團隊合一，都由授課教師完成。 

教學團隊 

學習者 

課程 
視頻 

隨堂
測驗 

課後 
作業 

反思
討論 

離線
自學 
 

學習
評估 

上傳視頻 
討論 

討論 

課程前測：了解學生程度是否符合課程要求，是否具備基礎理解 

課堂測驗：檢視課程內容與進度安排和學生學習成效是否相符 

是否達到自我設定的學習要求 

是否能在離開教師的語言環境

後，將課程所學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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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第一小時內所學進行練習測驗(此部分可設計為在線課程測驗與離線自主練習測驗)。

學生端於課程基準片段的前一個半小時中，可以自主排定學習時段，評估整體理解概況

後對進度加以調整，透過快轉(往前往後聆聽)、暫停(做筆記或反思)、針對疑慮處重覆

聽讀，或與線上其他學生分享學習心得，組成在線讀書會，即時線上提問討論解決問題

(師-生或生-生交流互動)，達到問題不過夜、不累積以確保學習成效。 

進一步加以分析價值判斷類語氣副詞之 MOOCs 課程教學理念，其特點如下圖二所

示： 

圖二 價值判斷類語氣副詞之 MOOCs 課程教學概念特色7
 

不論針對哪種類型的學習者，教師的身份已從施予者轉變為引導者，翻轉傳統課室

中直接和學生面對面模式，教師不僅是課件知識施予者，亦是教學管理及引路者，根據

每週主題課件分類關鍵知識點，啟發學生產生問題意識後進行激活分析和互動交流，讓

知識點逐步內化和拓展；學生的接收程度可於註冊登入時依據所需自由選擇(見圖二右

之學習者三型)，其主要學習要點分為四階段：「課前－課中－課後－結束」，如表三四

所示： 

 

 

                                                      
7
 圖二概念以吳汪友：〈基於 MOOCs高職物流課程教學改革的研究〉《福建商業高等專科學校學報》(淅

江：淅江交通職業技術學院運輸管理學院)2014第 5期，頁 76為啟發，配合以「價值判斷類語氣副詞」

為實際上課課件所得出之特點。 

教師 

知
識
傳
授 

觀看課件 
知識測驗 
參與討論 

知
識
內
化 

重點分析 
內容總結 
開放討論 
實用訓練 
問題解決 
回饋評價 

知
識
拓
展 

互助交流 
作品評點

與優化 
延伸學習
離線自學 

學習者 

學習引導 

學習引導 

課堂教學 

在線或課中交流 

課前 

課中 

集中學習 

課後 

學習交流 

自主學習 

以「價值判斷類語氣副

詞」為本次MOOCs課程內容

的學習者，主要可歸納為以下

三種類型： 

1.主動參與型：自願學習並參

與視頻課室內的一切活動，其

目的以考試或生活溝通為

主，於學習過程中能獲取相當

的學習效益。 

2.臨時進入型：註冊時只選擇

有興趣的部分學習，其目的以

複習遺忘部分或消除中介語

困擾為主。(參與作業測驗) 

3.袖手旁觀型：註冊時只選擇

第一小時的上線學習與互動

交流部分，作業及測驗部分不

參與，其目的不明確，無法如

實掌握實際學習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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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價值判斷類語氣副詞之 MOOCs 課程學生端學習要點 

教
學
過
程 

課前 

引導自主學習 

課中 

集中教學階段 

課後 

拓展學習交流 

課程結束 

評估內化程度 

學

習

要

點 

前測 

確認學習動機 

參與性學習記錄 

關鍵知識點理解 

獨立分析問題 

解決問題能力 

團隊協同解決問題 

(師-生或生-生) 

同儕間(生-生)：作

業評點優化、讀書

會互助交流及學

習記錄再延伸 

後測 

課程統整測驗 

確立內化程度學

習成效 

視頻課程主要透過「嵌入式線上測驗回傳」來得知學生是否獲得學習成效，前後測

驗要求學生務必線上完成回傳，課程執行過程中的練習測驗，除了線上外，亦設定為可

離線進行，針對易錯難解部分加強演練，減少中介語干擾現象。 

在以價值判斷類語氣副詞之 MOOCs 課程教學概念基礎上，接續設計融合 MOOCs

以「學習者為中心」、「翻轉互動參與者」及「獲得學習」三線主軸，將教學 PPT簡報素

材搭配相應圖片或動畫，透過聲檔視頻提供給學生端於在線與離線時學習。 

四、漢語價值判斷類語氣副詞之 MOOCs 腳本設計思維 

依據MOOCs 在線教學課程建設類型分析8，本文教學課件價值判斷類語氣副詞，屬

單一主題亦是副詞關鍵知識點，透過 MOOCs在線教學模式觀察，其每週學習單元結構

是兼具「內容設計之理論導學型」和「情景設計之情景模擬型」等二型的特徵，由此設

計相關學習結構如下表五所示： 

表五 理論導學暨情境模擬型學習單元活動設計架構表9
 

M
O

O
C

S

的
組
織
結
構 

 

課程指引 教學大綱 學習評價 教學團隊 制作團隊 課程介紹 

每
周
學
習
單
元
結
構 

每周學習單元組織結構 

主題單元 學習目標 重點與難點 關鍵字詞(知識點) 

學習指導：包含單元學習目標、重點與難點及關鍵字詞(知識點)等 

學習導入：問題或案例式導入，欲先課前測驗確立學習動機 

情境創設：主要為展現實際教學環境的情景創設，例如利用實物、借助動畫

圖片展演、播放音樂渲染或錄製語音檔描繪等 

教師精講：圖文講議或採用視頻講授，配合情境創設進行(除了線上資源，學

生註冊後依據聯絡資料，寄送紙本講議資料以便參照) 

內容解析：教學課件、教師精講(MOOCs 線上視頻講堂)、電子講議 

體驗教學：內嵌資源、仿真情境、遊戲模擬、實際演練 

                                                      
8
 藉由劉名卓、祝智庭：〈MOOCs教學設計樣式研究〉《中國電化教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14年 330

期，頁 21文內區分，MOOCs

題設計之問題

設計之實驗探究型等七種模式。 
9
 表格架構格式參考劉名卓、祝智庭：〈MOOCs教學設計樣式研究〉《中國電化教育》(上海：華東師範大

學)2014年 330期，頁 21-22，其內容說明則依據本文研究內容如實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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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總結：即鞏固練習，例如課前前備知識檢測、課中隨堂習測、課後統整

測驗、習題作業與學習反思、完整 MOOCs 課程結束總測驗 

互動網絡：即小組討論和成果互評，結合當下網絡論壇、聊天群組及視訊會

議功能，讓學生在線上或下線後能即時解決困惑，教師亦能無時差地提供回

饋。 

學習主題單元練習題 

案例庫 詞彙庫 習題庫 拓展資源 主題討論 常見問答 作業 

適用對象 版本信息 作業環境 離線練習 師－生或生－生互動交流 

確立每週學習結構後，接續將分析價值判斷類語氣副詞之 MOOCs 課程知識點，以

便探討教學目標、策略和評價，如表六： 

表六 價值判斷類語氣副詞 MOOCs 課程知識點分析： 

MOOCs 課程名稱 漢語價值判斷類語氣副詞之語義徵性及句法語用概論 

課程內容總體描述 

以橫向串聯為基礎，透過常理推斷及發話者主觀態度之

量度分析(語義量化)，將價值判斷類語氣副詞區辨為十

五小類，並藉此將各類間的共質與異質性釋義明確梳

理，並系統歸納相關句法－語用結構 

關鍵字詞(知識點) 教學設計、教學實踐、學習評鑑(練習測驗) 

教學方法運用 

主題導入式。將詞彙句型藉由任務和案例融入 MOOCs

腳本課件內，並配合融合書面口語句型講授和比較與母

語同質異質性，降低「轉化認知」形成病句歧義的學習

障礙。 

學習者行為取向 觀看 PPT簡報視頻檔，配合視頻檔及課件文本習之 

具體教學內容關鍵知識點分段：依課程－單元名－知識點為安排形式 

單元名 知識點(教學內容) 

第一單元 

何謂漢語副詞 

1.1漢語副詞性質界定：半實詞半虛詞概念 

1.2漢語副詞分類屬性：語義區分十六大類 

第二單元 

語氣副詞概述 

2.1何謂語氣副詞：定義 

2.2語氣副詞辨析：分類 

2.3比較語氣副詞：透過語料對比與母語同異質性 

第三單元 

價值判斷類語氣副詞語義 

3.1何謂語氣副詞之價值判斷：定義、分類及特色

(數量多且典型性強) 

3.2透過語義量化分類指標區分出各類同異質性 

第四單元 

句法－語用導論 

4.1建構基本句型基模： 

4.1.1配價理論確立價值判斷類語氣副詞之價數型 

4.1.2句型位置判斷語用釋義 

4.2以基本句型為基礎，延伸理解詞語本義外的引

申義與置於句內的隱喻詞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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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價值判斷類語氣副詞之教學內容知識點確立後，便能據此續編MOOCs課程內容，

主要分為四大單元、九項知識點及二項知識支點，據此設計相應的視頻素材 PPT檔。 

分析MOOCs 課程腳本設計，主要是由課室教學 PPT簡報加以拓展，採用錄製功能

軟件(PPT 簡報檔內即有內建的錄製功能)錄製，配合旁白說明聲聲檔、投影片動畫設定

或外部動畫軟件 Flash 製作；在腳本投影片設計上可善用字體顏色大小或結合動畫、圖

片及突顯關鍵點等方式，將重要部分加以突出，增加視覺記憶，且整張投影片說明字數

量不宜過多，過多則分二張展示，避免過多文字產生視覺疲勞。因此，視頻腳本設計以

解說引導為主，內容趨繁為簡擇精華呈現，完成後轉換成視頻檔上傳。 

以漢語法做為MOOCs 線上課程以服務華語文學習者屬於新的課室模式，學習者不

如傳統課室教學，多半以被動參與或主動參與的學生型為主，MOOCs 課程學習者可依

據所需，轉為袖手旁觀或臨時進入型學習者，如此更難以掌握其學習狀況及課程安排適

當與否。此時，便需要在課程結束後製作在線問卷調查表，以便讓 MOOCs 課程教師得

到關於課程內容相關的反饋，做為調整課件教材及聲頻說明檔修正的關鍵，如此才能使

漢語法做為MOOCs 課程的發展逐步推廣並成熟。 

五、結論 

線上MOOCs 課程漸成風潮，此趨勢在未來必會與傳統課室教學並行，但將漢語法

採用線上教學實屬全新嘗試，特別是本文以價值判斷類語氣副詞為研究材料，不僅課件

教材需自訂，書面及口說語料的搜集整理並搭配相關語法書籍進行解析，再逐步推展至

MOOCs 課程腳本，其複雜度不亞於課室教學備課。因此，如何將生硬語法知識內容透

過 PPT簡報課件及教師聲頻檔轉化為活潑線上課程，其設計規劃都還有很廣泛的修正空

間，此部分需透過學習者端在線問卷調查的建議反饋，逐步前修未密後出轉精，建構出

一套完備的漢語法MOOCs 課程。 

附表一 MOOCs 課程 PPT腳本內容設計範例 

課程畫面例圖 設計製作旁白 畫面描述 

 

本週上課主題為： 

第一單元 漢語副詞 

何謂副詞 

主題標題可設定

「漂浮進入」動畫 

 

認識副詞 

1.定義 

2.性質 

3.分類 

4.我的母語 

 

安排動畫順序設

定跳動效果以突

顯說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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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在線問卷調查表設計內容範例 

   項目 

標號       
問題內容 問題選項 

1. 您的年齡 請填具真實年齡 

2. 您的性別 男 女 

3. 您的學歷 國小 

國中 

高中(專) 

大學 

研究所以上 

其他(請填入真實學歷) 

4. 您的職業 學生 

教師 

社會人士(請填入真實職業) 

5. 學習動機 考試取得證照 

工作要求 

興趣學習 

6. 內容取向 課程內容：太難簡單 

影片編輯：複雜適當 

練習部分：太多太少 

關鍵知點：明顯分辨需再突顯 

旁白說明：易於理解說解複雜 

關鍵知點：明顯分辨需再突顯 

主題設定：太多適中太少 

建議改進方向： 

7. 學習計劃 全部學習或學習大部分內容 

針對感興趣部分學習 

針對自己實際使用有困難處學習 

其他(請填入具體學習計劃) 

徵引書目 

1. 呂叔湘 1979 《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現代漢語八百

詞》北京：商務印書館 

2. 黎錦熙 1982 《國語文法》臺北：里仁書局 

3. 張世祿 1992 《古代漢語》臺北：洪葉文化 

4. 馬建忠 1998 《馬氏文通》北京：商務印書館 

5. 刑福義 2003 《漢語語法三百問》北京：商務印書館 

6. 何樂士 2006 《古代漢語虛詞詞典》北京：語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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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朱寧 2005 《價值判斷語氣副詞表達功能中的錨定效應》》碩士學位論文(北京：

北京語言大學) 

14. 邵佳凌 2015 《「中學科學教學設計」課程「MOOCs」腳本研制》碩士專業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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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海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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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教科書於口語與書面語之修辭現象初探-以《迷你廣播

劇》、《看報學中文》為例 

劉芳妤 

臺灣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eos760103@gmail.com 

摘要 

修辭屬於語言運用的綜合能力，是語言學習時一個不可忽略的環節，更是語言學習

時必經的過程，因為語言是溝通交際時的重要工具，若能提高表達效果，則能創造更成

功的交際行為。華語教材是學習華語時很常見的媒介，本研究以《迷你廣播劇》、《看報

學中文》為例，探究臺灣現行中級華語教材之修辭現象，除了窺探口語與書面語修辭現

象之異同，研究結果也能做為教學端和學習端自我檢視的參考。 

研究結果初步發現，修辭格種類上並沒有絕對性的劃分；詞語修辭上，口語教科書

中除了大量口語外，也有不少非正式口語性質的詞語、句式，而書面語教科書多使用同

義手段體現出詞彩中的語體色彩，選詞也較口語教材使用更精準和客觀的詞彙；語音修

辭上，口語教科書和書面語教科書皆講求節奏和押韻。在口語教科書中的熟語效果多是

強調，而書面語教科書中的熟語則較偏向精確客觀。比較特別的是，書面語教科書中出

現為數不少的數據說明和舉例說明，更利用一種「說明式的摹寫」來形容事件的情況，

通常具有明顯的時間順序。 

本研究之限制在於語料稍嫌不足，後續研究可以針對此部分修改並將資料輔以統計

工具進行分析與探討，以完善對抱怨語回應的全盤檢視。 

關鍵字：華語教科書、口語、書面語、修辭現象 

一、前言 

學習修辭的目的並非在於掌握一種知識，而是在於提高語言修養跟語言運用的綜合

能力（潘兆明、姚殿芳，1992）。李珠、姜麗萍（2008）在《怎樣教外國人漢語》中提

出交際能力分級，將交際能力分成四個面向，依序為準確性、流利性、得體性、創造性，

學習者先從最基本的語言準確性訓練起，後而要求流利性，接著培養得體性，最後讓學

習者有創造的語言能力。說明語言教學過程循序漸進，一開始從語言能力進而學習語用

能力，最後達到綜合能力，其最終目標就是培養交際能力。有此可知，修辭是語言學習

時一個不可忽略的環節，更是語言學習時必經的過程，因為語言是溝通交際時的重要工

具，若能提高表達效果，則能創造更成功的交際行為。 

簡單回顧過去文獻，到目前為止，不少人以華語教材為研究對象進行不同層面的探

討，如語法體系比較或教學設計、語言觀點比較分析研究、詞彙教學、文化意識，甚至

探討教材編寫，其中又以教材中的語法及詞彙進行分析探討為大宗，但少有人關注到修

辭於華語教材中的現象及華語修辭教學，目前僅有簡慈潔（2011）以《實用視聽華語》、

《遠東生活華語》、《今日臺灣─中級漢語課程》三套華語教材為例，分析華語教科書修

辭格的狀況，並探討華語文教材在教學中如何達到修辭格的教學目的。從簡慈潔（2011）

的研究中可以發現以散文體編寫的《今日臺灣─中級漢語課程》所呈現的修辭格情況與

主要以對話體編寫的《實用視聽華語》、《遠東生活華語》兩套教材有所不同，可見口語

與書面語在修辭現象上是有差異的。 

Brown（1996）曾提出聽、說、讀、寫語言能力之關係，在模式（mode）與途徑（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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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層面上區別了聽力理解、口語表達、閱讀理解、寫作表達等四種語言技能，因此書面

語跟口語是語言產出或接受的途徑，同時影響著語言的四種技能。 

有鑒於上述種種，筆者認為可以針對華語教材中的修辭現象做進一步的探究，不僅

可以提供華語教師進行修辭教學之參考，也可鑑別華語學習時口語與書面語在修辭現象

上的差異，更有助於學習者自我檢視。筆者將以《迷你廣播劇》、《看報學中文》為例，

探究臺灣現行中級華語教材之修辭格情況，除了窺探口語與書面語修辭現象之異同，研

究結果也能作為教學端和學習端的參考。基於此，本研究的待答問題如下：  

1. 理解華語學習者在中級時會著重於哪些修辭能力的養成。  

2. 中級華語教材的口語和書面語其修辭特色為何。 

二、文獻探討 

2.1修辭分類 

修辭指的是在特定的語言環境下，透過恰當的語言形式來表達一定的思想內容，屬

於一種增強表達效果與提高適切性的語言活動（黎運漢、張維梗，1991）。修辭所使用

的材料稱為修辭手段，可分為語言材料和非語言材料，語言材料指的是語音、詞彙、語

法等語言三要素，非語言材料主要包括文字、標點符號、圖表、國際通用福好、字母、

體態語等（曾毅平，2012）。而修辭格是所謂的修辭方式，又可稱為辭格，它是人們修

辭上習用的「比較固定的方式或格式」，具有一定的構造格式、有特定的表達功能，主

要表現在具體詞句或辭段上的運用，例如：借代辭格就是由借體和本體以及其間的相關

關係構成的，可以使語言表達具體化形象化（黎運漢、張維梗，1991）。 

兩岸修辭學領域各有眾多專家利用不同分類標準與角度提出不同的修辭格分類，像

是依意念或根據結構（如重複）來分類，如唐鉞（1923）；以結構特徵和表達功能作為

分類依據，例如陳望道（1932）、徐芹庭（1973）、黎運漢和張維梗（1991）；周振甫（1951）

以功能角度分為具體、強調、含蓄、趣味化、精煉、變化六類；依語言因素和表達手法

的關聯法為分類依據，如張弓（1963）；胡裕樹（1981）則是將辭格分成意義、結構、

描繪、比較、表達五類；王希杰（1996）則主張總體分成五大類，分別是字形、語音、

語義、結構、情理；曾毅平（2012）將辭格約略依表達功能分成八節說明，最後還提出

辭格的辨析以及合用共現的現象。大體來說，各家學者將辭格分三至六類，各類下有若

干格或法，分類與細項不一。 

修辭手段往往具有其民族特性，更受到該社會文化的影響，有時會反映出社會和文

化的特質。修辭在華語教學中的體現，實質上是民族文化特性所決定的，且修辭作為一

種言語交際行為，民族文化特性當然也共融於語言交際當中（馬明艷，2005）。因此，

華語修辭教學作為一種跨文化的語言修辭教學，所要著重的不僅僅是向學習者講授修辭

手段和方法，更重要的是引導學習者體會理解修辭現象背後的文化積澱（周瑩，2008）。 

2.2詞語修辭 

不少修辭學專家都認為詞語具有修辭的作用，正確且適切地使用語言有助於更精確

的表達，如黎運漢、張維梗（1991）、王希杰（1996）、曾毅平（2012）。 

發掘詞彙有助於提高言語表達上的效果，詞彙構成不同、造辭法不同都可產生不同

的語義色彩、形象色彩、語體色彩和風格，顯示了語言建築材料的多樣性，華語常見造

詞法有比喻、借代、誇張、仿詞、婉言等修辭造詞，還有敬稱、謙稱等表態式造詞，以

及取聲命名、雙聲、疊韻、疊音、合音等語音造詞法（曾毅平，2002）。詞語是語言建

構的基本單位，沒有詞語就無法生成句子，也因此詞語使用是否正確和恰當是交際的關

鍵，合適的詞語可以增加表達效果，也因此，詞語根據其同義或反義關係、口語或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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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性質、古語詞、方言詞、外來詞、行業術語…等等而有它的意義特點、語體功能、時

代信息、地域文化、語域範圍，具有其獨特的修辭價值。 

詞語修辭的要求主要體現在詞語選用是否得體、詞語選用是否準確、詞語選用是否

簡明三點上，故可從詞義、詞彩、詞性三方面探討詞語修辭。另外，古語詞、方言詞、

外來詞或是使用已經成了故定短語形式熟語也都有各自的修辭效果。 

2.3口語修辭與書面語修辭的差異 

書面語（written）和口語（oral）是使用語言的表現形式，任何語體都可以有口頭

表達形式和書面表達形式。為了適應不同交際類型而形成的語言運用體式，不同角度有

不同的語體分類法，若以交際方式和功能區分則可分為為口語語體和書面語語體兩類

（曾毅平，2002），前者如劇本或日常會話，後者如報導文學、學術報告。 

王德福（2000）認為最佳的修辭效果有賴於主題、修辭手段、修辭情境三者相互切

和及運用，並提出口語修辭和書面語修辭三項主要的差異，分別是修辭主題的動態性、

修辭者角色的復合性、修辭手段的泛語言性。修辭主題的動態性中說明書面語修辭是以

象徵化的概念為中心，表達者通常先設主題，而後依循這主題並利用文字將個人情感和

思想表達出來，主題變化較小，屬於主題靜態修辭；口語修辭則是以人為中心，特別是

以交際活動中的聽者為中心，由於以人為中心的交際場合有多變的特質，因此表達者會

因為語境和交際需求不同而不斷調整各種修辭手段，屬於主題動態修辭。修辭者角色的

復合性中指出口語修辭同時具有「傳遞信息者」和「活的信息」兩種身分，不僅得注意

個人話語表達及語體、上下文的修辭情境，更必須密切關注交際場合的任何變化；而書

面修辭則是表達者隱身在背後，以書面為媒介來傳遞信息。修辭手段的泛語言性中談到

由於修辭的目的在於是追求有效信息，所以口語修辭與書面語修辭在修辭手段上也必然

不同。口語修辭手段具有較高的靈活性，表達者可同時運用語言本身的修辭手段和語言

以外的修辭手段，也因為除了可使用辭格、辭律，更可以在詞語、句式、語段做多樣組

合與變化，較書面語修辭更綜合且多維；而書面語修辭多是依靠語言自身的修辭手段，

特別是辭格、辭律，並沒有口語修辭手段那樣大的靈活度。 

三、研究方法與材料 

3.1研究方法 

任何修辭現象都包含修辭內容、修辭手段、修辭效果三方面。要表達的客觀對象以

及對客觀對象的認識和感受，稱之為修辭內容；為增強內容表達效果而使用的語言材料、

表現方式和技巧，稱之為修辭手段；運用修辭手段來達到內容所產生的效果，稱之為修

辭效果。利用修辭手段來表達修辭內容，而修辭效果則通過修辭手段來實現，它們相互

聯繫而又互相區別開來，構成修辭現象的整體（黎運漢、張維梗，1991）。 

為求較為全面性地探究修辭，筆者不設限修辭現象的分析範圍，並根據文獻探討中

的回顧將修辭手段分類成表 2，以內容分析法分析《迷你廣播劇》、《看報學中文》中的

課文及延伸閱讀段落文章的修辭狀況，檢視文中的修辭內容其所運用的修辭手段為何、

營造了何種的修辭效果，試圖從兩教材中窺探臺灣現行中級華語教材於口語和書面語之

修辭情況，除了窺探口語與書面語修辭之異同、理解華語學習者在中級時會著重於哪些

修辭能力的養成外，更透過分析修辭於文中所營造的效果與作用，輔以口語修辭和書面

語修辭的特性，將結果推導至教學端和學習端，讓教師可以在教學過程中把教學內容和

語境、修辭做有效連結，使修辭學的具體內容貫徹到教材和教學中，讓學習者同時提高

學習者的書面及口語表達能力，進而體會語用層面的運用及跨文化的學習。 

3.2研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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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正中書局於 2013 年再版的《迷你廣播劇》作為口語修辭的研究對象，以

正中書局於 2007年出版的《看報學中文》作為書面修辭的研究對象。詳見表 2。《迷你

廣播劇》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主編，專為中級程度華語學習者編寫，全書

共收錄 12 課與臺灣當前社會環境或現象相關的故事，篇幅從短漸長，生詞由少而多，

主文以廣播劇形式編寫，學習者可透過課後所附的問題討論發表意見，提升華語口語與

聽辨能力，重點在增進學習者的聽說能力及常用字彙，達到語言流利的目的。每課單元

包括：劇中人物簡介、主文、詞語解釋和例句、句型用法及代換練習，另將生詞發音含

國語注音、漢語拼音全列於書後索引，加強課後複習與記憶效果。為提升學習者的中文

理解能力，全書不做外文翻譯，只列中文解釋，目的在期許學習者透過中文解說及例句，

瞭解字義。 

《看報學中文》作者許英英擁有多年的華語教學經驗，本書是專為中高級華語水平

的外國人所編寫的報刊教材。全書共 12 課，參考當前報刊雜誌的新聞消息編成，借鑑

兩岸的教材特點，並在中國文化大學華語中心試用過程中不斷編修，以符合實際教學需

求。有別於一般傳統的華語教材，除了訓練學習者閱讀報刊文章外，同時也希望藉由相

關話題訓練學習者口說能力，以溝通及互動功能為主導，教學活動強調互動學習，充分

發揮聽說讀寫四項技能。其重要語言點的例釋亦力求實用性及常用性，課後的延伸練習

更可協助學習者暸解中文報刊的特點，以便更有效地掌握報刊內容。每課單元包括：看

圖討論、課前提問、課前聽力練習、閱讀文章、新聞辭典、關鍵句型、詞語辨析、閱讀

與討論、延伸閱讀，最後從報章常識中辨析報上常見的錯別字及流行語，更以報刊文章

上的廣告實例作為主題激發學習者思考。文章內容生動有趣，語言材料多樣豐富，討論

練習靈活實用，以符合實際學習的需要，讓學習者吸收的不只是外在的新聞內容，更讓

學習者訓練內在的文章理解力及詞彙的辨識度。 

若以從各語言中心/華語中心的分級角度來看，《迷你廣播劇》與《看報學中文》同

樣是歸類在中級以上的教材或是同樣需要中級以上能力的主題課程。有鑑於此，筆者將

這兩本教材視為中級華語教科書探討的對象。詳見表 1 

表 1《迷你廣播劇》與《看報學中文》在各華語中心課程的分級 

單位 《迷你廣播劇》 《看報學中文》 班級程度分級 

國立臺灣大學語文中

心中國語文組 
中級 * 

初級、中級、

高級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語教學中心 
中級 * 

初級、中級、

高級 

國立高雄大學語文中

心華語文教學組 
-- 中級 

基礎、初級、

中級、高級 

國語日報社語文中心 高級（高級會話班） * 

基礎、初級、

中級、高級、

選修 

國立交通大學華語中

心 

主題課程（口語聽

力與表達能力） 

主題課程（進階以

上） 

初級、中級、

進階、主題課

程 

文藻華語中心 -- 
8級（中級最高）、

9級（高級） 

初級、中級、

高級 

中國文化大學華語中

心 
進階 進階 

入門、初級、

中級、進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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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華語中心 中級 * 
入門、初級、

中級、進階 

東海大學華語中心 高級 高級 
初級、中級、

高級 

輔仁大學華語中心 中級 高級 
初級、中級、

高級 

國立中央大學語言中

心 
中級 高級 

初級、中級、

高級 

備註： 

1. 「*」表示課程分級中，雖未出現該教材，但到高級班時出現讀報相關教材，

以師大書苑出版的《讀報學華語》系列為讀本。《讀報學華語》的難度較《看

報學中文》高。 

2. 「--」表示並未在該語言中心找到該教材或相同領域之教材。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各單位網站。 

 

四、討論 

以修辭格種類來看，口語的修辭格用到類疊、借代（語境脈絡的協助）、別解、譬

喻、比擬、舛互、誇飾；書面語的修辭格用到雙關、借喻、設問、呼告、感嘆、擬聲、

排比、別解、比擬。 

詞語修辭上，口語修辭絕大多數使用口語、甚至是非正式口語性質的詞語、句式。

例如：搞不好（也許可能）、大不了、安啦、未免太（真的太）、搞什麼、我就說嘛、耳

朵背。另外，也多用客氣話（建議、問意見、尊稱）（要不要、您、敝姓張、張公館）、

委婉語（發福、不了、拜金主義）、不的客氣話（有完沒完、少廢話、該死）。書面語修

辭多用詞語修辭中的同義詞（同義手段）同時體現出詞彩中的語體色彩（書面語特色）。

例如：受邀、不慎（不小心）、引薦（推薦）、擔綱（擔任）、不穩、目睹、昏厥、研判、

「不妨」（可以）、「革職」（開除/炒魷魚）、「適切」（適當）、佳餚（好菜/美食）、「渴望」

（願望/心願）、表示（說/發言）。書面語修辭在詞語修辭上，用字客觀，多用精確性字

眼。文中的精確性字眼多為該課生詞。選詞上當然也是多選用書面語性質的詞語，像是

就此、以便、所幸、最為。另外，有很多縮寫、省略用法，例如禁(止)使(用)、因（為）、

(根)據、(而)且、才可(以)、為（了）、疑(似)因(為)。較少出現用你我他等代詞來做稱呼，

像是人名僅用姓氏代替，如韓母。這些都是教師在引導華語學習者學習時所需特別注意

的。 

口語修辭在重疊的用法上較為多元，像是疊字、疊詞、疊句。例如：鬼叫鬼叫、算

了算了、不哭不哭、誒誒、你看你看、公務上的需要公務上的需要。重疊用法通常具有

表示短時間、嘗試樣、輕鬆、緩和等功能，像是ＶＶ、Ｖ不Ｖ、ＶＶ看、Ｖ一下、ＡＢ

ＡＢ等形式。 

口語和書面語都會使用熟語，但口語較書面語更常使用，其中又以諺語最為明顯。

在口語中的熟語效果多是強調，而書面語中的熟語效果則較偏向精確客觀。 

口語修辭句式上用雙重否定表肯定，強調用法，語氣重。例如：警察是執法人員，

依法辦事，不能徇私，所以不得不對你們說聲抱歉。也會透過疑問句式來避免直接陳述

的肯定性，已達到委婉的效果，視為一種語用策略，例如：要不要…。 

口語修辭和書面語修辭同樣會使用語音修辭，講求節奏、押韻。例如（1）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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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球場走山 居民恐慌 

（取自《迷你廣播劇》，第四課標題） 

 

（2）空中飛人表面看似風光，表演時卻是危機四伏，稍一不慎失手，輕則半

身不遂，重則一命嗚呼。民國九十年間就有一位美籍空中飛人因一時失手而魂

斷他鄉。 

（取自《迷你廣播劇》，頁 134） 

 

（3）對，對，對，所以啊，我才決定一輩子不結婚，不要自尋煩惱，自討苦

吃。 

（取自《迷你廣播劇》，頁 52） 

 

（4）走到哪兒都有人指指點點，這種遮遮掩掩、躲躲藏藏、見不得人的感情

不是我想要的。 

（取自《迷你廣播劇》，頁 29） 

     

「沒」表示客觀（我沒吃），形容否定動作＆狀態之發生/完成，不用於未來。「不」

表示主觀（我不吃），形容否定動作行為，可用於現在、過去、未來。書面語修辭在使

用否定時，則多用無、未，例如：無法（沒辦法），例如（5）、（6）： 

（5）張等到天亮未見女網友現身，返家才知被當成肉票。 

（取自《看報學中文》，頁 48） 

 

（6）所幸雨勢在天亮後逐漸趨緩，未讓水位持續攀升而造成傷害。 

（取自《看報學中文》，頁 62） 

 

書面語修辭在上句式及段落呈現上，常用數據說明，也常用「如」來舉例說明，特

別的是利用一種「說明式的摹寫」來形容事件的情況，通常具有明顯的時間順序。報導

文章中常出現所謂的「實況摹寫法」，意指先寫焦點畫面，吸引人往下讀相關的前因後

果。例如（7）至（9）： 

（7）不過，一同到院的韓母看到先生、孩子們傷成這個模樣，情緒崩潰，在

醫院泣不成聲。逃過一劫的長子，則緊緊依偎在鄰居身旁，全身發抖表情呆滯。 

（取自《看報學中文》，頁 106） 

 

（8）此次意外疑因步伐不穩踩空跌落，頭部先撞到跳水板，接著整個人往下

掉落，頭部再撞擊池畔後，滑入水中。由於是連續假期最後一天，有兩百多名

觀眾目睹意外發生，現場驚叫聲不斷，所幸前方兩位男性觀眾與工作人員立即

跳入池中，把昏厥的馬可士拉出。 

（取自《看報學中文》，頁 126） 

 

（9）克林登在做高危險動作時，可能是手腳沒有勾牢鐵桿，在鐵桿下拋時，

整個人被重重地摔了出去，且被拋到觀眾席的另一邊，當時地面正好停了一輛

轎車，克林登就這麼不偏不倚地朝後車窗栽了下去。 

（取自《看報學中文》，頁 134） 

 

184



五、結論 

研究結果初步發現，修辭格種類上並沒有絕對性的劃分；詞語修辭上，口語教科書

中除了大量口語外，也有不少非正式口語性質的詞語、句式，而書面語教科書多使用同

義手段體現出詞彩中的語體色彩，選詞也較口語教材使用更精準和客觀的詞彙；語音修

辭上，口語教科書和書面語教科書皆講求節奏和押韻。在口語教科書中的熟語效果多是

強調，而書面語教科書中的熟語則較偏向精確客觀。比較特別的是，書面語教科書中出

現為數不少的數據說明和舉例說明，更利用一種「說明式的摹寫」來形容事件的情況，

通常具有明顯的時間順序。 

本研究之限制在於語料稍嫌不足，後續研究可以針對此部分修改並將資料輔以統計

工具進行分析與探討，以完善對抱怨語回應的全盤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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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繪本中的修辭現象──以《多元文化繪本第二輯》為例 

鄧裕樺 

高雄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研究生 

y24531@hotmail.com 

摘要 

近年來台灣因為新住民女性數量大增，平均約每 9位國中小學生便有 1人為新住民

子女。又「修辭」教學通常在小學時期便漸漸融入各年級課程中，此時，教學對象同時

存在著母語者與新住民子女般的華語學習者，如何給予合適的語言輔導，便成為相當棘

手的課題之一。而修辭於華語文領域中亦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即必須具備一定程度

的修辭知識，方能瞭解會話主題或閱讀篇章裡的涵義，於此，如何進行華語修辭教學自

然形成一個重要的教學議題。此時若能夠有現成的修辭教材，則能替教師們省下更多備

課的時間，亦能提供合適的教材供學習者自學。 

為了因應此現況，本研究擬以新北市教育局出版的《多元文化繪本第二輯》（該書

以中文為主要敘述，同時具備其他東亞圈六國語言）為研究材料，旨在探討書中的修辭

現象。以陳望道（1997）積極修辭為討論背景，輔以黃慶萱（2007）較貼近現代的修辭

例句進行類推、檢視，再行歸納、比較等方法，研究修辭於各分類層面中的功能；最後

彙整其分布情形，推論出在文化介紹與傳統童話兩相異主題呈現下的差異性。 

關鍵字：繪本、修辭、華語、新住民子女 

一、前言 

1.1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現代的修辭漸漸從字面上的「潤辭」，聚焦到語詞的「調整」（陳望道，1997），

主軸不變，而改以交際的功能視角切入，達成會話的完整性。當「修辭學」始納入語言

學的範疇時，其含義便是在言語交談過程中，為了提高語言傳達的效果，達到溝通成效

而尋求最適切的表達方式（曾毅平，2012）。 

同時，修辭遂成為第二語言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的難點之一，即必須具有一定程度

的修辭知識，方能瞭解會話主題或閱讀篇章裡的涵義。部分華語修辭除了表層的替換與

斟酌之外，尚涵蓋了些許中華民族的文化特性於其中，若是無法掌握住基本的概念及技

巧，則可能連帶導致會話、閱讀、書寫皆出現誤解與不知所云的情況產生，如何進行華

語修辭的教學自然形成一個重要的教學議題。不過，目前市面上的華語教材皆為對話式

課文，雖利於引導學習者進入以華語作為第二語言的學習模式，卻不利於嵌入豐富的修

辭，教師們只能自行設計編寫修辭的相關教材，倘若能夠有現成的修辭教材，則能替教

師們省下更多備課的時間，亦能提供合適的教材供學習者自學。 

若置於台灣的語言環境，當前最顯而易見的是以「新住民之子」作為學習者的角色。

近年來因為新移民女性數量大增，其子女人數亦大幅成長（吳俊憲、吳錦惠，2013）。

根據教育部的統計：近 10年來，新住民子女學生數由 6萬人成長至 20萬 8千人，遽增

14萬 8千人，占國中小學生數之比率亦由 2.2％快速增加至 10.6％，即平均約每 9位國

中小學生便有 1 人為新住民子女（教育部，2016）。代表著未來可能會有更多的新住民

子女與台灣的中小學生一同上課，想當然而，如何給予新住民子女課外的語言輔導，便

成為相當棘手的課題。又「修辭」教學通常於小學時期已逐漸融入於各年級的課文中，

如這時不立即給予補救，則其日後相較於台灣孩子在語文上的差距將望塵莫及。 

再者，現今站在教學現場的教師們使用繪本作為教材的頻率愈來愈高，不僅多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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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心理輔導、親子共讀等議題教育，華語文教學領域的教師亦開始透過繪本中文字與

圖畫的互動結合，讓學生以閱讀、欣賞兼具的角度來學習第二語言。因此，研究者欲分

析《多元文化繪本》中的修辭現象，該書以中文為主要敘述，同時具備其他東亞圈六國

語言，相當適合用於將華語文視為第二語言的學習者，如果此系列繪本能作為華語修辭

教學的教材之一，則能給予如新住民子女般的華語學習者，擁著歸屬感的情意學習華

語。 

1.2研究目的與問題 

綜合研究背景與現有文獻的缺漏，本文之研究目的有二：第一，以《多元文化繪本

第二輯》為文本教材，找出文本中的修辭現象，並分析之。根據現代文獻，修辭的相關

研究的內容或為小學教科書中的修辭探討（黃陶陶，2005；馮心怡，2012）；或以各文

學作品：古典文學、新詩等為分析對象（洪瑋鴻，2016；莊惠珍，2014；陳鳳晨，2013）；

或是寫作教學的修辭活動設計（蔡昱宇，2010），較少置於華語領域中的修辭現象進行

討論的研究。目前的華語修辭研究如華語教學上的修辭問題（陸慶和，1998）或與理論

基礎（蒲基維，2008）、教科書修辭對比（簡慈潔，2010）、文化特徵等相關的主題（黃

雅英，2013），是為華語修辭的開端，不過若是可以提供華語修辭教學的教材建議，相

信則定可以補上部分缺口，無論是對教學者或學習者都能有所助益。 

本文的第二個研究目的是：找到文本中的修辭現象後，針對文本類別（文化與童話）

的不同，討論存在著哪些差異性。前人研究當中，不乏繪本的多元要素分析與教學活動

設計，卻不多見繪本的華語修辭討論。倘若能夠藉此研究找尋到合適的修辭教材，不僅

能輔助教師的專業，還能讓學生在有語言歸屬感的環境下學習。因此，本研究擬以《多

元文化繪本第二輯》為研究材料，分析其中的修辭現象。具體而述，即為下列兩項研究

問題： 

一、《多元文化繪本第二輯》書中的修辭現象為何？ 

二、《多元文化繪本第二輯》分成文化介紹與童話兩類主題，這兩類主題所表現出

來的修辭現象有何差異性？ 

二、文獻探討 

本章的文獻回顧第一節討論繪本對於學習的意義與成效，包含在教學層面的相關研

究。第二節為修辭的範疇介紹，並探討各學者對於辭格類別的定義與用法等研究的綜合

論述。期從此章節中梳理出繪本內容與修辭現象探究的文獻依據。 

2.1 繪本教育與相關研究 

以英文（Picture Book）來看，顧名思義為「圖畫書」，就各學家的相異解釋，可用

「繪本」（Illustrated Book）與「童書」（Child Book）稱之，前者源自日本，台灣則以後

者稱呼這種圖書與文字一同呈現的故事書，不過現今圖畫書的讀者已不再局限於兒童的

年齡，更多的是如同幾米系列以成人為主要閱讀對象的繪本，故後來大多數的圖畫書於

出版時，也自行以「繪本」的名稱作為書籍的標籤。 

繪本運用於教育領域的首見於捷克教育家康門紐斯(Johann Amos Comenius)所編寫

的書籍《世界圖解》（Orbis Sensualium Picture），其採取看圖識字的方式，對幼兒進行百

科全書式的知識教育或語言訓練。（賴春金，2000）。由此可見圖畫書可適當運用在教學

上，繼而產生教育意義。 

Stephen D. Krashen（1985）在其語言習得理論中提到學習者的學習模式與焦慮心態

將會阻礙學習者的語言輸入，即消極的學習動機或焦慮感。又，Vigil & Oller（1976）

主張情意及認知的正負回饋是造成石化的原因，為了預防此種狀況，使學習者有持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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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意願，則必須給予正面的情意回應（引自 Brown，2007）。因此，暫且不論教師的

教學法優劣，若能以繪本進行語言教學，使學生在學習語言時舒緩緊張情緒，或許可提

高學生的學習成效，甚至維持其學習興致。 

陳品（2013）認為解讀日常語言或文學語言，同時也是解構文化底層的言外之意，

所以在對外華語文閱讀教學中使用繪本（illustrated books, picture books）進行教學時，

可以促進自身經驗的結合、投射，並激發出閱讀興趣、填補詞彙量不足或語言對應空缺、

降低文化衝突，甚至提高跨文化交際教學效能。此外，繪本的功能不單只是認知學習與

語文學習的部分，還可以陶冶與塑造讀者的性格與價值觀（林敏宜，2000），如孫嘉林

（2013）彙整文獻所歸納出來的教育價值而言：提供認知素材與學習情境並培養創造想

像力；培養孩童的文學與藝術素養；增進孩童閱讀興趣；陶冶性情-塑造正確的價值觀；

增進親子與師生關係；促進良好的語文發展與社會適應能；楷模與治療的功能，繪本的

功能可以說是相當的全面。 

2.2修辭的意涵與相關研究 

2.2.1修辭的定義與分類 

關於「修辭」的定義，近代各家皆引用《易經》書中的「修辭立其誠」作為詮釋的

開端。奠定修辭學基礎的先聲陳望道（1997）即以此句話說明了「修」與「辭」兩者間

密不可分的關係，尤其是在廣義與狹義的定義底下相互交錯時，產生了四種說法，更精

確來說應為四種修辭的用法，即修飾或調整文辭、修飾或調整語辭，暫且不論應該是文

辭或語辭，可以推測出當時候已然有所謂為了會話的適切性而選擇適用的語句來表達的

概念。以下就各家學者對於「修辭」定義之觀點以列表呈現，並詳加說明之： 

表 1.修辭定義表 

學 者 著 作 定 義 

陳 望 道 
《修辭學發凡》 

（頁 3，1997） 

修辭原是達意傳情的手段，主要的為意與

情，修辭不過是調整語辭使達意傳情能夠

適切的一種努力。 

王 希 杰 
《修辭學導論》 

（頁 4，2000） 

修辭，指的是一種活動，運用語言文字的

活動，努力提高語言文字的表達效果的活

動。 

張 弓 
《現代漢語修辭學》 

（頁 1，1993） 

修辭是為了有效的表達意旨，交流思想而

適應現實語境，利用民族語言各因素以美

化語言。 

黎 運 漢 

張 維 耿 

《現代漢語修辭學》 

（頁 1，1993） 

選擇語言形式提高表達效果的活動，我們

稱它「修辭」。 

張 宗 正 
《理論修辭學》 

（頁 53，2004） 

修辞是特殊的心理思维活動外化為言語形

式並以言語形式施為的過程。 

曾 毅 平 
《華語修辭學》 

（頁 1，2004） 

修辭是指在語言交際過程中，調動一切語

言因素和非語言因素，以提高語言表達效

果的言語行為。 

杜 淑 貞 
《現代實用修辭學》 

（頁 1，2000） 

修辭，即修飾一切的言辭與文辭，古希臘

時代的「修辭學」，就是「雄辯學」，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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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研究者自行建構） 

筆者就此表為依據進行定義的分類敘述：第一類定義為調整語辭的適切性，以提高

表達效果為要的表意行為；第二類則為以藝術表現為基礎進行交際溝通。 

表意行為的修辭定義如陳望道（1997）認為所謂的「辭」已是包括所有的語辭，並

非只指書面的文辭，再加以「修」整，進而形成了「言隨意遣」的模式與樣態，透過語

辭的運用，使情意可以極度貼近所欲表達的事件，與其說是語辭的修飾，不如說是語辭

的調整或適用。同時，王希杰（2000）、黎運漢、張耿維（1993）、曾毅平（2004）、劉

鳳玲、秋冬梅（2010）及吳禮權（2006）等人皆持著相同觀點，儘管字面文句不完全相

同，但意義皆是認為修辭是提高語言表達效果的一種語言行為，在交際活動中為了達到

最佳的表達效果，進而斟酌如何使用各種語言材料。其中張宗正（2004）與杜淑貞（2000）

之定義從表面上看起來並不容易歸類，不過張宗正（2004）提到修辭是將心理思維外化

成敘述，「並以言語形式施為的過程」，亦是一種語言行為，而非形式上的藝術表現。又，

杜淑貞（2000）承襲西方修辭學的定義，將修辭視為辯論的一種工具，並修飾一切文辭，

不也表示著修辭必須符合能適切傳達說話者意思的原則。因此兩位學者對於修辭的詮釋，

研究者仍歸納入表意行為裡。 

第二類的學者如張弓（1993）雖然也表明目的是為了完成交際任務，於定義的最後

仍強調必須「以美化語言」為基礎，卻非鼓勵咬文嚼字、裝飾表面的「美」，而是調整

文章形式與內容的關係，使感情的表現、客觀事物的呈現能恰如其分，不矯揉造作。接

續這樣的觀點，黃慶萱（2007）的說法似乎更加注重美感的藝術表現，以為優美的形式

可以連結作者與讀者，創造出閱讀的捷徑更容易產生共鳴。 

以上述的定義為基礎，如何「使用修辭」成為另一個討論的重點，運用語言、非語

言的語文材料，運用技巧和方法來達到有效溝通，是為修辭應用的手段，即修辭格（張

宗正，2004）。古典學術中的修辭學大多涉及篇章與文句，各朝各代皆有其各自偏重的

研究：兩漢繼承了先秦的修辭思想，主要集中於文與質，辭與意的關係，如譬喻、誇飾、

析字等修辭手法已有詳略不一的論述；魏晉南北朝因文章之學的興盛，間接帶起修辭學

的發展，除了文體論、作者語言風格的討論外，最重要的是深入探討修辭格的類別、定

義、修辭功能與運用原則等（袁暉，2000），促使辭格探究亦此趨勢對於近現代的辭格

探究有著深遠的影響與貢獻。 

陳望道（1997）首將修辭格分為兩類：使人「理會」的消極修辭；與使人「感受」

的積極修辭。然而，消極修辭指的是能夠表述出意見的句子，不加以奇言怪語，奇特性、

感性、委婉等形容詞皆與其沾不上邊，這類的修辭現象要傳達的只是字面上的明確意義。

辭又曰：「舌端之文」。 

黃 慶 萱 
《修辭學》 

（頁，2004） 

修辭學是研究如何調整語文表意的方法，

設計語文優美的形式，使精確而生動地表

出說者或作者的意象，期能引起讀者之共

鳴的一種藝術。 

劉 鳳 玲 

秋 冬 梅 

《修辭學與語文教學》 

（頁 2，2010） 

修辭是一種為了增強言語表達效果和接受

效果的言語行為或活動。 

吳 禮 權 
《現代漢語修辭學》 

（頁 1-2，2006） 

所謂「修辭」，就是表達者（說寫者）為了

達到特定的交際目標而應合題旨情境，對

語言進行調配以期收到盡可能好的表達效

果的一種有意識的積極的語言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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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積極修辭則必須積極的使用一切感性要素，使聽讀者藉由語言文字的傳情達意而有種

種的感觸，進而以修辭格在各相異的語言單位之作用為依據，分為材料、意境、詞語及

章句等四類，且底下的修辭格也不再另起新名，延續舊有名稱；不僅顯示出對傳統分類

的重視，也照顧到學習者的使用習慣，甚至讓學習者能較容易上手修辭格的運用（王希

杰，2000），故本研究在修辭格探究時，將於陳望道（1997）積極修辭的背景底下討論，

以奠定修辭基礎的辭格定義、分類為主，輔以黃慶萱（2007）較貼近現代的修辭例句進

行類推、檢視。 

各家詮釋雖不盡相同，修辭的重點思維依然存在；修辭格的現象或許隨著時代的變

遷而有些微的變化，不過該分類與定義卻是愈來愈貼切。關鍵字詞：活動（努力）、過

程、提高、表達效果（有效）、交際等等不斷重複出現，既然這些詞彙能夠一而再的被

應用於定義的語句中，代表對於修辭的本質而言定有其重要性，可見其核心定義必然是

用來完成交際任務，且是提高表達效果的一個過程與活動。     

三、研究方法 

本章節將分成第一小節為本研究的流程與步驟介紹，亦將闡述本文依據的學家說法。

第二小節則為研究材料──新北市教育局出版之《多元文化繪本第二輯》的選擇介紹。 

3.1 研究流程與步驟 

修辭學歷來使用的研究方法多為歸納、比較的方式。修辭學的歸納，通常是收集大

量的交際會話、書面語料作為研究材料，透過這些實例的造句模式來檢視是否出現共通

性，並找出一般的修辭規律，修辭格便多以此方式討論出來的。其次，修辭學的比較則

可對於句中的人物、事情、時間、地點、物品等的不同表達方式相互比較（王希杰，1983），

於此，張會森（2002）亦強調「沒有比較就沒有修辭學」，只有把修辭資源、手段等相

互關聯的語言材料拿來對比，才能顯示出意義層面的不同。後又引用蘇俄學者對於近年

來語言修辭著作的看法：「一種傾向是研究的目的在於確定個別修辭上有標誌的成分的

意義和功能」，探討修辭格在該位置的意義，或從語境的角度來看語用層面的功能及作

用為何。 

不過後來隨著時代的進步，思維的成長，修辭學家開始對使用頻率產生興趣，認為

歸納出修辭現象在語言中的出現次數，具備一定程度的重要性，因為這種方式能夠客觀

的呈現研究者的觀察過程（王希杰，1983；張會森，2002；王德春、陳晨，2002）。 

綜上所述，研究者首先以內容分析法分析文本中修辭現象的形式，從說寫者的角度

切入釐清修辭格的意義；再將繪本故事分以篇章、段落、句子等三個層面，歸納、比較

各語言單位中的修辭特點和功能，並計算修辭格在不同的主題下的出現頻率，視其修辭

現象的差異為何；最後統整出這些語言材料與修辭的表達規律可以帶給華語學習者什麼

樣的學習原則、重點，使學習者可以釐清個別修辭在相異語境中的作用，藉此提升語用

層面的學習深度。 

3.2 研究材料 

一、研究材料來源與介紹 

本研究以新北市教育局於 2009 年所出版之多元文化繪本第二輯為文本分析對象。

本套書包含 10本繪本故事書、2冊教學指導手冊、DVD動畫及 CD有聲書及 1套教具。

不同於第一輯以東南亞國家為主，第二輯改以東北亞和南亞五國（日本、韓國、俄羅斯、

印度及中華民國）為背景，分成飲食、服飾、藝術文化、民俗文化、節慶、傳統童話等

類別，並以繁體中文、英文、日文、越南文、印尼文、泰國文、緬甸文等七國語言同時

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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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多元文化繪本第二輯架構表 

冊別 繪本名稱 類別 國別 主題 

一 雪國之心 傳統童話 俄羅斯 
希望、關懷、文化體認、

自我成長 

二 太陽太貪玩 文化介紹 
印度、俄羅

斯、韓國 

愛與關懷、文化差異、

文化省思 

三 恆河水流啊流 文化介紹 印度 
文化理解、文化關懷、

文化傳承 

四 婆羅門 老虎 狼 傳統童話 印度 機智 

五 金魚金魚 我要 傳統童話 俄羅斯 需求、感恩 

六 飛吧！竹蜻蜓 文化介紹 日本 
愛與關懷、成長意義、

文化差異 

七 閃亮的祝福 文化介紹 
印度、日

本、俄羅斯 

自我肯定、友情、文化

差異 

八 
韓國街，咚 隆 

咚 隆 鏘！ 
文化介紹 韓國 

互助合作、文化差異、

社區總體營造 

九 兔子蹦蹦跳 傳統童話 韓國 好奇、機智 

十 貍貓變變變 傳統童話 日本 悲憫助人 

（來源：研究者自行建構） 

二、研究材料的選擇 

本研究在研究材料的選擇主要的考量點如下：第一，華語文修辭教學教材。為了因

應台灣現今的多樣性語言環境，尤其是中小學的新住民子女日漸增多，教材中的七國語

言便是為了多數的新住民著想而設定的，故無論以此系列叢書進行台灣學生的或是新住

民子女以華語文為第二語言的修辭教學，皆是相當合適的一套教材。第二，繪本教學有

助於紓解語言學習的焦慮感。藉第二章裡的繪本教學文獻可以得出繪本是有助於提升學

習成效的一種教材，而該文本亦屬於繪本範疇，則可作為初步認識修辭的華語文教學教

材之一。 

三、研究材料的分類 

研究者延續前人的分類標準，以「材料」、「意境」、「詞語」及「章句」等類別，來

探究修辭格於此四種語言單位之下的作用。並根據表 3的相異修辭格進行對比與分析。 

表 3.修辭格分類表 

分類依據 修辭格 

材料 譬喻、借代、映襯、摹狀、雙關、引用、仿擬、拈連、移就 

意境 比擬、諷諭、示現、呼告、誇飾、倒反、婉轉、避諱、設問、感嘆 

詞語 
析字、藏詞、飛白、鑲嵌、複疊（類疊）、節縮、省略、警策、折繞、轉類、

回文 

章句 反覆、對偶、排比、層遞、錯綜、頂真、倒裝、跳脫 

（引自陳望道，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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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層面的修辭格是運用原本已有的語言材料來進行修辭修飾；「意境」層面

為篇章幅度的語言單位；「詞語」與「章句」部分則顧名思義為詞與句的組織成分。該

分類方式可以十足的呈現修辭格的基本修飾功能，故本研究中不將任一類別合併，而是

沿用此分類標準。 

四、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融合前人的定義與分類，對比多元文化繪本第二輯的內文，歸納出其中的修

辭現象，及其於不同主題下的差異性為何，將於下列小節分別詳述。 

4.1繪本中的修辭現象 

繪本主題 類別 修辭格 內容舉例（僅各舉一例供以參考） 

文化介紹 

材料 

摹狀 

視覺：爸媽雙手合十，口中喃喃唸著，緩緩走入恆河裡。

太陽在河面上撒下金光，熱鬧起來了。大的船隻、小的

舢舨，你來我往，有的做生意，有的遊河。（引自《恆

河水流啊流》） 

借代 

「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輕快的 Rap

版（阿里郎），為嘉年華揭開序幕。（引自《韓國咚隆咚

隆鏘》） 

譬喻 
有古老的石板巷道，窄窄的像迷宮。（引自《恆河水流

啊流》） 

仿擬 
「從前，有十個太陽在天空輪班。一個回來了，另一個

才出去。（引自《太陽太貪玩》） 

意境 

感嘆 

「嗯！真有韓國味！」 

「韓國街出名了！」我大聲歡呼，而爸媽也笑得好開

心。（引自《韓國咚隆咚隆鏘》） 

設問 
「沒有砧板，叫我們怎麼切菜啊？」（引自《韓國咚隆

咚隆鏘》） 

詞語 
複疊 

（疊字） 

烏龜一上岸，慢慢爬，爬過沙灘，爬進樹林裡。 

烏龜抓住機會，慢慢的吟：兔子離開海龍宮，回到陸地

上，蹦蹦跳。（引自《兔子蹦蹦跳》） 

章句 
複疊 

（疊句） 

接著，哲雄秀出絕技，一邊跳舞，一邊耍鍋鏟。（引自

《韓國咚隆咚隆鏘》） 

童話故事 材料 摹狀 

聽覺：小河上，綠頭鴨追逐著，唰——唰——唰——，

劃過了薄冰，嘎——嘎——嘎——，唱著春天之歌。

咻——咻——咻——，一顆顆雪球，攻向雪城堡。（引

自《雪國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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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喻 波濤浪花像一匹匹奔騰的白馬。（引自《金魚金魚我要》） 

仿擬 
漁夫走到海角，眺望怒吼的大海。（引自《金魚金魚我

要》） 

意境 

感嘆 

兔子驚喜的叫：「哇啊！海裡的陽光，會跳舞。彩色的

魚，好大一群喔！」（引自《兔子蹦蹦跳》） 

「原來茶鍋是狸貓變的！」（引自《狸貓變變變》） 

設問 

「菩提樹啊！你站在一旁，看得一清二楚，請評評理。

我救了老虎，老虎該不該吃我？」婆羅門說。（引自《婆

羅門老虎狼》） 

詞語 

複疊 

（疊字） 

爺爺很久很久都沒說話，像跌入深深的回憶中。 

（引自《飛吧！竹蜻蜓》） 

析字 
突然，聽到一個陌生的聲音：「斯的拉司特威且！ （妳

好！）」（引自《雪國之心》） 

章句 

排比 

漁夫用力一撒，魚網撒得又高又遠，心想：「網住陽光，

網住白雲，網住肥肥的魚兒——」 

漁夫使力一拋，魚網撒得又高又遠，心想：「網住陽光，

網住微風，網住肥肥的魚兒——」 

漁夫盡力一丟，魚網丟得遠遠的，心想：「網住陽光，

網住浪花，網住肥肥的魚兒——」（引自《金魚金魚我

要》） 

複疊 

（疊句） 

一下子，煎蛋餅配魚子醬；一下子，煎蛋餅配蜂蜜。（引

自《雪國之心》） 

（來源：研究者自行建構）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多元文化繪本第二輯作為研究材料，探討其中的修辭現象，並比較、歸納

資料內容。本章將針對結果提出結論，繼而提出後續研究之相關建議。 

5.1研究結論 

繪本中包含了感嘆、摹況、類疊、轉化、譬喻、設問、排比與析字等修辭格。於童

話故事及文化介紹兩主題分別運用了現有的語言材料，以感嘆及仿擬呈現出故事的全文

結構，甚至顯示出相當的繪本意境；而在章句、語詞層面，傳統童話主題的修辭格較為

多元，不過文化介紹主題則少量多類，最為明顯不同的是視覺摹寫的添加。基於此現象

概述，可以推測修辭的使用必定隨著主題性的不同，其目的與作用也必然相異。其顯著

差異如，文化介紹主題以視覺摹寫增添主角看見的文化差異，藉此介紹各國不同的風情；

童話故事主題則以字句上的複疊來搭配、抑或增添故事的生動性。對於華語修辭的入門

教學而言，已是相當豐富的教學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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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的繪本修辭現象探究仍屬形式上的層面，僅限於故事內文修辭格的分類，目

前的研究結果已曉得其於不同主題之下將產生相異的修辭現象，應與語體風格有所相關。

倘若日後有機會，望能再將其融於研究中一並討論，進行此教學材料的全面性分析，無

論是對於教師專業的提升，或是學習者之於修辭的學習，可謂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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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量詞與修辭之研究—以鄭愁予詩作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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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量詞」為漢語的特色之一。在生活各種語境中，經常需對人事物進行計量或分類，

以描述其具體的數量或特徵，因而量詞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語法角色。 

呂叔湘（1999）認為某些量詞具有修辭的作用，如：一線希望、一絲留戀、一團和

氣中的「線」、「絲」及「團」等詞語。這些詞語皆為具實質意義的名詞，借用為計量單

位後，則被賦予量詞的語法功能。然其所搭配的詞語，如：「希望」、「留戀」、「和氣」

等純屬抽象事物，其計量功能已虛化，並不具有實際計算數量的功能。這些量詞組的書

面性質較強，少用於口語。 

方麗娜（2003）的研究也指出，漢語量詞的範疇，呈現華人文化思維中具體化的傾

向。在語言上以具體的形狀、印象和聲音來表達思想及信息，因而「量詞的產生和發展

都要考慮到修辭的需要」。 

此外，林建宏、張榮興（2013）以「心理空間理論」（Mental Space Theory）為研究

框架，探討臨時量詞與其所修飾名詞間的語意融合現象。其研究發現，漢語臨時量詞與

事物的概念、描述角度間有相當緊密的關係，也具有連貫篇章的功能。無論其所借用者

為名詞、動詞或形容詞，這些臨時量詞皆呈現出極為鮮明的修辭色彩。 

目前量詞研究多以口語語料為基礎，較少運用書面作品為研究材料。以現代漢語的

書面形式而言，言語表達精鍊又兼具修辭性質者，非新詩莫屬。若細數新詩的創作，現

代詩人鄭愁予的作品則廣受讀者的青睞。吳麗靜（2008）研究指出，而「語言」、「意象」、

「節奏」三者為其創作時最講究的要素，故其詩作能觸動讀者的心靈，提昇語言上的美

感。 

為探究漢語量詞與修辭的互動關係，本文以《鄭愁予詩集Ⅰ》、《鄭愁予詩集Ⅱ》為

語料來源，運用內容分析法，進行量詞、搭配詞與修辭的相關分析。 

根據本文研究語料進行瀏覽搜尋顯示：兩本詩集中包含「量詞詞組」的詩句共計

1,131行，單一量詞使用次數總計 1,263次，研究範圍內共使用 250 種不同的量詞，其中

出現頻率最高的類別為「臨時量詞」小類，而各量詞小類總體次數最高者為「個體量詞」。

本文研究語料中所出現的「臨時量詞」詞組共計 217 個，故自其中選取 11 則未收錄於

辭典的「量詞詞組」進行量詞與修辭的相關分析，以探討量詞與搭配詞融合後所產生的

意象。 

對第二語言學習者而言，透過量詞與修辭互動關係的分析，可增進學習者對各種量

詞語義特徵的理解；能掌握量詞所呈現的意象；並能適當地應用量詞於不同個體、事物

或情境的描述，進而提昇其漢語書面語的創作能力。期望本文能對量詞研究貢獻一份心

力，並將研究結果提供華語教師進行華語寫作教學時的參考。 

關鍵詞：臨時量詞、修辭、書面語、鄭愁予詩集、二語寫作教學 

一、 前言 

「量詞」（Measure words）為漢語的特色之一。在日常生活的各種語境中，人們經

常需對各種人、事、物進行計量或分類，以清楚描述及界定其具體的數量或特徵，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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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詞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語法角色。 

根據語法功能，量詞一般被分為「名量詞」與「動量詞」兩大類：「名量詞」為表

示人、事、物數量的單位；「動量詞」則用以表示動作或次數變化的單位。其中又依語

法作用分為「專用量詞」與「借用量詞」兩種。與量詞搭配的詞語本身，可區分為具體

與抽象兩類，例如：「一片餅乾」的「餅乾」為具體物件；「一片心意」的「心意」則為

抽象事物。 

以個別量詞而言，Li & Thompson（1981）指出，漢語中「個」是最常用的量詞，

某些較專門的分類詞也逐漸以「個」取代，如：「這道菜」說成「這個菜」；另外，某些

事物仍須搭配專門的分類詞，如：長條形物需使用「條」以便凸顯其特徵—像是「一條

河」、「一條繩子」等等。若從語料庫的詞頻排序1來看，在使用頻率最高的前 100 個詞

語中，「個」為量詞中排名最高者（第 6），其次依序為「種」（30名）、「年」（40 名）、「次」

（71名）、「位」（90 名）。 

此外，呂叔湘（1999）認為某些量詞具有修辭的作用，例如：「一線希望」、「一輪

紅日」、「一絲留戀」、「一團和氣」等數量詞組中的「線」、「輪」、「絲」及「團」等詞語。

這些詞語皆為具實質意義的名詞，借用為計量單位時，被賦予量詞的語法功能。然前述

這些量詞所搭配的詞語，比如：「希望」、「留戀」、「和氣」等純屬抽象事物，因而其詞

組中量詞的計量功能已虛化，並不具有實際計算數量的功能。這些數量詞組的書面性質

較強，一般較少用於口語。 

目前量詞研究多以口語語料為基礎，較少運用書面作品為研究材料。以現代漢語的

書面形式而言，言語表達精鍊又兼具修辭性質者，非新詩莫屬。若細數新詩的創作，現

代詩人鄭愁予2的作品則廣受讀者的青睞；吳麗靜（2008）研究指出，「語言」、「意象」、

「節奏」三者為其創作時最講究的要素，詩句表現能提昇語言上的美感，更能觸動讀者

的心靈。因此，鄭愁予的詩作不僅獲亞洲多國的教育機構選入華文教科書，也成為全球

數所華僑中文學校的教材，「數目為古今文章之冠」3。 

為探究漢語量詞與修辭的互動關係，本文以《鄭愁予詩集Ⅰ》、《鄭愁予詩集Ⅱ》為

語料來源，運用內容分析法，進行量詞、搭配詞與修辭的相關分析。 

對第二語言學習者而言，透過量詞與修辭互動關係的分析，可增進學習者對各種量

詞語義特徵的理解；能掌握量詞所呈現的意象；並能適當地應用量詞於不同個體、事物

或情境的描述，進而提昇其漢語書面語的創作能力。期望本文能對量詞研究貢獻一份心

力，並將研究結果提供華語教師進行華語寫作教學時的參考。 

二、 文獻探討 

2.1量詞的語法功能 

根據學者的研究，普遍依語法功能將量詞分為兩大類：名量詞與動量詞；又將此兩

                                                 
1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詞集及詞頻統計」（Word List with Accumulated Word Frequency in 

Sinica Corpus 3.0），是根據包含五百萬詞（token），且帶有標記的「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所計算出

的詞頻統計資料，其收錄語料庫中所有的詞項（type）共 55,300 個詞。 
2鄭愁予（1933～），原名鄭文韜，現代詩人。少年來臺，成長於新竹，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現國立臺北

大學）統計學系畢業。1968 年赴美求學，獲愛荷華大學藝術碩士學位。先後任教於美國愛荷華大學、耶

魯大學，及香港大學等校，教授「中國現代文學」。2005 年返臺後，擔任國立東華大學第六任駐校作家。

現任國立金門大學講座教授、國立東華大學榮譽教授。（資料來源：《鄭愁予詩集》作者介紹、國立金

門大學網頁 https://goo.gl/s6FEFf、維基百科） 
3資料來源：國立金門大學網頁 https://goo.gl/s6FEFf （2017 年 10 月 23 日搜尋所得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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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類依其特徵分為幾個小類，如：個體量詞、集合量詞、不定量詞等。 

茲歸納學者（Chao, 1968；呂叔湘，1999；何淑貞、王錦慧，2010；劉月華等人，

2004；錢乃榮，2007）的研究成果，將漢語量詞的語法特徵及其常見量詞列表說明如下

（請見表 1）： 

表 1：量詞的語法特徵暨常見量詞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量詞類別 語法特徵／常見量詞 

 名量詞：表示人、事、物數量單位的詞 

A.專用量詞 

1.個體量詞 
用於個體事物的計量，有特定與之相應的事物，且具有意義

上的聯繫。例：隻、個、枝、根、張。 

2.集合量詞 
計算由兩個以上的個體，成組或成群的事物。 

例：副、雙、套、種、班。 

3.度量詞 為用於度量衡計算的單位。例：尺、斗、斤、畝、坪。 

4.不定量詞 
表示不定數量，前面只能使用數詞「一」，或是指示代詞

「這」、「那」、「這麼」、「那麼」。例：些、點（兒）。 

5.準量詞 
又稱「自主量詞」4。是名詞兼類，可直接與數詞連用。若

置於量詞後則為名詞用法。例：年、分鐘、元、邊、面、國。 

6.複合量詞 
由兩個以上不同單位的量詞所構成，表示複合性的單位。 

例：人次、架次、車次、班次、秒立方米。 

B.借用量詞（臨時量詞） 
自某些名詞借用而來，多數為容器類的名詞，臨時充作量

詞。部分「借用量詞」可以兒化。例：碗、杯、口、桌、車。 

 動量詞：表示動作或變化次數的單位的量詞。 

A.專用動量詞 
此類量詞不多。用來呈現動作或變化的量。這類詞本身具有詞彙意義。 

例：陣、場、趟、遍、番。 

B.借用動量詞 
進行動作所用的工具，以及身體四肢器官的名稱，皆可借用為動量詞。 

例：咬一口、看一眼、打一拳、踢一腳、切一刀。 

Li & Thompson（1981）指出，對英語母語者而言，量詞的分類功能為漢語最顯著

的特徵之一，其分類詞的選擇乃取決於所搭配的名詞。Li & Thompson 也進一步說明：

分類詞（classifier）必須跟指示詞（如：這、那、哪）、數詞（如：三、半、十），甚或

某些數量定詞（如：整、幾、有一、每）一起出現在名詞之前。例如（2a）： 

（2a）那三枝筆、這幾門課、整個世界、十件衣服5。 

田意民、曾志朗、洪蘭（2002）以修習「普通心理學」的大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

以「漢語分類詞」為主題的實驗。研究發現：漢語分類詞確實具有分類功能，「名詞的

語義特徵可以預測分類詞與之配對的可接受性」。研究結果也顯示：語言與知覺經驗息

息相關，分類詞的搭配取決於事物的外顯特徵。 

                                                 
4趙元任（Chao, 1968: 360）、錢乃榮（2007: 170）將這一類量詞稱為「自主量詞」（Autonomous measures）。 
5本文中標號為（2a~2d）的詞組或句子，語料來源為研究者為說明語法現象所編寫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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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2012）基於「詞彙功能語法」（Lexical-Functional Grammar, LFG）的理論架構，

對漢語分類詞與其他量詞進行分析。Her認為這兩者的詞組結構相同，但功能結構不同，

詞組中的名詞與分類詞都是中心語。其研究顯示：分類詞可突顯某名詞的本質或特徵；

而量詞則具有為名詞計量的功能。 

2.2量詞的語義特徵 

漢語量詞本身與某種特定意義聯繫，因而無論在口語或書面的表達上，量詞的使用

即決定語意信息的傳遞。 

以名量詞為例，一般以「隻」計算動物的數量，但對於「馬」則專用「匹」來表示，

比如：「一匹馬」；而對於體積龐大的動物，則使用「頭」來計量，例如：「一頭牛」、「一

頭大象」；又以量詞「條」分析，乃適用於體形細長，可以彎曲的物體上面，像是：「一

條路」、「一條魚」等。 

再以動量詞為例，兩個地點間來回移動一次稱為「趟」，比方說：「請到學校一趟」。

若以量詞「場」而論，從時間開始到結束，可為「一場」，常見的例子為「看一場電影」

或「談一場戀愛」等。 

趙元任（Chao, 1968）歸納個體量詞（或稱其為單位詞）的用法指出：有些名詞能

用「個」作為量詞，也會因語義變化而搭配幾個特別的量詞。例如： 

一扇門：指門本身         這本書：指書這樣東西 

一道門：指通道      這部書：指作品 

一個門：兩種意思皆可   這個書：兩種意思皆可 （Chao, 1968: 295） 

總之，量詞的使用，不僅為表達分類或計量的概念，同時也為受話方建構對事物的

認知框架。 

另以量詞的類別來看，名量詞與動量詞皆包含「借用量詞」小類。名量詞的「借用

量詞」由名詞而來，多為容器或身體器官，比如（2b）： 

（2b）一碗飯、一杯咖啡、一桌菜、一頭白髮。 

而動量詞的「借用量詞」則多為動作使用工具、或身體四肢器官的名稱，像是（2c）： 

（2c）切一刀、踢一腳、瞪一眼、咬一口。 

這類「借用量詞」的語義特徵具體而鮮明，又稱為「臨時量詞」。 

2.3量詞的修辭作用 

豐富多樣的量詞是漢語的特色。量詞的語義特徵能凸顯所搭配詞語的形象，因而量

詞的使用也能呈現發話方內在的思維。 

方麗娜（2003）認為：某些表達實體事物的量詞，與抽象事物搭配時，可使抽象事

物具體化，「化虛為實，增強語言的形象性」。其研究指出：漢語量詞的範疇，呈現華人

文化思維中具體化的傾向，在語言上常以具體的形狀、印象和聲音來表達思想及信息。

因此，量詞與修辭之間的關係相當密切： 

量詞的產生和發展都要考慮到修辭的需要，這是漢語量詞具有形象功能的

首要條件。研究量詞的修辭功能，可以加深對量詞的美學作用的理解，從

而提高運用量詞的能力。 （方麗娜 2003:3） 

林建宏、張榮興（2013）則以「心理空間理論」（Mental Space Theory）為研究框架，

探討「臨時量詞」與其所修飾名詞間的語意融合現象。研究發現：漢語「臨時量詞」與

事物的概念和描述角度具有相當緊密的關係，也具有連貫篇章的功能。以借用策略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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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借用者多為名詞、動詞或形容詞，這些借來的「臨時量詞」具有極為鮮明的修辭色彩。

由於此類「臨時量詞」依然保留原詞彙本身的語意，與其搭配名詞有所互動，而能呈現

事物本身具體或抽象的特徵。例如（2d）： 

（2d）一抹藍天、一輪明月、一身清涼。 

另以「臨時量詞」的語法作用而言，張惠玲（2016）認為，由於此類量詞可自其他

詞類借來，最具有創造性並富有修辭的特色。某些量詞無法計量，卻具有情緒描繪的功

能，比如：「一池月光」、「一地月光」等。運用「池」、「地」為臨時量詞，與名詞「月

光」搭配，不需憑藉其他語境的敍述，即可呈現「月光如水、思念如許」的意象。 

2.4鄭愁予詩作的文字與意象 

現代詩人鄭愁予詩作中的文字皆淬鍊而生。詩人曾於序言中提及「選字」對其創作

時的重要性： 

每個字對我來說都有藝匠意義，一個以上的意義。……當字聚為詞，再塑

成句子和段落的時候，起初選字的潛意識音感便隨之流動，細潤地滑入內

容與文字互動的機制中，這樣仍造成詩的節奏。 （鄭愁予，2012:v） 

新詩為精鍊的語言作品，「意象」與「隱喻」經常是詩作的主旋律。此二者於鄭愁

予詩作中的表現，可藉由這段說明而有所理解： 

我的詩中，「意象」不是目的而只是語言的延伸，「暗喻」反而是詩中不

便明說的意圖之所在。 （鄭愁予，2012:vi） 

鄭愁予作品中的文字皆為敍述事物細節、特徵以及情緒描繪的目的而書寫。從詩句

的脈絡中，透過文字本身的語義特徵，可理解整篇詩作所欲呈現的意象及隱喻。 

2.5小結 

綜合前文關於量詞語法功能、語義特徵及其修辭作用的研究得知：漢語量詞可具體

描述事物的特徵。量詞與所搭配的詞語間語意的融合，不僅可傳達華人文化的思維，也

可對口語或書面的表達起修辭的作用。本文以現代詩人鄭愁予的作品為分析的語料，探

討量詞與修辭間互動的關係，研究方法與研究結果於下節詳述之。 

三、 研究方法 

本文以內容分析法為主，針對現代詩人《鄭愁予詩集Ⅰ》、《鄭愁予詩集Ⅱ》中的作

品，進行量詞、搭配詞與修辭的相關分析。茲將研究方法說明如下： 

1.研究方法：內容分析法 

2.研究內容： 

(1) 語料來源：《鄭愁予詩集Ⅰ：1951-1968》與《鄭愁予詩集Ⅱ：1969-1986》。 

(2) 研究範圍：依語料中所呈現的「量詞詞組」為主要內容，包含省略數詞「一」

者。如若詞組結構中有數詞、指示詞或數量定詞，但無量詞者，則不在此列。例如（3a）

詩句中的詞組「這小城」，其語義為「這個小城」，因詞組結構中未出現量詞，故不列入

本文研究範圍。 

（3a）三月臨幸這小城， 

春的飾物堆綴者……（鄭愁予，2011:9） 

3.統計處理：本研究主要運用“Office Excel”軟體進行統計處理，包括次數加總、比

例計算及資料排序；在量詞詞頻方面，則使用函數“COUNTIF”進行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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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結果 

基於上述研究方法，本文以《鄭愁予詩集Ⅰ》與《鄭愁予詩集Ⅱ》為語料來源，針

對每一篇詩作中的「量詞詞組」進行搜尋、統整及分析。茲歸納研究結果詳述如下： 

4.1「量詞詞組」資料分析 

根據本文研究語料進行瀏覽，針對研究範圍內的「量詞詞組」進行搜尋，並統計各

類量詞的使用次數及比例。語料中用以統計的「量詞詞組」，包括數量詞組、量詞重疊、

及其他運用排比修辭所呈現之詞組。 

量詞次數的計算方式以下列詩句（4a）、（4b）為例：（4a）的量詞「片」計為 1次；

（4b）的量詞「幅幅」同樣計為 1次。 

（4a）每一片帆都會駛向 斯培西阿海灣……（鄭愁予，2011:4） 

（4b）一幅幅黃花的黃與棕櫚的棕……（鄭愁予，2011:145） 

統計結果顯示：兩本詩集中包含「量詞詞組」的詩句共有 1,131 行6；單一量詞使用

總次數為 1,263次；若剔除重複出現者，不同的量詞共使用 250種。 

依詞頻高低分析，於 250 種量詞中，「借用名量詞」（以下稱為「臨時量詞」）小類

於詩句中出現頻率最高；若以個別量詞統計，則「個體量詞」小類的總體出現次數最高。

其餘量詞小類與個別量詞次數在研究語料中的分布情形，請詳見下表（表 2、表 3）： 

表 2：各量詞小類於研究語料中的分布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N=250) 名量詞 動量詞 

量詞小類 
個體量

詞 

集合量

詞 
度量詞 

不定量

詞 
準量詞 

借用量

詞 
動量詞 

借用量

詞 

次數小計 59 20 16 2 36 100 8 9 

比例（%） 23.6 8.0 6.4 0.8 14.4 40.0 3.2 3.6 

表 3：各量詞小類總體次數於研究語料中的分布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N=1,263) 名量詞 動量詞 

量詞小類 
個體量

詞 

集合量

詞 
度量詞 

不定量

詞 
準量詞 

借用量

詞 
動量詞 

借用量

詞 

次數小計 520 119 60 92 183 217 41 31 

比例（%） 41.2 9.4 4.8 7.3 14.5 17.2 3.2 2.5 

另將研究語料中 250種不同量詞的使用次數加以統計並排序，可得知詞頻最高者為

量詞「個」。其餘量詞詞項的詞頻分布如下（表 4）： 

表 4：研究語料中個別量詞的詞頻統計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6包含「量詞詞組」的詩句於《鄭愁予詩集Ⅰ》有 495 行；《鄭愁予詩集Ⅱ》中 636 行，總計 1,131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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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詞詞頻 量詞詞項 (N=1,263) 

最高前 1~5 個（222）7
 些（85） 年（49） 種（44） 隻（34） 

最高前 6~10 片（30） 天（26） 次（22） 里（21） 條（20） 

使用 9次者 寸 支 日 步 夜 座 邊 

使用 8次者 尺 方 句 束 面 家 張 塊 盞 

使用 7次者 代 更 根 陣 點 雙 

使用 6次者 身 匹 朵 枚 頁 番 歲 葉 端 分鐘 

使用 5次者 口 冊 串 具 季 枝 

使用 4次者 世 生 份 把 岸 波 架 班 畝 記 閃 圈 排 間 隊 線 頭 襲 

使用 3次者 分 爿 仞 本 行 角 抹 杯 肩 首 扇 莖 棵 等 腔 街 撮 輪 艘 簇 

夜夜 絲絲 層層 

使用 2次者 夕 手 字 位 呎 泓 版 室 柄 庭 胸 捧 涯 瓶 畦 眼 粒 圍 尊 幅 

程 絲 週 腰 靴 碟 領 樣 瞥 館 疊 一下 片片 年年 朵朵 枝枝 個

個 週年 撥撥 世世代代 

使用 1次者 介 斗 斤 月 冬 只 宅 江 局 批 杓 芒 兩 刻 卷 周 封 度 段 秒 

紀 哩 峽 旁 級 側 剪 副 堂 堆 球 痕 盒 處 頂 頃 場 壺 朝 窗 

階 塔 椽 溪 節 義 腳 路 載 截 滴 隙 樁 磅 緣 緺 課 趟 輛 輩 

鞋 劑 擔 樹 環 講 叢 罇 闕 懷 瓣 襟 爐 籃 觸 響 彎 襯 廳 灣 

重 重重 聲聲 匹匹 方方 代代 串串 步步 家家 頁頁 波波 圈圈 條

條 塊塊 群群 葉葉 寸寸 幅幅 種種 幢幢 環環 縷縷 世紀 些個 

籮筐 筆觸 一會 囊子 屋子 箱子 輩子 日日夜夜 

4.2 「臨時量詞」詞頻分析 

由表 2得知，「臨時量詞」（借用名量詞）小類於語料中的出現比例最高，達到 40%；

然表 3卻顯示：此一小類於總體次數中排第二高，僅佔 17.2%，次於「個體量詞」的 41.2%。

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因素乃由「臨時量詞」的特徵所致。 

根據前述文獻探討可知，「臨時量詞」多由名詞、動詞或形容詞借用而來，具有豐

富的變化及創造性，因此其數量相當多。關於這一點，可由研究語料中「臨時量詞」使

用比例最高的結果來印證。再以表 4 來看，詞頻僅為 1 次者，多屬「臨時量詞」小類，

因而其總體次數低於「個體量詞」，比例相差 24%。 

此外，由文獻中得知，「臨時量詞」與修辭的互動關係相當密切，不僅可使抽象事

物具體化；也可描繪無法計量的情緒狀態。下文將自研究語料 217 個「臨時量詞」詞組

中，擇取部分未進入辭典8收錄的「量詞詞組」，探討詞組中「臨時量詞」原有詞性及語

義特徵，並試著分析此量詞與搭配詞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修辭的作用。 

4.3 「臨時量詞」修辭分析 

依文獻所述，「臨時量詞」與搭配詞之間會產生語意融合現象，使其具備鮮明的修

                                                 
7個（222）：表示於本研究語料中，量詞「個」出現 222 次；以此類推。 
8本節分析詞性及語義的資料來源為：中華民國教育部（2015），《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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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色彩。本節以所選取之「臨時量詞」詞組為主，進行其量詞與修辭的相關分析，茲將

結果詳述如後。 

1. 「一階落花」 

（4c）客來門下，銅環的輕叩如鐘  

滿天飄飛的雲絮與一階落花……（鄭愁予，2011:9）   

階：名詞。原義為建築物的一部分，以梯形為主，通常使用磚頭或石材建造。 

落花：指掉落在地上的花朵。 

一階落花：「落花」的景象乃數大之美，往往會有不同色彩的花朵參差其中。此句

描述落花掉落於階梯上，呈現一種具有層次的美感，並與前句之「滿天飄飛的雲絮」相

呼應。 

2. 「一涯寂寞」 

（4d）陸地和海搶去所有的繁榮 

留這一涯寂寞給你……（鄭愁予，2011:72）   

涯：名詞。指邊際。 

寂寞：孤單冷清的感覺。 

一涯寂寞：「涯」是寬闊無邊際的，用來估量寂寞，更顯得寂寞如此地無邊無際。 

3. 「一觸的允諾」 

（4e）那人，他來自遠方，在遠方友人的農場   

曬最後一個秋季的陽光 他便是那一觸的允諾……（鄭愁予，2011:110） 

觸：動詞。指碰撞、遇到。 

允諾：與人約定並答應、同意某事。 

一觸的允諾：「一觸」的時間是極為短暫的。在極短的時間內，即與人約定並做出

承諾，更可顯見此允諾的慨然大方。 

4. 「一筆觸的輕墨」 

（4f）啊，書生  你第一筆觸的輕墨將潤出甚麼？ 

是青青的苔色？那卷上，抑是迢迢的功名？（鄭愁予，2011:138） 

筆觸：名詞。寫字或畫畫時碰觸到紙張後留下的痕跡。 

輕墨：輕輕寫字留下的墨筆。 

一筆觸的輕墨：依著文人的幽思輕輕地在紙上留下文字的痕跡，彷佛可見書生在墨

筆中表達對生命的感悟，對人生課題的深思。 

5. 「一剪青絲」 

（4g）銀白  光白  髮之白的盪樣 

是一剪青絲融於雲的淨土……（鄭愁予，2011:194） 

剪：名詞，剪刀；動詞，用剪刀把東西截斷。 

青絲：黑色的頭髮。 

一剪青絲：用「剪」當作量詞，生動地呈現剪下頭髮來的情景。若以靜態描述，則

彷彿可見一段剛剪下的髮絲靜靜地擺放著的畫面。 

6. 「一襯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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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背憑著 古朝鮮族的一襯藍天 

 宮殿跌坐 在淺紫而花的 大地上……（鄭愁予，2011:226） 

襯：動詞。與他物對照；烘托以呈現他物的特色。 

藍天：藍色的天空。 

一襯藍天：「襯」有烘托之意，以「襯」為量詞，使藍天呈現立體廣闊的意象，而

其天色也更加湛藍。 

7. 「一峽金花」 

（4i）夕陽已撒好一峽密接的金花，像長橋 

搭向西方，搭向希望。（鄭愁予，2011:242） 

峽：名詞。兩山之間；或指兩山間的水道。 

金花：金色的、澄黃的花朵。 

一峽金花：「峽」位於兩山之間，可能是有深澗或高聳的山壁。那些金花長在兩山

間的深谷山壁上，在夕陽映照下，顯得特別美麗而耀眼。 

8. 「一塔的光」 

（4j）有一塔的光  在多角的方向執著地亮著 

把一些島的定定的羅盤擦亮……（鄭愁予，2011:317） 

塔：名詞。形狀高聳且具尖頂的建築物。 

光：照射後顯得明亮之物。 

一塔的光：光在塔上，由於照射位置高，範圍會更加廣闊，因而此光顯得特別明亮。 

9. 「一碟中國詩話」 

（4k）眼見這麼浪漫的一碟  中國詩話 

千古詩人誰能消受得下……（鄭愁予，2012:97） 

碟：名詞。底部平淺，用以盛裝食物。 

中國詩話：「以隨筆體裁評論詩句，或辨析詩法，或記載詩人事蹟的書」9。 

一碟中國詩話：「碟」若作為量詞，通常用在菜餚或點心上。「中國詩話」指的是文

字寫成之詩句或書籍，以「一碟」盛裝，顯得精緻而美味，值得細細品嘗。 

10. 「一江逝水」 

（4m）因為我要畫的是一江逝水   反正床單會在你航行的夢中起伏 

就像床行江水的波動……（鄭愁予，2012:347） 

江：名詞。河流的一種通稱，如河、川、大水等。 

逝水：流逝的河水。 

一江逝水：「江」為大水，河面較為寬廣。「一江逝水」呈現出大河滔滔流動，一去

不復返的意象。 

11. 「一爐喜歡」   

（4n）他住澗的那邊  也是小山  也是小仙 

也是整天相互著採笑  煉一爐喜歡（鄭愁予，2012:351） 

                                                 
9此「中國詩話」的語義，乃引用《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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爐：名詞。用來燃燒、烹調的設備或器物。 

喜歡：對某人某事因感到喜愛，而產生愉快的感覺。 

一爐喜歡：將「喜歡」放入高熱的爐子加以熬煮，表達對事物的喜愛程度逐漸提高，

也呈現高亢地愉悅的情緒。 

4.4小結 

根據本文研究語料進行瀏覽搜尋顯示：兩本詩集中包含「量詞詞組」的詩句共計

1,131行，單一量詞使用次數總計 1,263次。 

剔除重複出現的量詞後得知：研究範圍內共使用 250種不同的量詞，其中出現頻率

最高的類別為「臨時量詞」小類，共出現 100 次，所佔比例為 40%；而各量詞小類總體

次數最高者為「個體量詞」，共計 520次，所佔比例為 41.2%。 

此外，於單一量詞詞頻的統計結果上，詞頻最高前幾名的量詞為：「個」、「些」、「年」、

「種」、「隻」；而僅出現 1 次的量詞大多屬於「臨時量詞」小類。本文研究語料中所出

現的「臨時量詞」詞組共計 217 個，故自其中選取 11 則未收錄於辭典的「量詞詞組」

進行量詞與修辭的相關分析，以探討量詞與搭配詞融合後所產生的意象。 

五、 結語 

漢語量詞不僅對事物有分類、計量的功能，亦具有生動鮮明的意象，尤其是「臨時

量詞這一小類。 

「臨時量詞」多由名詞或動詞借用而來，因而數量眾多且富有變化；再者，「臨時

量詞」與修辭作用的關係相當密切。二語學習者使用書面語時，若能瞭解「臨時量詞」

的語義特徵而靈活運用，不但可精確地表達內在思維，更可提昇語言的創造力。 

因此，對「臨時量詞」與修辭關係進行深入地探討，可將研究成果應用於華語寫作

課程中；不僅可引導學生增進對量詞語義特徵的理解，並可藉由修辭上的學習，進而提

昇其漢語書面語的應用及創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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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文課程》句末助詞用例分布及語法點排序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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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yingchang@cycu.edu.tw 

摘要 

華語的句末助詞是母語者自然口語中大量使用的成分，與溝通功能、言語行為、情

態表達等息息相關。本研究觀察台師大國語中心自 2015 年起陸續新編出版的對外華語

教材《當代中文課程》一至四冊，藉由統計教材課文中的詞頻高低與分布情形，分析教

材中句末助詞在課文中的用例以及課後相關語法點說明。《當代中文課程》有別於其他

對外華語教材的特點之一是注重語言的功能性。為了解《當代中文課程》中句末助詞的

用例及語法點教學能否體現語言的功能性，本研究也討論句末助詞在教材中的教學排序

與相關語法說明，分析優缺點並提出結論供後續修訂之參考。 

關鍵詞：句末助詞、分布、詞頻、語法排序 

一、前言 

外語學習的難度可根據標的語與母語間的差異分為五個等級（Prator, 1967）。印歐

語系語言因為缺乏華語句末助詞這類對等項目，因此母語為英語等歐洲語言的華語學習

者，句末助詞的難度很高，可列於外語學習難度的第四級（陳俊光，2007）。華語的句

末助詞又稱語氣詞，其語法形式規律，語音形式多為單音節、輕聲。如此簡單的形式，

字面的意義卻很虛，添加在句末後不改變句義。句末助詞常承載多種多樣而不易捉摸的

情態意義或語用功能，再加上語言差異造成的高難度等級，常造成華語二語學習者的偏

誤。句末助詞不僅是華語二語學習的難點，也是語法教學的難點（Teng, 2003）。句末助

詞之所以困難，也因為其內部系統的複雜性。例如，有些句末助詞是必要成分，因為它

能改變句式，如「嗎」能使陳述句變為疑問句。但又有些句末助詞卻不改變句式，僅添

加情態功能，如「啊」可以「緩和語氣」（劉月華等，2001）。有些句末助詞，同一個漢

字，既能用於疑問句，又能用於陳述句，表達截然不同的情態意義或語用功能，如「呢、

吧」等。句末助詞的用法與功能如此繁多，意義卻模糊難解，教材語法點鮮能簡單扼要

說明清楚。因為一旦脫離句子或語境就難以提取助詞的個別意義，有時連母語者也未必

能說清楚。二語學習者不僅不易理解，更難以正確使用，因而常誤用或迴避使用。 

句末助詞這樣的學習難點，對外華語教材的課文中很難避免使用，往往在初級教材

的開頭幾課對話中就不能不用，如「嗎、啊、呢」等。然而，教材的語法點卻少有明確

解釋。看似相同，用法卻不相同的句末助詞陸續出現後，也少有教材能作系統化說明。

以上現象在一般對外華語教材中很常見，造成句末助詞語法教學種種問題。本研究審視

新編《當代中文課程》教材，關注其中句末助詞的用例分布與相關語法點處理方式等，

期能發現此教材有別於其他教材之處。 

二、文獻回顧 

句末助詞表達的意義常隨語境或說話者意圖而變化，不易捉摸。因此須根據上下文，

甚至談話的主題與對話雙方的關係判別。現代漢語的句末助詞來源眾多，因為歷經多重

語法化過程與字形意義的分合變化，造成現今句末助詞與漢字間的對應關係複雜，常有

「一個漢字多種用法」的現象。現代漢語的句末助詞有些是歷時語法化的結果（曹逢甫，

2000；齊滬揚，2002）：如「嗎」來自否定詞（鍾兆華，1997）、「吧」來自動詞「罷」

的虛化（太田辰夫，1987）或「不啊」的混音式（Chao, 1968）；有些則承襲自古代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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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呢」有兩個來源：疑問助詞「爾、你、尼、那」以及非疑問助詞「里、哩」等（江

藍生，2000）。雖然現代漢語句末助詞已大致以固定漢字表示，仍有些句末助詞較無規

範。上述複雜現象常增加句末助詞分析的困難。查閱句末助詞文獻常發現以下問題： 

1. 在討論某個句末助詞時，有些文獻只考量部分用法，未涵蓋區分同一漢字代表的其

他用法，因此概括性不足（Chao, 1968,  Li and Thompson, 1981；呂叔湘，1999；齊

滬揚，2002；屈承熹，2006；張小峰，2007）。 

2. 有些文獻統合同一漢字代表的所有用法，分析得出「單一義」。但此單一義往往過於

空泛而不具解釋力（Li and Thompson, 1981；Alleton，1981；劉月華等，2001；盧英

順，2007；李軍華和李長華，2010）。 

有些句末助詞，如「啊、呢、吧」等，用法顯然不只一種，具有一個以上的情態意

義或語用功能。如果以單一定義來概括所有用法，將不足涵蓋全部。根據 Li and Thompson

（1981）的統合定義，「吧」表示「徵求同意」。他們舉的例子是：有人頻頻敬酒而說話

者求饒「我喝半杯吧！」；還有當說話者推測時會說「他不會做這樣的事吧？」。屈承熹

（2008）也提出「吧」的核心性能跟情態有關，是表示「說話者遲疑」。然而以下例子

中，「吧」句子表達的卻是說話者「決斷」的語氣：「好吧。就這麼辦。/行吧。咱們試試

看。」（呂叔湘，1999）。可見無論是 Li and Thompson（1981）的「徵求同意」或是屈

承熹（2008）的「說話者遲疑」都無法涵蓋呂叔湘（1999）的例句代表的意涵。因此，

兩位學者定義的核心義都不能代表所有句末「吧」用法。劉月華等（2001）曾以「緩和

語氣」作為「啊」的功能，因為「啊」在問句、祈使句、感嘆句和陳述句後都有「弱化

原本強烈語氣」的功能。Li and Thompson（1981）曾指出「呢」與「說話者對聽話者信

仰的反應」有關。這樣寬鬆模糊地定義「啊、呢」的意涵是無助於理解與習得的。 

為了幫助二語學習者有效習得句末助詞語法難點，教材或教學者有必要各自區分同

一漢字下依語境或功能而不同的句末助詞「次語法點」。區分這些「同形異義」句末助

詞時應參考教學語法相關文獻（曹逢甫，2000；林欽惠，2003；梁曉云，2004；Li, 2006；

張玲瑛，2012）才能妥善說明意義或功能。本文累計分析《當代中文課程》中常用句末

助詞「啊」、「呢」與「吧」時也將以上三者各區分為幾個次語法點，以便分別計算其詞

頻與觀察其分布情形。分析《當代中文課程》句末助詞定義時，本研究採納前人句末助

詞教學語法的研究結果（林欽惠，2003；梁曉云，2004；張玲瑛，2009）。語法教學需

考慮排序問題。排序除了考量學習難度，也應考量溝通需求。因此難度低的先教，常用

的也應先教（鄧守信，2009）。本研究將審視《當代中文課程》教材句末助詞語法點的

排序問題與語法點處理是否妥善。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當代中文課程》一至四冊的課文對話為文本，針對華語句末助詞進行觀

察統計並分析詞頻、分布與語法點排序等。只擷取課文對話或短文，不包含課後生詞例

句與練習等部分。《當代中文課程》第一、二冊各 15 課，三、四冊各 12 課。除第一冊

課文有兩段對話外，第二冊至第四冊各課都只有一段對話與一則短文。分五個步驟收集

文本的句末助詞語料。 

1. 逐句檢索《當代中文課程》各冊課文對話或短文中所有包含句末助詞的句子，不包

含句中助詞或獨立嘆詞。 

2. 總計各冊中以漢字代表的各句末助詞詞頻。 

3. 參考文獻並對比上下文意義，適切地區分同漢字之句末助詞為次語法點。 

4. 累計各冊教材中句末助詞次語法點的詞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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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據詞頻與分布，討論教材之句末助詞教學排序與語法點處理是否適當。 

四、討論與分析 

鄧守信（2009）曾提出語法教學時應根據語法點的困難度考量內部與外部排序問題。

他認為外部排序應考量語法點的「使用頻率」、「結構依存關係」以及「學習者的跨語言

距離」；而內部排序則應依次語法點的「困難度」而定。如果暫不考慮「學習者的跨語

言距離」，則「使用頻率」與「結構依存關係」應是決定語法點排序的重要因素。觀察

句末助詞在教材文本中的「使用頻率」與出現的先後順序，能分析出教材編寫者對句末

助詞外部與內部教學排序原則。本研究檢索文本，累計 8個句末助詞在《當代中文課程》

四冊教材中的出現頻次，依詞頻的高低，依漢字區分為「啊、呢、吧、啦、喔、喽、嘛、

呀」8 個句末助詞(「嗎」屏除不計1
)。8 個句末助詞的總詞頻為 232 次。表一直排累計

《當代中文課程》8個句末助詞的總詞頻，橫排則總計教材中的各個句末助詞總詞頻。 

表一 《當代中文課程》各冊所有句末助詞統計 

 第一冊 第二冊 第三冊 第四冊 
累計助詞詞

頻 
百分比 

啊 15 25 23 27 90 38.63% 

呢 15 14 13 26 68 29.18% 

吧 6 20 17 18 61 26.18% 

啦 0 1 3 4 8 3.43% 

喔 0 1 0 1 2 0.86% 

喽 0 0 1 1 2 0.86% 

嘛 0 0 0 1 1 0.43% 

呀 0 0 0 1 1 0.43% 

累計助詞種類 3 5 5 8 8  

累計單冊詞頻 36 61 57 79 233 100% 

百分比 15.45% 26.18% 24.46% 33.90% 100%  

根據表一，《當代中文課程》文本中，8個句末助詞總詞頻各冊間基本符合由易而難、

逐冊遞增。觀察 8個句末助詞的詞頻在各冊分布的情形為：第一冊 15.45%、第二冊 26.18%、

第三冊 24.46%、第四冊 33.90%。除了第三冊的詞頻偏低，較不符合整體趨勢之外，8

個句末助詞的總詞頻基本呈現逐冊遞增的趨勢。8個句末助詞中，詞頻最高的是「啊」，

共 90 次，占 8 個句末助詞總詞頻的 41.1%。次高的是「呢」，共出現 68 次，占總詞頻

31.1%。第三高的是「吧」，共出現 61次，占總詞頻 27.8%。除了標記是非問句的「嗎」，

「啊、呢、吧」是《當代中文課程》中使用頻率較高的三個句末助詞。此外，句末助詞

的種類與個別助詞的詞頻也是逐冊遞增。可見《當代中文課程》能隨教材難度遞增而逐

步提升句末助詞的使用頻率並增加句末助詞的種類，顯示編寫者對教材語言的總體形式

能確實掌握，是此教材的優點之一。以下分三小節討論詞頻較高的三個句末助詞「啊、

呢、吧」。其餘五個詞頻率較低的「啦、喔、喽、嘛、呀」則合併討論 

4.1 句末助詞「啊」 

                                                      
1暫不討論現代漢語使用頻率最高的句末助詞「嗎」是因為此助詞為是非問句末的必要成分，其功能明確

固定，教學時可用「是否式問話語助詞」（Chao, 1968）或「問句記號」（Li and Thompson, 1981）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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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明確區別句末助詞「啊」的各類用法不易。储誠志（1994）、林欽惠（2002）、

Wu（2006）、屈承熹（2008）都曾分析。储誠志（1994）對比各種語氣的句子後，得出

帶「啊」的句子比相應的不帶「啊」的句子來得更「語氣緩和些」。屈承熹（2008）主

張「啊」是「言談標記」，以「說話者涉入」(speaker involvement)為其核心義。因此無

論是陳述句、疑問句或感嘆句，帶有「啊」的句子都能加深說話者對語境與所言事件的

「參與度」或「主觀性」，因此有拉近人際距離的功能。林欽惠（2002)則主張「啊」應

區分為高音與低音兩類，高音的「啊」表示「說話者態度主動」，常用於「要求對方接

受自己提供的信息或想法」，低音的「啊」表示「說話者態度被動」，用於「接受對方所

提供的信息或想法」。本研究同意屈承熹（2008）以「啊」為「言談標記」以及核心義

為「說話者涉入」。但為便於學習者理解與識別，根據「啊」在教材中的所附句子的句

義與其言談功能，可將「啊」分為四類：用於同意的「啊 1」、用於疑問的「啊 2」、用

於感嘆的「啊 3」與用於反駁的「啊 4」。本研究不以「啊」的聲調高低區分用法的原因

如下：雖然上述「用於同意的啊 1」與「用於感嘆的啊 3」一般為低音，符合林欽惠（2002）

所主張的低音的「啊」表示「說話者態度被動，接受對方所提供的信息或想法」。事實

上「用於反駁的啊 4」通常是高音，也符合林欽惠（2002）所謂的「說話者態度主動，

要求對方接受自己提供的信息或想法」。然而，有些帶「啊」的句子很難用「說話者態

度主動」或「說話者態度被動」來區分界定。例如用於疑問的「啊聲調是低音，但卻不

能歸類為「說話者態度被動」，因為這類句子往往是始發句，是說話者主動詢問，見例

(3)與(4)。因此，僅憑「啊」的音高不能區別所有「啊」的用法。本文因而以「啊」的

語用功能作為次語法點分類的依據。累計四類句末助詞「啊」用法詞頻如表三。 

表三 《當代中文課程》各冊句末助詞「啊」的分布統計(依話語功能) 

 
啊 1 

用於同意 

啊 2 

用於疑問 

啊 3 

用於感嘆 

啊 4 

用於反駁 

累計各冊「啊」的 

詞頻與百分比 

第一冊 14 1 0 0 15     16.85% 

第二冊 13 5 3 4 25     27.78% 

第三冊 11 6 1 5 23     25.84% 

第四冊 13 5 7 2 27     30.34% 

累計各類「啊」詞頻 51 17 11 11 90 

百分比 56.7% 18.9% 12.2% 12.2% 100% 

觀察《當代中文課程》句末「啊」詞頻時發現，其分布也基本隨教材難度逐冊遞增，

詞頻依序為：15, 25, 23, 27，僅有第三冊逆勢略顯偏低。然而用於同意、疑問、感嘆與

反駁四種不同溝通功能的「啊」在全教材的分布並不平均。「啊 1」的詞頻最高，達 51

次，占所有句末「啊」的 56.7%，其次是「啊 2」，共 17次，占 18.9%。其餘兩類「啊」

詞頻相近，各占 12.2%。以下各舉教材中兩段課文對話為範例，說明四類「啊」的用法。 

4.1.1 「啊 1」 

「啊 1」所附的句子都很簡短，經常以「是啊、好啊、對啊」的形式出現，通常是

回應，位於會話毗鄰對(adjacency pairs)的後一句。帶「啊 1」句子的言談功能也很單純，

都是表示同意、接受、認可。因為好用易學，所以很早就出現在教材對話中。從表三得

知，「啊 1」最早在第一冊教材的第三課即出現。例(1)的「啊 1」用於同意對方的邀請，

例(2)的「啊」用於肯定答覆對方的問題，都是「合意、順接」回應，可歸入同一類用法。 

(1) 安同：明天是週末，我們早上去踢足球，怎麼樣？ 

田中：好啊！           (第一冊第三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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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玲：我聽說你打算搬家？  

東健：是啊，我想搬到離學校近一點的地方。    (第二冊第六課) 

「啊 1」用於「表示同意或肯定」，此用法不僅能體現屈承熹（2008）所主張「啊」

的核心義「說話者涉入」，也符合林欽惠（2002）提出的低音「啊」定義「說話者態度

被動，接受對方所提供的信息或想法」。因此「啊 1」是最具代表性、也是最應先教的用

法。《當代中文課程》已優先選擇與大量使用此類「啊」用法於課文對話上。 

4.1.2 「啊 2」 

「啊 2」用於特指問句或選擇問句末尾，但不是必要句法成分；「啊 2」附加於陳述

句末可形成是非問句，此時「啊 2」則是必要成分，不可省略。教材中用於疑問的「啊

2」共有 17 例，其中 12 個在是非問句末，如例(3)。僅有少數「啊 2」用於特指問句或

選擇問句末尾，如例(4)。本研究暫不討論問句必要成分與非必要成分的「啊 2」是否為

同一種用法。歸為同一種基於話語功能，兩者都是預期回答的真實提問。 

(3) 安同：如玉，你在吃飯啊？ 

如玉：是，吃午餐，等一下要上課。你呢？    (第一冊第七課) 

(4) 羅珊蒂  ：五月天是誰？什麼演唱會啊？  

高橋健太：(拿出手機)妳聽。這就是他們的歌。…   (第三冊第五課) 

用於是非問句的「啊 2」功能與句末助詞「嗎」重疊。學習者學會「嗎」已經足夠

造是非問句，學習「啊 2」的必要性因此降低。此點或可解釋為何此類用法詞頻較低，

因此「啊 2」的教學排序可列在「啊 1」之後。 

4.1.3 「啊 3」 

「啊 3」用於感嘆句末，雖然不是感嘆句的必要成分，但加上「啊」能使功能更加

顯著。例(5)比較加與不加「啊」的句子，確實能感受屈承熹（2008）所主張的，加「啊」

使感嘆句較具有「說話者對所言事件的參與度」，也較能「拉近人際距離」。 

(5) 美玲：這個學期結束，我就要離開台灣了，正在跟愛麗說我將來的計畫。 

如玉：時間過得好快啊！你已經來了快一年半了。   

  (cf. 時間過得好快。)        (第二冊第十四課) 

上述的「說話者參與」是「啊」附加於句義之外的情態功能。將「啊」附於感嘆句

末、特指問句末或選擇問句末都有此種意味。這三類句式末尾的「啊」都不是必要語法

成分。然而語法教學時若把感嘆句、特指問句、選擇問句這三種功能廻異的句子合併為

一類不易解釋與理解，不如以句式(疑問句、感嘆句)區別較簡單明瞭。「啊 3」若缺乏語

法點說明，則對學習者而言並不易掌握。編寫者在感嘆句語法點中附帶說明此類「啊 3」

的用法，則有助於學習者理解其情態義。 

4.1.4 「啊 4」 

這類用於反駁的句末「啊」通常音高偏高。在篇章功能上，低音的「啊 1」用於順

接，表示同意或肯定；高音的「啊 4」則用於逆接，話語功能通常是反駁或否定。「啊 4」

的用法符合林欽惠（2002）主張的「說話者態度主動，要求對方接受自己提供的信息或

想法」，因此適於表達反駁或否定。請見例(6)與(7)。 

(6) 羅珊蒂  ：我媽也說他朋友的孩子因為迷漫畫，花了太多時間，影響了功課， 

 所以她不讓我們看。  

高橋健太：不會啊，好的漫畫也很多啊。看漫畫除了可以放鬆心情， 

 還可以學到很多歷史、文化和傳統。   (第三冊第五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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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陳太太：東健，要出去啊？ 

東  健：是啊！垃圾車快來了，我得趕快下樓去倒垃圾。 

陳太太：丟垃圾？今天是星期三，不收垃圾啊！ 

東  健：真的嗎？我以為天天都收。 

陳太太：不是，每個星期三和星期天是不收的。   (第二冊第七課) 

例(6)中的兩個句末助詞「啊」雖然前者附於否定句「不會」句末，後者則在肯定句

「好的漫畫也很多」末尾，但都用於反駁或否定對方之前轉述的事件「他朋友的孩子因

為迷漫畫，花了太多時間，影響了功課」，因此是「啊 4」無疑。此對話前後句之間的逆

接轉折，若能加以說明，外籍學習者便能理解句末助詞「啊」的否定功能。音高差異是

此次語法點的教學重點。逆接時「啊」通常聲調高。例(7)中共有 3 個句末「啊」，各表

達不同功能。第一行「要出去啊」是疑問句，句末用的是「啊 2」。第二行的「是啊」用

來同意，是「啊 1」。第三行的「今天是星期三，不收垃圾啊」則是對前句「垃圾車快來

了，我得趕快下樓去倒垃圾」的糾正，因此是逆接的「啊 4」。這三個句末「啊」的音高

不盡相同，前兩個讀低音而第三個讀高音。 

4.1.5 句末助詞「啊」的分布 

根據表三觀察，本研究提出以下幾點結果或建議： 

1. 《當代中文課程》從未在語法點中介紹「啊」。但同為句末助詞的「嗎」和「呢」卻

在第一課首度出現時即在語法點中。到第一冊第三課，句末「吧」的語法點已出現，

仍不見「啊」的說明，僅在單詞表中列出「句末助詞」(sentence final particle)。 

2. 「啊」的四類用法中，最早出現的是「表同意的啊 1」，第一冊中出現了 14次，幾乎

占全數(第一冊「啊」的詞頻為 15)。出現得既早量又多，顯示「啊 1」內部教學排序

上的優先性。建議在第一冊初現時即應介紹「啊 1」，如此方能善用教材課文的用例，

以利學習者鞏固習得。 

3. 「啊 2」詞頻第二高，很早就出現於第一冊，但僅出現過一次。「啊 2」在第二、三、

四冊中的詞頻各為 5 或 6 次，在第二冊的出現率較平均密集，在第三冊則較分散，

只各出現一次，在第四冊則各出現 2-3 次。初現與平均復現率高都集中第二冊，所

以較適合在第二冊介紹「啊 2」。 

4. 「啊 3」出現得比「啊 1、啊 2」都晚，在各冊之間的分布不平均而缺乏系統。因為

前三冊中低復現率，很難引起注意。所幸第四冊第六課的語法點(p. 136)中，有感嘆

句「多」的語法教學，其中有許多例句末帶「啊 3」。第四冊密集出現「啊 3」高達 7

次，所以應是學習此用法的最佳時機。 

5. 「啊 4」在第二冊的第六課即出現，但期逆接功能在上下文中不顯著2。「啊 4」僅在

第二、三、四冊出現，詞頻少而不平均。如果分散四類句末助詞「啊」用法以利區

別，則在第三冊中引介「啊 4」較合適。 

4.2 句末助詞「呢」 

基於句末助詞「呢」的語法、語義、語用功能，再參考張玲瑛（2012）以「現代漢

語平衡語料庫」為文本及共現詞計量分析的結果，本研究將「呢」區分為三類，稱為：

                                                      
2
 美玲：如果你搬家了，我就少了一個朋友跟我練習中文。好可惜。 

  東健：我會常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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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刪節問句、以提出疑問主題的「呢 1」，用於疑問句末、表示關心的「呢 2」，用於

陳述句末、提醒聽者注意的「呢 3」。三類「呢」的用法在四冊教材課文中的詞頻如表四。 

表四 《當代中文課程》各冊三類句末助詞「呢」的統計 

 
呢 1 用於刪節問

句提出疑問主題 

呢 2用於疑問句末

表示關心 

呢 3用於陳述句末

提醒聽者注意 

累計各冊「呢」 

的詞頻與百分比 

第一冊 11 4 0 15      22.06% 

第二冊 6 8 0 14      20.59% 

第三冊 4 6 3 13      19.12% 

第四冊 3 20 3 26      38.23% 

累計三

類呢的

詞頻 

24 38 6 68 

百分比 35.30% 55.88% 8.82% 100% 

觀察《當代中文課程》句末「呢」在各冊的詞頻依序為：15, 14, 13, 26。第四冊較

其他冊均高出許多，但三種不同溝通功能的「呢」在全教材中的分布則極不平均。「呢 2」

的詞頻最高，達 38次，占所有句末「呢」的 55.88%，其次是「呢 1」，共 24次，占 35.30%。

「呢 3」詞頻 6最低，僅占 8.82%。以下各舉教材課文對話為例說明三類「呢」的用法。 

4.2.1「呢 1」 

刪節問句是一種簡略形式的問句，不具有完整的句子結構，往往只由單詞或詞組構

成。用於刪節問句末尾的呢 1常因承襲先前提過的內容而省略部分成分。然而，有別於

另兩類用法，「呢1」是必要的疑問標記。「呢1」前的詞或詞組通常是疑問句的主題(topic)，

以此提出問題讓聽者接續以完成句子作為回答。此外，「呢 1」所附的問句一般不是始發

句，常是後續提問。以下試舉課文對話為例： 

(8) 如玉：安同，早！你要去哪裡？ 

安同：早！我約了朋友一起去看電影，你呢？ (你呢=你要去哪裡？) 

如玉：我要去看電腦展。(主題:我/述題:要去看電腦展)  (第二冊第二課) 

因為「呢 1」所附的刪節問句簡短易學，適用於問答互動，因此在教材中課文中很

早就出現3（張玲瑛，2009）。雖然詞頻所占比例並非三類句末助詞「呢」中最高，但因

形式規律、易學好用，理應最先教。「呢 1」應列為句末助詞「呢」次語法點之首。 

4.2.2「呢 2」 

「呢 2」雖用於疑問，卻不用於是非問句末，只用於疑問詞問句、選擇問句或正反

問句末尾，學習者容易將其與「嗎」混淆而錯用。此類句末「呢」不用亦不影響句法的

正確性，但可使問句增添「說話者涉入」的情態，以此拉近談話雙方的心理距離。試舉

教材兩例以資比較有無「呢 2」的差異。對比兩問句可察覺加上「呢 2」的問句態度較

親切，不加「呢 2」的問句則較冷淡或態度中性。 

(9) 田中：我的學費是公司替我付的 

 安同：你打算學多久呢？    (cf. 你打算學多久？) 

                                                      
3
 《中文聽說讀寫》（Yao, 1997）、《新實用漢語課本》（劉珣，2002）、《實用視聽華語》（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國語教學中心，1999）三套教材中，「呢 1」都在第一冊第一課課文即已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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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中：大概兩年，是公司決定的。      (第一冊第十二課) 

「呢 2」不是問句的必要標記，很容易跟是非問句標記的「嗎」混淆，因此是句末

助詞語法的難點。如果定義其功能為「表示關心的提問」則學習者較能體會與運用。 

4.2.3「呢 3」 

「呢 3」用於陳述句末，表示說話者認為事態不尋常，以此引起聽者注意。此類句

末「呢」可省略，不至影響句法正確性，可用於表達說話者覺得句子內容非比尋常或覺

得意外，試圖提醒聽者。以下試舉兩段對話為例，括號中列出不加「呢 3」句子做比較。

比較後可發現加「呢 3」的句子，有的隱含發話者認為事態違反預期、有的則隱含非常

態性，引起受話者注意。此外，「呢 3」的音高與「呢 1」、「呢 2」明顯不同，聲調偏低。 

(10) 羅珊蒂：對狗好有什麼不對？現代社會大家各忙各的，常常回到家 

   就只有一個人。人跟狗相處的時間有時候比家人還長呢。  

(預期：家人相處時間比人跟狗相處時間長。)    (第三冊第七課) 

4.2.4 句末助詞「呢」的分布 

三類句末「呢」雖然共用同一個漢字，但語法、情態、功能都不同。觀察三類句末

「呢」的詞頻高低與初次使用時機，可以決定教學內部排序。「呢 2」是三種「呢」用法

中詞頻最高者，共 38次，占「呢」總詞頻 55.88%，但教學排序上不應最早教。應優先

教的是最早出現的「呢 1」。「呢 3」詞偏偏低且到第三冊才出現，應最晚教。第一至三

冊的「呢」總數差不多，介於 13至 15之間，但第四冊卻增加到 23。顯示各冊「呢」的

總詞頻不一致。本研究提出以下幾點觀察結果或建議： 

1. 數據顯示，在三類用法中，「呢 1」最早出現，在第一冊中共 11次，占全套教材「呢」

總詞頻的 16.2%。刪節問句末尾的「呢 1」僅在第一冊出現，詞頻明顯高於其他兩類

「呢」用法。第二、三、四冊「呢 2」的詞頻高於「呢 1」。「呢 1」適合初學者，較

其他問句形式容易習得，因而適合在第一冊會話情境出現。 

2. 第四冊中，「呢 2」的詞頻尤高，達 20次，占全套教材「呢」總詞頻 29.4%，遠高於

同冊或他冊中另兩類用法，教材中半數以上的句末「呢」都是「呢 2」。 

3. 「呢 3」用法第三冊才出現，整體出現詞頻極低，共 6例，占「呢」總詞頻 8.8%。「呢

3」的詞頻低，不常用也比較難，所以應該晚點教。 

4. 「呢 1」的詞頻隨難度提升而遞減，「呢 3」的詞頻則隨難度提升遞增。較不規律的

是「呢 2」，第四冊的詞頻較其他冊差距尤大。應酌量降低第四冊「呢 2」的詞頻以

求平衡或略增「呢 3」在二、三、四冊偏低的詞頻，使學習者循序習得三類句末「呢」。 

4.3 句末助詞「吧」 

呂叔湘（1999）將句末「吧」分為四類：用於祈使句末，表示命令、請求、催促、

建議；用於問句末，有揣測的語氣；用於「好、行」等之後，表示同意；以及用於「V

就 V」後，表示「沒關係」、「不要緊」等。如此分法將使「吧」的功能隨句子命題內容

變化，難以歸類教學。劉月華等（2001）統合句末助詞「吧」所附句子的句式，將疑問

句、祈使句與陳述句末尾的「吧」表達的共同語氣義定為「緩和語氣」。此統合義又過

於模糊。本文參考張玲瑛（2012）的共現詞計量分析結果，考量語法教學的可行性，將

「吧」分為兩類：表「發話者不確定的吧 1」與表「發話者決心吧 2」。兩個「吧」看似

無關，其實不然，因為這兩個用法來源不同，如今合為同一形式是歷時變化後共用同一

漢字的結果（孫錫信 1999）。表五為兩類「吧」用法在教材課文中的累計詞頻與百分比。 

表五 《當代中文課程》各冊兩類句末助詞「吧」的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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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 1表決意 

用於建議、商量 

吧 2表不確定 

用於確認問句、推測 
累計各冊「吧」詞頻與百分比 

第一冊 4 2 6             9.84% 

第二冊 10 10 20           32.78% 

第三冊 11 6 17           27.87% 

第四冊 13 5 18           29.51% 

累計兩類 

吧的詞頻 
38 23 61 

百分比 62.30% 37.70% 100% 

觀察句末「吧」在《當代中文課程》各冊的詞頻依序為：6, 20, 17, 18，除了第一冊

偏低，其他冊詞頻差距不大。「表發話者決意」的「吧 1」在全教材分布比「表發話者不

確定」的「吧 2」多許多。前者詞頻為 38，占所有「吧」的 62.3%，後者詞頻 23，占所

有句末「吧」的 37.7%。以下舉教材對話為例說明兩類「吧」用法。 

4.3.1「吧 1」 

表發話者決意的「吧 1」在《當代中文課程》第一冊第三課出現時即納入該課語法

點。語法點內容節錄如下： 

(11) Function: BA indicates a suggestion from the speaker. (功能：「吧」表示說話者的

建議) 

Structures: BA is placed at the sentence-final position.  (結構：「吧」置於句末) 

Usage: BA is used in imperatives to soften the command. … 

An imperative without Ba sounds harsh and direct and can be impolite.  

(用法：祈使句用「吧」來緩和命令。不加「吧」祈使句較直接、不客氣) 

如以上語法點說明，祈使句末的「吧」能使命令變成建議或商量，語法點舉例句對

比：「喝」與「喝吧」，前者是命令，後者則緩和語氣為建議或商量。本文將此用法定義

為「發話者決意」。祈使句的主語通常為受話者，如「你/你們」或同時包含發話者與受

話者的，如「我們」。然而這類句末「吧」不限用於祈使句末，如「我不如回家吧」。祈

使句與非祈使句末的「吧」共同的情態義是表達「發話者決意」，不過使用功能不同而

已。這類「吧」若只限於表示建議，那麼「我不如回家吧」的「吧」得另設一類用法，

而命令句的「你們快給我滾吧」又是另一類用法。要包含以上用法，用「發話者決意」

作為定義會更具包容性與解釋力。例(12)有助理解「吧」發話者衡量評估「決意」的意

味。 

(12) 如玉：妳想看美國電影還是台灣電影？ 

月美：美國電影、台灣電影我都想看。 

如玉：我們看台灣電影吧。        (第一冊第三課) 

第二冊第二課有一個語法點「還是…吧」。在功能上註明了「這類句子末尾都需加

上吧」(the sentence always ends with the particle BA)，如「我最近很忙，我們還是周末再

出去吃飯吧」。此處「吧」顯然不是「表示說話者的建議」，如果以「發話者決意」為句

末「吧」的核心義更能符合「還是…吧」句構表達的情態。 

4.3.2「吧 2」 

「吧 2」的功能不是用來提問以釐清或確認，就是用來推測。例(13)為確認而問，(14)

215



則是推測。然而，《當代中文課程》中卻不見對此用法的說明。因為「吧 2」表明說話者

對其所言事態不能確定，因而用於要求確認或語帶保留，是揣測而非斷言。 

(13) 月美：昨天明華給我們的那種水果，紅色的，叫什麼？ 

 如玉：妳說的是西瓜吧？ 

 月美：對！對！對！台灣有很多好吃的水果。   (第一冊第十課) 

(14) 東健：我先找捷運站附近的房子。還有，環境好、光線好也很重要 

  美玲：捷運站附近的房子比較貴吧？ 

  東健：如果太貴，我再找別的地方。…     (第二冊第六課) 

4.3.3 句末助詞「吧」的分布 

以下討論兩類句末「吧」在四冊《當代中文課程》教材各課課文對話的分布情形，

根據觀察提出以下幾點結果或建議： 

1. 四冊《當代中文課程》中，除第二冊外，呈現「吧 1」詞頻多於「吧 2」詞頻的趨勢，

此趨勢隨課本難度加深而拉大差距。詞頻的多寡顯示教學排序「吧 1」應先於「吧 2」。 

2. 第二冊中「吧 1」與「吧 2」詞頻各是 10。除了高於其他各冊，兩者比例(1比 1)也

不同於其他冊。建議酌量調整降低並使「吧 1」詞頻略高於「吧 2」。 

3. 表「發話者不確定」的「吧 2」在第一冊即出現，但略遲於「吧 1」。兩者於第二冊

第十課同一段對話同時出現時，仍未加區分說明，學習者恐難分辨其差異。 

綜合上述觀察結果，雖然《當代中文課程》中提及句末「吧」為語法點，對其分類

與定義似有可改進之處。此外，教材中句末「吧」的分布也不均衡，有違逐漸加深加廣

原則。 

4.4 其他句末助詞 

表六整理重現其他句末助詞「啦、喔、喽、嘛、呀」在《當代中文課程》教材的詞

頻累計結果。括號中 L之後的數字為各句末助詞出現的課別，如：L3表示第三課。 

表六 《當代中文課程》各冊中句末助詞「啦、喔、喽、嘛、呀」的分布 

 啦 喔 喽 嘛 呀 

第一冊 0 0 0 0 0 

第二冊 1  (L 13) 1  (L 13) 0 0 0 

第三冊 3  (L 1,5) 0 1  (L 11) 0 0 

第四冊 3  (L 1,4,12) 1  (L 11) 1  (L 8) 1  (L 3) 1  (L 4) 

累計各類詞頻 7 2 2 1 1 

累計 5個句末助詞在《當代中文課程》課文對話中的詞頻都不高，除了「啦」以外，

其餘四個都占 8個句末助詞總詞頻(233)的不到白分之一。詞頻最低者甚至只出現過一次，

即「嘛」和「呀」。這兩個句末助詞不僅只用過一次，而且都出現得很晚，直到第四冊

才使用。超低詞頻和極晚才出現顯示教材編寫者認為這兩個句末助詞的教學排序不具優

先性。然而，《當代中文課程》對這兩個助詞卻以一個語法點來介紹前者，後者也列在

生詞表中。《當代中文課程》第四冊第三課的語法點(p.61)以其功能來介紹「嘛」： 

(15) Function: MA is a sentence-final particle that affirms what should be obvious,  

either to the speaker or from the context. 

(功能：「嘛」是句末助詞，表示「對說話者而言或以當時情境來說事態顯而易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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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同意上述「嘛」的功能確實清楚說明了這個句末助詞表達的情態。只是「呀」

在第四冊第四課的生詞表(p.79)卻只有簡單一行說明：呀：particle indicating uncertainty  

(表示「不確定」的助詞)。這個「呀」的定義是否精準，可由例(16)看出端倪： 

(16) 林太太：欸！別急著坐下，先把一些大家具擺好吧。 

 林先生：床要放在哪裡呀？衣櫥旁邊好不好？   (第四冊第四課) 

我們認為例(16)從句義或上下文語境都很難用「不確定」詮釋說話者的情態或溝通

功能。此處句末助詞「呀」可說是由助詞「啊」與其前一音節「裡」的韻母連音形成。

在句末助詞間是常見的合字音變。因此，「呀」只是「啊」的語音變體。這個「啊」4.1.2

小節中討論過，是用於特指問句或選擇問句末尾的「啊 2」。以下以一小節討論其他兩個

合字音變的句末助詞「啦」和「喽」。 

4.4.1 合字音變形成的句末助詞 

檢索與累計句末助詞詞頻時，不能僅憑一個漢字而排除其他不同漢字代表的助詞，

因為有些雖用不同漢字，其實卻是同一個句末助詞。上述的「呀」就是一例。《當代中

文課程》的編寫者也注意到這一點。例如「啦」在第二冊第十三課首次出現時，該課生

詞表(p.326)就已明確說明此一合字音變句末助詞如下：啦：a sentence-final particle 

indicating a question, 了+啊  (表示疑問的句末助詞)。然而，在第三冊第五課和第四冊

第十二課出現的「啦」卻顯示這兩處的「啦」並不是「了+啊」，也不是疑問句。 

(17) 陳敏萱：沒錯。我也是看了漫畫才知道壽司是怎麼做的。 

 羅珊蒂：看漫畫就是為了殺時間，你們想太多啦。  (第三冊第五課) 

(18) 王安康：選舉快到了，你們這次要選誰啊？ 

 李文麗：選誰都一樣，去投票也沒有用啦！ 

   我們能改變什麼？       (第四冊第十二課) 

從以上兩例可知有些助詞確實可能與其他助詞共用同一個漢字，「呢」和「吧」即

是如此。回到合字音變的句末助詞，還有一個「喽」。以下用課文句子說明。 

(19) 何雅婷：…現在台灣人口當中原住民只占百分之二，差不多有五十幾萬人。 

 安德思：妳的意思是，台灣有很多人都有原住民的血統喽！(第三冊第十一課) 

第三冊第十一課生詞表中有一行「喽」的說明：喽：a sentence-final particle meaning 

“in that case”。本文給「喽」的另一個解釋是，這是一個由「了+喔」合字音變形成的句

末助詞。以下以教材例子說明詞頻僅有 2個的「喔」。 

(20) 愛麗：你怎麼這麼糊塗？趕快回去拿吧！ 

 馬丁：那我先走了！你別告訴我女朋友喔！    (第二冊第十三課) 

(21) 白如玉：…真謝謝你們。 

張太太：哪裡，哪裡，也謝謝你這麼照顧小明，要常跟我們連絡喔！ 

              (第四冊第十一課) 

雖一為否定、一為肯定，仍可看出兩個「喔」表達的情態義相似，但是對照第二冊

第十三課生詞表中對「喔」的說明則有差異。以下節錄該課生詞表之解釋：喔：a 

sentence-final particle indicating a suggestion。本研究無意在此深入討論句末助詞「喔」

的情態義或溝通功能，因為「喔」與「啊、呢、吧」類似，都能用來表達一個以上情態

義或功能，而且有高低音的不同，因此相當複雜。但僅就例(20)與(21)而言，兩句末「喔」

都是高音，也都表達「提醒聽話者注意」而非「建議」。否則，此處替換為常用於建議

的句末助詞「吧」倒使句子成為不符語境的病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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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綜合以上討論，本研究通過以《當代中文課程》課文對話為文本，分析了 8個句末

助詞的詞頻與分布情形後，得出以下結論： 

1. 《當代中文課程》中的句末助詞總詞頻大致能隨難易程度逐冊遞增。 

2. 「啊、呢、吧」依序是《當代中文課程》中使用頻率最高的前三個句末助詞。因此，

可參考次順序作為外部教學排序之用。 

3. 「啊」在《當代中文課程》中的的用法可區分為四類：用於同意的「啊 1」、用於疑

問的「啊 2」、用於感嘆的「啊 3」與用於反駁的「啊 4」。其中詞頻最高的是「啊 1」。

建議「啊」的內部教學排序可根據此順序。 

4. 「呢」在《當代中文課程》中的用法可區分為三類：用於刪節問句以提出疑問主題

的「呢 1」，用於疑問句末以表示關心的「呢 2」，用於陳述句末以提醒聽者注意的「呢

3」。「呢 2」雖然詞頻最高，但內部教學排序應先教「呢 1」再教「呢 2」。教材中也

的確是如此。 

5. 「吧」在《當代中文課程》中的用法可區分為兩類：表發話者不確定的「吧 1」以及

表發話者決心「吧 2」。內部教學排序仍應根據詞頻高低與出現順序。 

6. 其餘 5個句末助詞「啦、喔、喽、嘛、呀」在《當代中文課程》中的詞頻都偏低，

但除了「嘛」之外，各有未盡善之處。建議根據課文對話中的句子修改定義。 

教材除了供學習與教學，更是提供語言教學相關研究的文本之一。本文得益於《當

代中文課程》四冊教材的課文對話的精湛編寫，得以分析句末助詞語法點的分布與教學

排序等。誠願以此研究成果，提供教材未來修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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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構式語法談華語「把字句」與「對字句」 

葉竺弦 

摘要 

〈使動及物動詞〉的〈受事者賓語〉在華語裡，可以藉由「把」字的引介來形成〈賓

語在動詞前〉的〈把字句〉(又稱做〈處置式〉)。除此之外，也有出現於〈述語形容詞〉，

與〈把字句〉十分相似的〈對字句〉，很容易造成以華語為第二語的學習者在學習上的

混淆。本文主要討論二者在句型上的差異，並兼以〈構式語法〉來說明語意上的區別。

Baker (1988) 曾提出〈論旨指派一致性的假說〉來說明〈語義角色〉在〈普遍語法〉裡

的現象。但，在經過觀察之後發現，華語的〈把字句〉卻並不符合這個〈條理化〉的說

明。然而，傳統語法學家將〈把字句〉解釋為「處置式」，意指主語為〈具有行為意識〉

的〈主事者〉，而賓語則是〈接受行為〉的〈客體〉，這樣的說明也並不完全地適當。原

因在於〈把字句〉的主語並不一定為〈屬人名詞〉，也並不一定〈具有行為意識〉。因此，

本文將依照所觀察的語言事實，來說明〈把字句〉的特性，再以〈構式語法〉的角度來

說明它的語意呈現，並希望能解釋「論旨指派一致性的假說」所未能解釋的部分。相對

地，〈對字句〉也有類似將〈賓語〉置於〈述語形容詞〉前面的特性，而與〈把字句〉

不同的是，它並沒有相對的使動及物用法。因此，〈對字句〉裡看起來像是前置的賓語，

實際上應該是〈準賓語〉。本文也將針對〈對字句〉的句型與〈把字句〉加以比較並根

據〈構式語法〉來對它的語意內涵加以說明。 

關鍵字：把字句、對字句、構式語法、論旨指派一致性的假說、動詞分類 

1. 前言 

Baker (1988) 曾經提出 普遍語法 (universal grammar) 對於 論旨角色 (thematic 

role; θ-role) 的 條理化說明 (generalization)。他主張說語言裡「論旨角色」的出現分布，

會依據一定的 階層組織 (hierarchy) 先後出現 (如(1)所示)。並且，在 深層結構 (deep 

structure) 裡參與的「論旨角色」，也必須在 表層結構 (surface structure) 顯現，而且二

者間必須一致。這樣的說明，稱為  論旨指派一致性的假說 (Uniformity of Theta 

Assignment Hypothesis (=UTAH))。 

(1) Agent>Experiencer>Theme>Others 

這個假說，嘗試解釋大多 語意角色 (semantic role) 的指派與分布情況，但，語料

上卻仍有矛盾的地方。就以華語的「把字句」為例，(2a)與(2b)中的「論旨角色」都確實

與「深層結構」的主動句一致。但(2c)裡的「把字句」不但無法還原成「主動句」，甚至

連句子的主語，也並不是所謂階層組織裡較高的 主事者 (Ag(ent))。試比較 

 (2) a. 他打了我一下。→他把我打了一下。     (及物動詞) 

  b. 他送給我一本書。→他把一本書送給我。    (雙賓動詞) 

  c. 這條路把我走累了。        (述補式複合動詞) 

而這樣的現象，不但與 Baker (1988) 所提出的論點不同，甚至違反了 衍生語法 

(generative grammar) 對於「深層結構」與「表層結構」的看法。藉此，我們嘗試從觀點

完全不同於「衍生語法」的 認知語法 (cognitive grammar)，裡面強調「語法」與「語義」

搭配的 構式語法 (construction grammar)，來為「論旨指派一致性的假說」未能解決的

部分提供補充說明。 

另外，「對字句」與「把字句」的句式相仿，卻並非都能把賓語置於述語之後。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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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相關的句式，本文也將提出初步的討論。 

2. 前人文獻 

「把字句」可以說是華語裡相當特別的一種句式，許多的前人文獻都曾針對這個議

題提出分析。首先，就傳統漢語語法學家來說，王力 (1943) 就曾觀察到「把字句」的

「賓語名詞組」的 有定性 (definiteness)，認為謂語語意不能夠是表示「心理」、「感受」、

「存在」或「領有」，並在最後將「把字句」以「處置式」來說明。他的觀察為「把字

句」做了初步的界定，但我們認為謂語不能表示「心理感受」的部分仍有商榷的空間。

謂語為「心理」或「感受」，就現代語言學來說，即表示謂語的「主語」為 感受者 

(Ex(periencer))，而「處置式」也表示主語為有意識控制動作的「主事者」。但就以(2c)

而言，複合動詞 ‘走累’ 就要求「主語」為「感受者」。因此，「處置式」這樣的命名其

實並不適當。 

呂叔湘 (1948) 也曾提到，「把字句」的謂語部分不能是「簡單形式」。而何為「簡

單形式」，則並未交代清楚。這樣的說明，似乎過於抽象而缺乏詮釋的作用。我們暫且

將所謂的「簡單形式」視為所謂的 光槓動詞組 (bare VP)，仍無法解釋在不同的動詞類

型，合法度也有所不同的問題。 

然而，近代的語法學家也不乏有人針對「把字句」提出他們自己的看法。沈陽 (1997) 

曾以「構式語法」的觀點來說明，他並不認同傳統語法裡將「把字句」為「主動賓」結

構的變換。並舉了下列例句來證明，試比較： 

 (3) a. *他全/都喝了酒。→他把酒全/都喝了。 

  b. 杯子不幸打碎了。→*把杯子不幸打碎了 

  c. 他的名字我想不起來了。→*我把他的名字想不起來了。 

我們同意 沈陽 (1997) 的觀點，就是以「構式語法」的觀點，不同的構式就表示了

不同的語義，因此，「轉換」的看法是有討論的空間。但是，不同 範域 (domain) 的句

子成份，也會有不同的「構式」。首先，就「賓語名詞組」的部分，‘全’ 與 ‘都’ 的「修

飾範域」應該是在「名詞組」之前，而這裡卻將 全稱量化詞 (universal quantifier) 放在

主動句的「動詞組」之前，因此不合語法。再，他所提出的例子裡「述語動詞組」都並

不符合「把字句」對於「述語動詞」得是 達成動詞 (accomplishment verb) 的需求。其

中。而(3b)與(3c)的不合語法，也是「述語動詞」的 ‘打碎’ 為 狀態動詞 (state verb) 與 

‘想起’ 為 瞬成動詞 (achievement verb) 的關係。 

3. 把字句的語法構式 

3.1 構式語法簡述 

依據「構式語法」的框架而言，「構式」可以從它的 範域大小 (size) 與 複雜程度 

(complexity) 來區分，由小到大、由簡到繁至少大別為九類：語素 (morpheme)、詞 (word)、

合成詞 (complex word)、可代換合成詞 (complex word (partially filled))
1、慣用語 (idiom)、

可代換慣用語 (idiom (partially filled))
2、協同變化條件 (covariational condition)

3、雙賓結

構 (ditransitive)、被動結構 (passive)。以上的分類，大抵上可以包含各個句法層面。這

也就是說，句法層次上，從「單詞」、「詞組」到整個「句子」都具有它特殊意義。Goldberg 

                                                      
1
 如「複數」為「規則變化」的「名詞組」‘ [N-s] ’。 (以下舉例全都採自 Goldberg (2006)) 

2
 如 ‘jog someone’s memory、send someone to a cleaner’ 等。 

3
 與字面上的意義相同，「協同變化條件」表示了在這一個構式裡，前一個變項發生了語義上的轉變時，

後項變項的語義也會隨之發生變化。如 ‘the more you think about it, the less you under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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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以動詞 ‘slice’ 為例，在下列不同的「句型」裡，同一個動詞能夠得到 及物結構 

(transitive)、致使移動 (cause-motion)、雙賓結構 (ditransitive)、way 構式 (way construction) 

與 結果狀態 (resultative) 等不同的語義解讀，試比較： 

 (4) a. He sliced the bread.         (transitive) 

  b. Pat sliced the carrot into the salad.     (cause-motion) 

  c. Pat sliced Chris a piece of pie.        (ditransitive) 

  d. Emeril sliced and diced his way to stardom.   (way construction) 

  e. Pat sliced the box open.         (resultative) 

上述的例子說明了，在不同的「構式」裡，相對應的「語義」與所需要的「句法成

分」都可能有所不同。反觀，在華語裡，就以 ‘切’ 這樣的及物動詞，在形成「致使移

動」、「雙賓結構」、「way構式」與「結果狀態」的時候，都只需要在述語動詞的後面加

上 ‘進、給、出、開’ 等補語來形成「述補結構」即可。這樣的觀察，也能說明「構式」

在華語的適用。試比較： 

 (5) a. 他切了塊麵包。         (及物結構) 

  b. 張三切了條胡蘿蔔進沙拉。       (致使移動) 

  c. 張三切給李四一塊餅。        (雙賓結構) 

  d. 他死命地切出了一條星路。       (way構式) 

  e. 張三切開了一個盒子。        (結果狀態) 

接著，本文將以「構式語法」的角度，來看華語「把字句」的句法條件，並嚐試以

這樣的觀點來說明與補足「論旨指派一致性的假說」所無法解釋的矛盾現象。 

3.2 「把字句」述語動詞組的構式限制 

首先，在說明「把字句」的述語動詞組的構式之前，了解動詞分類的依據相當地重

要。接著，本文先以 Vendler (1967) 針對動詞的三項特性：靜態性 (stative)、持續性 

(durative)、終點性 (telic)，所提出來的四項分類：活動動詞 (activity verb)、狀態動詞 (state 

verb)、達成動詞 (accomplishment verb) 與 瞬成動詞 (achievement verb)。詳細的屬性分

析如下圖所示： 

 (6)  

 

靜態性

(stative) 

持 續 性   

(durative) 

終 點 性 

(telic) 

活動動詞 (activity) - + - 

狀態動詞 (state) + + - 

達成動詞 

(accomplishment) 
- + + 

瞬成動詞 (achievement) - - + 

依據這樣的分類基準，再來看「把字句」的述語動詞可以適用於上述的哪幾類動詞。

如下面例句(7)裡所顯示的，可以發現「主動句」與「把字句」的代換上，「把字句」的

述語動詞僅能是「達成動詞」，而其餘的三個動詞則無法使用。 

 (7) a. 我看了報告。→ *我把報告看了。      (活動動詞) 

  b. 志明愛春嬌。→ *志明把春嬌愛。     (狀態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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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我理掉了頭髮。→ 我把頭髮理掉了。     (達成動詞) 

  d. 我看到了小明。→ *我把小明看到了。4
    (瞬成動詞) 

但，在活動動詞的後面如果加上了表示 自然終點 (nature end-point) 的 動相標誌 

(phase marker) ‘完’ 做為「補語」的話，便完全合於語法。由這樣子的觀察不難看出，

在動詞的屬性上，「把字句」必須要求與「達成動詞」一致，或滿足「活動動詞」加上

「自然終點」這個特性的述語動詞，也就是必須滿足「持續性」與「終點性」兩個條件
5。 

 (8) 我把報告看完了。        (活動動詞+動相標誌 ‘完’) 

接著，再來看「把字句」的「述語動詞」，是否與動詞的 事件動貌 (aspect) 有所關

聯。Comrie (1976) 與 Smith (1991) 所提出的，「動詞」的「事件動貌」可以大別為兩類：

一是將著眼於事件的「整體」，而不在「過程」的 完整貌 (perfective aspect)，另一則是

只留意事件內部的「過程」，而不看「整體」的 非完整貌 (imperfective)。以上述的觀點

為出發，林 (2002) 提出了更進一步的觀察。他發現華語在不加上任何的時間副詞的情

況下，一個句子最 無標 (unmarked) 的時制解釋一定是「過去式」，而相較之下，一個

句子要形成「未來式」必須帶上 ‘將、要、會’ 等的助動詞，因此較為 有標 (marked)。

試比較： 

 (9) a. 他打破(了)杯子。 

  b. 他會打破杯子。 

另一方面，所有的「狀態句」(包含了：(i)以「狀態動詞」為述語動詞的句子、(ii)

「得字句」、(iii)含 ‘在’ 或 ‘著’ 的句子、(iv)「方位詞」加上「活動動詞」或「活動動

詞」加上「方位補語」與 (v)表示「反覆事態」的句子等。) 都表示「現在式」。試比較 

 (10) a. 張三很聰明。          (狀態動詞) 

  b. 他在洗澡。           (‘在’ 與 ‘著’) 

  c. 他跑得很慢。            (得字句) 

  d. 他在房間看書。        (方位詞+活動動詞) 

  e. 他躲在房裡。           (動詞+方位補語) 

  f. 他每天看報紙。         (反覆事態) 

就上述的語言事實來看，華語的「過去式」與「未來式」都屬於「完整貌」。再，「靜

態動詞」的 事件結構 (event structure) 並不包含「終點」，而表示「非完整貌」的 ‘在’ 與 

‘著’ 也同樣屬於「狀態句」的一種。因此，也可以說「狀態句」都可以表示「現在式」

與「非完整貌」。 

這裡，我們依據 林若望 (2002) 的觀點來看「把字句」的「述語動詞」在「時制」

與「動貌」的要求。首先，就現在式而言，可以知道「靜態動詞」與「活動動詞」並不

能在「把字句」裡適用，且「把字句」要求述語動詞為 二元述語 (two-place predicate)，

因此也就排除表示「進行」以外其他句式的可能性。然而，「非完整貌」的 ‘在’ 似乎並

不適用於「把字句」。但，同樣的條件下，以 ‘著’ 來形成「非完整貌」的兩個句子卻在 

合法度 (grammaticality) 上呈現了完全不同的結果。試比較： 

                                                      
4
 多數的「瞬成動詞」(如：看見、聽到、想起、遺失、發覺、發現) 確實無法適用於「把字句」，但仍有

少數的例外 (如：忘記)。 
5
 也就是說，我們不該只就一個單純的「動詞」來判斷其動詞類型，而是應該以一整個「動詞組」為單元

來做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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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 他在蓋一棟大樓。 

  a’. *他把一棟大樓在蓋。 

  b. 他推著腳踏車。 

  b’. *他把腳踏車推著。 

  c. 他閉著眼睛。 

  c’. 他把眼睛閉著。 

就(11b’)與(11c’)合法度的差別，似乎與 Parsons (1990) 與 Kratzer (1994) 所提出的 

目標狀態 (target state) 有著密切的關係。就動詞 ‘推’ 與 ‘閉’ 的語意內涵來看的話不難

發現二者之間的不同。如 ‘推’ 這一類動詞而言，只要進入了事件的「起點」，便已經執

行該動作。另一方面，‘閉’ 的這一類動詞卻是不到事件的「終點」，就不算完成整個動

作，與 ‘推’ 正好完全相反。然而，‘推’ 與 ‘閉’ 在與「非完整貌」的 ‘著’ 搭配，也有

不同的語意解釋。‘推著’ 表示的是「動作狀態」的持續，而 ‘閉著’ 卻是表示「結果狀

態」的持續。到這裡的觀察，也呼應了先前對「把字句」述語動詞類型的說明，也就是

動詞的事件結構必須達到「自然終點」才行。 

又，就「過去式」的 動貌標誌 (aspect marker) 的 ‘了’ 與 ‘過’ 來說，如果不加上

表示「終點」的「補語」(如「處所補語」的 ‘回家’ 或「結果補語」的 ‘死’ ) 的話，仍

舊無法適用於「把字句」，而未來式也是如此6。試比較： 

 (12) a. 他買了一條金魚。 

  a’. *他把一條金魚買了。 

  a’’. 他把一條金魚買回家了。 

  b. 他養過一條金魚。 

  b’. *他把一條金魚養過。 

  b’’. 他把一條金魚養死過。 

 (13) a. 他們都要寫期末報告。 

  b. 他們都要把期未報告寫*(完/好)。 

所以，決定「把字句」述語動詞組的適用與否，應該不在動詞的時制，而仍是在動

詞的「持續性」與「終點性」。 

在此，我們初步得到「把字句」述語動詞組的適用條件：(i)動詞的選擇必須符合「活

動性」、「持續性」與「終點性」、(ii)表示過去式與未來式的完整貌，在形成把字句的時

候，仍須在動詞後加上個結果補語、(iii) 表示現在式的非完整貌，唯有表結果狀態持續

的 ‘V著’ 得以形成把字句。這裡就上述的條件，可以歸納出下列的限制規律。 

 (14) VP construction：VP
[+durative, +telic/ bound]

 

3.3 「把字句」賓語名詞組的定性 

許多的語法學家都曾主張「把字句」的「賓語名詞組」必須為 有定 (definite) 名詞

組。「有定」表示著 說話者 (addresser) 本身，或「說話者」與 聽話者 (addressee) 都

能理解所指涉的對象為何。而具備「有定」概念的包括：指示詞 (deixis)、專名 (proper 

                                                      
6
 其實，與位結構 (dative construction) 似乎並不需要任何「補語」或「動貌標誌」就能形成「把字句」，

原因就在「與位結構」的 間接賓語 (indirect object) 也同時是傳遞方向的「終點」，正好符合了「終點

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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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un)、稱代詞 (pronoun)、照應詞 (anaphor)、領位名詞組 (genitive NP)、殊指 (specific) 

等。而這些名詞組，也全都可以出現於「把字句」的賓語名詞組。試比較： 

 (15) a. 我把這本書看完了。          (指示詞) 

  b. 他把小強打暈了。             (專名) 

  c. 老媽把我罵了一頓。          (稱代詞) 

  d. 他把自己嚇了一跳。          (照應詞) 

  e. 小華把小明的書搞丟了。        (領位名詞組) 

  f. 你把某個東西忘掉了。         (殊指) 

與「有定」相反，無定 (indefinite) 則表示「說話者」與「聽話者」都無法確認指

涉對象。而「無定」概念則是包括：泛指 (generic)、任指 (arbitrary) 與「全稱量化詞」。

那麼，「無定名詞組」是否就無法出現於「把字句」的賓語名詞組？我們卻發現，「無定

名詞組」也能出現於該位置。然而，這裡的賓語名詞組雖然在形式上是「無定名詞組」，

在認知上也能夠理解說話者對於該「名詞組」有一定的指涉。試比較： 

 (16) a. 我把書看完了。          (泛指) 

  b. 我把一本書看完了。         (任指) 

  c. 我把所有書?
(都)看完了7。        (全稱量化詞) 

但是，同樣表示「任指」的形容詞 ‘任何’ 加上名詞組，卻無法出現於上述的情況。

但，在 否定 (negative) 的情況下，包含 ‘任何’ 的無定名詞組便可以出現。原因可能是

在於像 ‘任何’ 這一類的詞，是屬於必須與「否定詞」連用的 否定連用詞 (Negative 

Polarity Item (=NPI))，故才只能出現於「否定」的「把字句」。試比較： 

 (17) a. *他把任何書看完了。 

  b. 他沒把任何書看完。 

到這裡，大致可以提出下列幾項歸結：(i)把字句的賓語名詞組，基本形式上要求「有

定名詞組」。但若該「有定名詞組」帶有新信息，便無法用於把字句、(ii) 由於構式本身

賓語名詞組「定性」的要求，當無定名詞組適用於該構式的賓語時，也能得到「有定」

的解釋、(iii) 如 ‘任何’ 這類屬「否定連用詞」的無定名詞組，無法單獨適用於把字句。

在上述的觀查後，對於「把字句」的「賓語名詞組」，我們認為由於構式本身要求賓語

必須為「有定名詞組」，因此，「無定名詞組」在適用於該構式的時候，也同時會得到「有

定」的意義解讀。條理化如下所示： 

(18) NP construction → [+definite] 

3.4 「把字句」的語意角色與構式 

「把字句」在傳統語法裡，認為是將「二元述語」的「賓語」前提。而在「述語動

詞組」的限制裡也提到了，動詞必須符合「活動性」、「持續性」與「終點性」。也就是

說，能夠形成「把字句」的句式，主語的「語意角色」必須是「主事者」、賓語則是 客

體 (Th(eme)) 或 受事者 (Pa(tient))。但，在(19)裡，主語 ‘這條路’ 並非「主事者」，賓

語的 ‘我’ 也不會是「客體」或「受事者」，甚至無法轉換成相對應的主動句。 

 (19) 這條路把我走累了。 

由(19)的語意角色來看，主語的 ‘這條路’ 是「補語」的 起因 (Causer)，而賓語的 ‘我’ 

則是 ‘走累’ 的「感受者」，更可以說是 受影響者 (Causee)。反觀，前面所敘述可以轉

                                                      
7
 這裡的「全稱量化詞」的 ‘所有書’ 在「述語動詞」之前，加上 ‘都’ 的話合法度會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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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主動句的「把字句」，也可以用這樣的「語意角色」來說明。因此，我們認為語意

角色的定義，應該從「及物句」較為狹隘的 [Ag, {Th/ Pa}]，在適用到「致使」的構式

之後，成為較為廣義的 [Causer, Causee]。再，表示「終點」的「述語動詞組」，也可以

表示一種「結果狀態」，就 Goldberg (2006) 的構式分類來說，恰好與英語的「結果性次

要謂語」雷同，正好可以藉由前述的「結果狀態」的構式來提出分析。接著，我們將「把

字句」的基本構式以及「句法」與「語義」的 搭配關係 (mapping) 描述如下： 

 (20) [Subj [把 Obj VP]] 

 (21)  

Sem Cause-Result   <Causer      Causee      Result> 

 |      |            |           | 

Re:means PRED   <                            > 

 ↓     ↓           ↓          ↓ 

Syn V   <  S           O         VP> 

然而，這樣的構式，也似乎讓一些 一元述語 (one-place predicate) 得到了一個「結

構上的賓語」。從(22)可以看到 ‘把’ 字後面所帶的「賓語」，並非述語動詞 ‘哭’ 或 ‘醉’ 

的「賓語」，而是它們後面「得字補語」的主語。所以，也可以說是「把字句」在結構

上的需求，而在該位置附加上的一個 準賓語 (quasi-object)。這似乎也呼應了英語裡 致

使移動 (Cause-Motion) 的構式，可以額外地給 ‘kick’ 一個 接受者 (recipient) 的「語

意角色」。試比較： 

 (22) a. 孩子把我哭得整夜睡不好。 

  b. 這酒把我醉得不省人事。 

最後，「把字句」在「賓語」與「述語動詞」之間，都可以插入一個 ‘給’ 字，可能

說明了這一個「句法構式」裡很可能存在著另一個「句法構式」。而這樣的看法，我們

也能從「被字句」與「把字句」的連用得到證明，但由於篇幅的關係就不多做論述。試

比較： 

 (23) a. 我把菜給吃完了。 

  b. 老王被人把老婆搶走了。 

4. 對字句的語法構式 

4.1 「對字句」述語構式的限制 

接著，在初步討論了「把字句」的構式限制以後，本節將針對「對字句」來提出說

明。就句式的結構來看，「對字句」與「把字句」十分相似，兩者皆帶有 外元主語 (external 

subject) 並在述語的前面帶上賓語。但，構成「把字句」述語動詞的「達成動詞」卻不

適用於「對字句」，試比較： 

 (24) a. 我把報告交出去了。 

  b. *我對報告交出去了。 

事實上，就 Vendler (1967) 的動詞分類來看，除了「達成動詞」以外，「活動動詞」

與「瞬成動詞」做述語動詞的時候也都不合語法。換言之，除了「狀態動詞」以外，其

餘的動詞皆不適用於「對字句」。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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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 *他對我看了8。          (活動動詞) 

  b. *政府對違建拆了。         (達成動詞) 

  c. *她拍照不小心對眼眨了。       (瞬成動詞) 

  d. 我對他很不滿9。         (狀態動詞) 

然而，也並非所有的「狀態動詞」都適用於「對字句」。下面(26)可以看出，多以 不

及物狀態動詞  (intransitive stative verb) 來做這個句式的述語，而  及物狀態動詞 

(transitive stative verb) 較少，因為這個原因，(26a,b)沒有(27a,b)所示，相對應的「主動

句」，而(26c)所對應的(27c)，在接受度上則明顯較(27a,b)好，但仍不如一般的及物狀態

動詞10。由此可知，述語動詞前面的名詞組，並不是真正的賓語，而是只能出現於這個

句式的「準賓語」。 

 (26) a. 這家的婆婆對媳婦很 {好 / *愛}。 

  b. 老師總對愛鬧事的學生很 {反感 / *討厭}。 

  c. 我對這件事的始末很 {清楚 / *曉得}。 

 (27) a. 這家的婆婆對媳婦很好。→ *這家的婆婆很好媳婦。 

  b. 老師總對愛鬧事的學生很反感。→ *老師總很反感愛鬧事的學生。 

  c. 我對這件事的始末很清楚。→ 我很清楚這件事的始末11。 

就此，我們也可以對「對字句」的述語動詞的構式提出(28)的條理化說明。 

 (28) VP construction: VP[+stative, -transitive] 

4.2 「對字句」的名詞組的語意角色與構式 

在討論了「對字句」述語動詞的限制以後，接著，外元主語與內元準賓語兩個名詞

組在構式上又有什麼限制？首先，外元主語與「把字句」略有不同，第三章曾經提到，

「把」的主語在語意角色上是「起因」，凡符合語意的名詞組 (如：稱代詞 (如：你/我/

你們/我們 等)、專名 (如：老王)、一般名詞 (如：美國總統、這條路 等)) 都可以做為

主語。然而，「對字句」在述語動詞上要求「狀態動詞」，所以主語的語意角色必須是 感

受者 (experiencer) 的 屬人名詞 (human noun)。試比較： 

 (29) a. 我對這個報道十分不以為然。        (稱代詞) 

  b. 老王對這個女婿很滿意。        (專名) 

  c. 人民對政府相當不滿。       (一般名詞：屬人名詞) 

  d. *這封信對他很重要12。     (一般名詞：非屬人名詞) 

                                                      
8
 有人可能認為，當述語動詞是「活動動詞」的時候，‘他對我看 ∕ 罵 / 叫 / 笑 / 搖頭 / 說話 / 揮手 / 

發脾氣 / 吐苦水 / 送秋波’ 等的句式同樣合語法，但我們認為這裡的 ‘對’ 與本文所討論的 ‘對’ 字並

不相同。述語動詞為「活動動詞」的 「對字句」，可以在「介詞」的 ‘對’ 後面加上「動貌標記」的 ‘著’。

並且，‘對’ 也可以用 ‘朝’ 來代換。而本文所討論的「對字句」則沒有這些用法。 
9
 這裡的述語「不滿」前面必須帶有華語的 繫詞 (copula) ‘很’ 或其他的 程度副詞 (degree adverb，如：

相當、十分、非常)，這種句式都出現於當述語為「不及物形容詞」(如：小明很高∕重 / 笨 / 快樂 / 貼

心 / 聰明 等) 的時候。所以，「對字句」的述語也可能是形容詞組。但，這裡的述語後面，同時也可以

把 ‘很’ 字取代成只有動詞才能使用的 ‘…了起來’，本文因此仍舊把它分析為「狀態動詞」。而就「形

容詞」與「狀態動詞」的區分，仍需要更多的討論，篇幅有限，不在此多加贅述。 
10

 「對字句」的述語動詞，有時也能帶上如 ‘關心、滿意、了解、在乎、認同、喜歡’ 等及物狀態動詞的

原因，可能是因為「對字句」與「把字句」兩者的句式十分相似，以致一些原本可以帶上賓語的狀態動

詞，也可兼用「對字句」來表示如同「把字句」一樣突顯動詞為 新信息 (new  information) 的功能。 
11

 如果這裡把 ‘(很)清楚’ 代換成 ‘一清二楚’ 或是 ‘清清楚楚’，句子的合法度就有相當大的差異了。 
12

 事實上，(29d)完全合乎語法，但卻不適用於本文所討論的「對字句」，主要的原因在於(29a,b,c)裡的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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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述語動詞前的「準賓語名詞組」，則與「把字句」的「賓語名詞組」略有不同。

就先前的觀察，「把字句」的賓語多為「有定名詞組」。但，‘把’ 的構式同時也可以「無

定名詞組」做為賓語，並在語義上加以「有定化」。而「對字句」的準賓語則必須帶上

有定名詞組，只有相當少數的無定的抽象名詞組可以適用。試比較 

 (30) a. 我對他的表現不是很滿意。        (有定名詞組) 

  b. *我對 {一個/任何/所有}表現不是很滿意。     (無定名詞組) 

  c. 我對流行一竅不通。       (無定抽象名詞) 

就構式來看，由於述語動詞是不及物狀態動詞，所以也可以說「對字句」是利用「介

詞」的 ‘對’ 來增加一個語法裡相仿於賓語位置的「準賓語」。這裡就以例句與腳注 9的

觀察，來初步得到下列(31)的構式。 

 (31) [Subj [對 Q-Obj {很/D-Ad} VP]] 

然而，這樣的構式更可以延伸至一個已帶有賓語名詞組或補語子句，而無法再帶上

額外賓語的「二元述語」，而這類動詞也多為「知覺動詞」(如：有、感到、覺得、感覺 

等)。試比較： 

 (32) a. 女孩子總是對服飾比較有敏銳度。 

  b. 她對她的婚姻感到滿足。 

  c. 我們對法院的判決覺得無法接受。 

  d. 我對日本的文化與生活模式感覺不太能適應。 

5. 結論 

在論述了對於「把字句」在語言事實上的觀察後，我們提出下列的歸結：(i) 在「動

詞組」的構式上，「把字句」要求「述語動詞組」必須是「達成動詞」，但仍有少數的「瞬

成動詞」能夠適用、(ii) 在「名詞組」的構式上，由於「賓語名詞組」在言談對話裡必

須是「有定」的，因此就算形式上是「無定」的，也可以在認知上得到「有定」的解讀、

(iii) 在「把字句」的構式方面，「主語」可以解讀為「起因」，而「賓語」則可以是「受

影響者」。依據 Goldberg (2007) 的構式分類，我們也將該構式歸類為「結果狀態」、(iv)

「把字句」的構式上需要形式上的「賓語」，因此「一元述語」可以將後面「得字補語」

的主語提出，來充當構式的「準賓語」。 

而在「對字句」方面，我們也得到下列的歸結：(i)「對字句」必須以「不及物狀態

動詞」來做為述語動詞，由於述語的不及物性，位在述語前的名詞組應視做「準賓語」。

(ii) 在「名詞組」的構式上，主語名詞組必須是語意角色充當「感受者」的「屬人名詞」，

而準賓語名詞組則必須是「有定名詞組」。(iii) 已帶有賓語的知覺動詞，同樣可以在構

式中充當述語動詞。 

最後，我們留下兩個能夠與「把字句」連用的構式：「給字句」與「被字句」來做

未來的研究課題。希望本文針對「把字句」與「對字句」以「構式語法」的角度來說明，

能夠補充說明前面所提到「論旨指派一致性的假說」所未能解決的問題並對兩個相似的

句形進行比較。至於 ‘把’ 字本身應該如何定義，也仍是個未解決的問題，如何客觀的

對它提出客觀的界說，也是未來有待研究的課題。 

 

 

 

                                                                                                                                                                      
字不能在「準賓語」的後面加上 ‘…而言 / 來說’ 等的限制詞，所以在這裡歸類成另一種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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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得字補語句」的漢日對比分析探討日語母語學習者的

「泛化」及「遺漏」 

張文郡 

輔仁大學 跨文化研究所 研究生 

ayaqqq@gmail.com 

摘要 

動後非賓語法的教學一直以來都是對外華語的教學重點之一。尤其以前項為動詞或

形容詞，後項使用動詞句、形容詞句、成語等語法成分的「得字補語句」 (或稱樣貌補

語、情狀補語)的構式不僅複雜，也容易發生誤用、遺漏等偏誤。 

本文使用翻譯語料對比分析得字補語句在日語語境下的常用表現及使用狀況，同時

簡略的說明日文版教材中在得字補語句語法的教學語法後，從 10 名翻譯所學生的練習

題目裡整理出華語母語的翻譯語料及日語母語學生的的中介語語料，分析兩語言間的語

法差異及習得過程中可能造成中介語偏誤的影響因素。 

在 608條的翻譯語料的對比分析中，在日語中表達得字補語句的語義時常用的三種

日語句式。依使用頻率依序為 1.使用「情態副詞」或「接續助詞」連接述語與狀態及情

狀的構式，其次是 2.「形容詞謂語句」及 3.語義中含有結果意的「結果謂語」。在從翻

譯練習題目中抽取出符合前述構式的例句裡，中日組的 6名華語母語者與 4名日語母語

者的使用次數分別為 1、3、4次，日語母語者則分別為 4、2、1次。兩者使用「得」的

頻率呈現明顯反比。顯示日語母語者在將日語句中有語法功能與「得」類似的副詞標識

的句式譯成中文時，有過度使用「得」的傾向，在沒有任何標識的句式時的又明顯低於

華語母語者。 

關鍵詞：得字補語句、對比分析、偏誤分析、對日華語教學，補語教學。 

一、前言 

漢語的語法具有依事件發生順序構成的特點，要描述動作過程時是使用狀語在前，

動詞在後的語序，反之要說明動作結果時則使用動詞在前，補語在後的語序。然而日語

中並沒有時間語序的特徵，使得日語母語的學習者在習得這一類的補語句時，常常需要

許多時間。特別是「得字補語句」的前項述語可以說明動作事件的背景，後項語法成分

能表達事件的結果狀態、程度或情狀，能在用一個單句傳達大量的訊息，不僅符合語言

經濟原則，也是日常生活中很常使用句式之一。因此，如何提升教學效果、減少中介語

偏誤習得值得我們深入研究探討。 

二、文章內容 

1.先行研究 

史彤嵐(2008)在針對動作的動作行為性状与結果的表達方式研究中，指出得字補語

句翻譯成的日語，有的時候是使用主謂謂語句，有的時候是使用能形容詞+動詞的語序，

有的時候使用的是形容詞謂語句，還有的時候，譯成兩個類似連動句的句子。除了顯示

出得字補語句的句法形式的複雜以外，也說明漢日得字補語句的對比研究仍尚未有一個

具體的分析與說明。 

另外，在得字補語句習得的研究裡，鄧小寧(2012) 在 100 萬字留學生的中介語語

料中取得的 1309 句得字語的用例，其中頻率最高韓語母語留學生的使用頻率為 6.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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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字、使用數最低的日語母語留學生的使用頻率為 3.3 次/萬字，日韓學生的使用數的

差異說明日語母語的學生在補語句的使用上有明顯迴避現象。 

2. 對比分析與教材語料： 

2.1翻譯語料的對比分析 

筆者在前次的針對得字補語句所進行的對比分析的研究中，從日本出版的《流》、《我

可不這麼想》及台灣出版的《天橋上的魔術師》、《古都》的 4冊出版品及其中/日譯本總

計 40萬字的翻譯語料中，取得總計 608條的得字補語句的語料，使用頻率各為 14.1次/

萬字、17.4 次/萬字、15 次/萬字、14.8 次/萬字，平均使用頻率各皆在 15 次/萬字上下。

顯示在語言環境的差異並不影響得字補語句的使用頻率。 

在 608條的翻譯語料的對比分析中，也發現「得字補語句」在日語的語境中主要使

用(1)以「情態副詞/接續助詞」的「に、と、て」連接述語與事件狀態、動作樣貌的構

式。(2)使用形容詞謂語句。(3)採用含有結果語義的結果謂語的三種結構。這三類構式

的語料數各為 274 條、111 條、104 條。其中與得字補語句具有類似語用功能的「情態

副詞/接續助詞」的構式佔近半數，約 45%的比例。但仍有半數無法直接從語法對比分

析的方式說明得字補語句的語義。此外，以情態副詞構成的句式，如：「上手に売る」，

在漢語的語境下可譯成「賣得很有技巧」或「很有技巧地賣」。兩句皆符合原句的語義。

形容詞謂語句的「売るのが上手」在漢語的語境中也可以以「賣得很有技巧」、「買賣的

技巧很好」的兩種形式表達。隱含有動作及結果狀態兩個語義的結果謂語。 

得字補語句與日語構式的對照表 

 日文結構 日文語例 中文語義 

得 

1.形容詞+副詞+動詞 上手に売る 
・賣得很有技巧   (得字補語句) 

・很有技巧地賣   (狀中結構) 

2.形容詞謂語句 売るのが上手 
・賣得很有技巧   (得字補語句) 

・買賣的技巧很好 (形容詞句) 

3.結果謂語 売れる 
・賣得很好。      (得字補語句） 

・很暢銷。        (形容詞短語) 

2.2教材語例分析： 

在語料的對比分析以外，本文同時考察了日本地區發行的語法教材，並分析了教材

中舉出的「得字補語句」例句及其日文說明。在《中國語補語》的例句中，以「情態副

詞」結構及「形容詞述語句」說明得字補語句的語義各有 14：8條。在《よくわかる中

國語文法》中，則各有 8：9條。值得注意的是在《よくわかる中國語文法》的「狀語」

的章節中出現的 10 個用例也使用「情態副詞/接續助詞」的構式來說明狀語的功能。顯

示日語的「情態副詞/接續助詞」含有多種語法功能，在漢語裡至少對應兩個以上(「得」、

「地」)的語法點， 

3.中介語語料及偏誤分析： 

3.1中介語語料 

本文中介語語料來自誇文化研究所中日翻譯組的翻譯練習題目。為了分析在三種不

同構式下的偏誤情形，本文從中日翻譯組的 6 名華語母語者(以下 TW 組)與 4 名日語母

語者(以下 JP 組)的練習文章內，以日語原文符合 2.1對比分析中所列出的 3種構式的依

序各抽出 1 例，同時統計 TW 組與 JP 組在翻譯符合使用「得字補語句」語料時的使用

次數及傾向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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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1：本日のテーマを考えて、ありあり と 思い描く。(中：想好主題再具體地描繪)   

                                 [副詞]  接續助詞  [動詞]  

TW：繪聲繪影*的想像、具體*的想像、生動地想像、清楚地描述、想得明確、想好。 

JP：*思考得很詳細、*設定得仔細詳細、*想得清清楚楚、*想得很具體。 

 

    例 2：でき の 良い作品たいがいこれかもしれない。(中：寫得好的作品都是這樣來的) 

 [形式名詞] 助詞  [形]  

TW：寫得比較好、寫得好的、寫得好的、好的作品、有趣的作品、好作品。 

JP：寫得很好的、寫得還不錯的、不錯的作品、好的作品。 

 

    例 3：何冊か出したうちの１つが 売れる ようなもの。(中：出好幾本才有一本賣得好的) 

                               [動詞](自)     

TW：賣得好、賣得特別好、賣得不錯、賣得好、大賣、能賣、*可以賺錢。 

JP：賣得不錯、*很暢銷、*好賣、*亂槍打鳥。 

 

在上述的語料例句中，TW 組使用得字補語句的次數依序分別為 1、3、4次，JP 組

的使用次數則呈現相反的對比分別為 4、2、1次。顯示日語母語者在將日語句中有語法

功能與「得」類似的接續助詞「と」的句式譯成中文時，有過度使用「得」的傾向，但

在翻譯沒有任何類似標識的句式時的使用頻率又明顯低於華語母語者。除此之外，「地」

誤用「得」的頻率也很高，例 1 中的誤用比例甚至是 100%。說明日語母語學習者在使

用「得字補語句」時，不僅容易發生「遺漏」偏誤，「泛化」偏誤的發生率也不低。 

3.2中介語的偏誤分析： 

語料 1.中，作者意在說明自己是在怎麼樣的設定下進行想像，因此採用狀語「地」

的句式比較符合原作想要表達的語義。在漢語裡用來說明動作狀態的「地」與說明動作

結果的補語標識「得」，除了語義上有差別之外，在語序上也有「地」在動詞前、「得」

在動詞後的區別。然而，語料 1.原文所使用的情態副詞「と」在日文中除了同時具有狀

語「地」及補語標識「得」的語用功能以外也沒有語序的區別。所以容易產生如 JP 組

中介語語料「*思考得很詳細」、「*設定得仔細詳細」、「*想得清清楚楚」、「*想得很具體」

的誤用偏誤。高偏誤率也說明對日語母語者來說，「地」與「得」的語用條件的區分及

語境的掌握都有比較高的難度。 

語料 2.裡，TW 組與 JP組使用「得字補語句」與「的字短語句」的比率皆各佔半數。

說明日語母語學習者在區別說明動作結果狀態的「得字補語句」及形容詞做定語修飾名

詞性中心語的「的字短語」的構式上困難度較小。除了個別語法功能的差異比較具體也

容易辨別以外，「的字短語」在一般對話中的使用頻率也高，對提高「得字補語句」的

使用頻率也有一定程度的正面作用。 

語料 3.的日語原文只有 1 個結果謂語「売れる」，在日語中含有結果意的結果謂語

通常在語義裡隱含了產生結果狀態的「動作行為」與引發的「結果狀態」。含有兩個語

義的結果謂語在日語裡常常只是 1個動詞或 1個形容詞，因此要以中文表達時容易受到

原文構式的影響而產生只寫到「動作」或只寫出「結果」的偏誤。這也使得 JP 組在語

料 3.的中介語中，有的語料只以狀語+中心語表達出動作的狀態，如：「好賣」，或是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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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出動作結果，如：「很暢銷」。此類的偏誤不僅遺漏「得」，也缺少對「得」後結果與

「得」前動作的說明而容易引起語義的偏誤。 

從上述中介語語料分析中可以發現，語法對比方式的教學不僅無法充分的解釋「得

字補語句」的語用功能，也容易使日語母語學習者在產出在日語句中是以情態助詞或接

續副詞連接述語與結果的句式時，容易出現過度使用「得」的偏誤。反之，在日語句中

沒有任何語用功能類似補語「得」的句式裡又容易發生遺漏的偏誤。 

4.結論 

針對在前述的中介語分析裡發現的偏誤類型，在教學中建議在不同類型的「得字補

語句中」分別加強以下對於「語順」及「語境」的說明。 

一、針對過度類化的偏誤：日語的接續助詞「に」可以對應狀語「地」及補語「得」，

1 個「に」可以對應 2 個語法點的構式，如果在教學是只說明單一方向的語法，容易造

成理解不足而引起誤用，因此在這個語法點的教學時，應加強語順的說明，加深學習者

對動作的順序與結果狀況產生先後關係的理解，以減少「得」誤用「地」的偏誤。 

二、針對迴避偏誤：日語中含有「動作+結果」的結果謂語的構式，在句子通常裡

只有 1個動詞或 1個形容詞也不會有任何虛詞的語法成分。因此從事件本身是由「什麽

動作」造成「什麼結果(狀態)」的角度，引導學生思考「結果謂語」裡隱含的動作與性

狀的說明之後，再進一步引導學生使用「述語+得+結果狀態」的「得字補語句」以減低

學習的困難度來減少偏誤。 

最後，本文僅在小範圍的語料範圍中觀察中介語現象，尚不足提出完整的研究結果。

為此，今後也將進一步採用語料庫資源以提出更完整的研究分析。 

三、參考資料 

1. 鄧小寧（2012）。『漢語作為二語的「得」字句習得研究』，世界圖書出版公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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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軼倫（2015）。《中國語文法補語完全マスター》，コスモピア出版，日本。 

3. 史彤嵐（2008）。《動作行為性状与結果的表達方式研究》，好文出版，日本。 

4. 王还（1992）。「补语与状语的比较」，《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 年（第 4期）。 

5. 丸尾誠（2013）。《よくわかる中國語文法》，アクス出版，日本。 

四、附錄 

教材語料資料：《中國語文法補語完全マスター》 

1.雨下得很大。                   

2.你的汉语说得不错。 

3.菜做得有點兒鹹。 

4.他高興得跳了起來。 

5.他跑得很快。 

6.媽媽起得很早。 

7.我今天忙得連午飯都沒吃。 

8.我們笑得連眼淚都流出來了。 

9.大家累得連一步也走不動了。 

10.他氣得渾身發抖。 

11.她的字寫得很好看。 

雨が強く降っている。 

あなたの中國語はなかなか上手だ。 

料理は少し塩っぱく作ってしまった。 

彼は嬉しくて飛び上がった。 

彼は走るのが速い。 

お母さんは起きるのが早い。 

今日は忙しくて昼ごはんも食べなかった 

私たちは笑いすぎて、涙まで出てきた。 

みんな疲れて１步も動けなくなった。 

彼は怒りのあまり全身震えている。 

彼女の字はとてもきれい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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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他講得不夠具體。 

13.小王說得很有道理。 

14.你今天怎麼來得這麼晚？ 

15.他說日語說得像日本人一樣。 

16.這裡的物價高得嚇人。 

17.他疼得叫出了聲。 

18.她困得眼皮直打架。 

19.強風吹得我睜不開眼睛。 

20.他高興得合不上嘴。 

21.他感動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22.他緊張得兩腿發軟。 

彼の言うことは具体性に欠けている。 

王さんの話は理にかなっている。 

今日はどうしてこんなに遅く来たの？ 

彼は日本人のように日本語を話す。 

ここの物価はびっくりするほど高い。 

彼は痛くて声を上げた。 

彼女は眠くて目がずっとしょぼついている。 

強い風に吹かれて目も開けられない。 

彼は嬉しくて笑いが止まらない。 

彼は感動のあまり何も言えなかった。 

彼は緊張のあまり両足の力が抜け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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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籍高級華語學習者習得結果補語「完」的偏誤分析及教學

建議 

陳玄恩 

國立台灣大學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Endele5678@gmail.com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泰籍高級華語學習者使用漢語結果補語「完」的偏誤現象。研究採用

對比分析及問卷調查，歸納學生的偏誤狀況及原因，最後提出教學建議供借鑑。根據 28

名泰籍學習者上網填寫問卷的結果顯示，結果補語「完」的答對率僅 72.11 %，顯示高級

學習者仍會在處理複雜句型時出現偏誤的狀況，而導致學習者產生偏誤的主要因素為學習

者母語的負遷移。泰語語法中沒有補語「完」的結構，能對應到漢語補語的結構為泰語的

狀語結構。經過本研究的對比分析後發現，泰語狀語結構中賓語與狀語的關係比漢語補語

結構中動詞與補語的關係更為緊密。因此，若教師在課堂中講解兩個語言在句型上的異同，

必然可以讓學習者掌握漢語結果補語中的緊密性原則，亦能有效減少學習者在生活中使用

補語「完」的偏誤。 

關鍵字：結果補語、華語語法、泰語語法、對比分析、偏誤分析 

一、前言 

華語教學隨著中國經濟的提升逐漸受到重視。根據江惜美（2007）所述，台灣推廣華

語教學已有七十八年之久。自 1957 年起，許多華僑定居於越南、印尼、泰國、緬甸等地，

因此中國及台灣教育部開始在東南亞設立華僑學校。期間，泰國政府與中國簽訂外交關係，

學習華語的熱潮逐年上升，甚至堪稱華語熱潮最蓬勃的時期。除了為台商子弟設立的華語

中心外，泰國教育部也開放泰籍人士或泰國華人創辦學校及補習班供泰籍學生學習華語。

然而，華語教材並沒有因華語教學的普遍而受到關注，泰國政府到目前為止仍未針對泰籍

學習者統一編製華語教材。在泰國學校所使用的教材多以為英語母語人士所編製的《實用

視聽華語》及《遠東生活華語》，而泰國當地的華語補習班則多採用任景文（2001）為泰

籍學習者所編製的《初級漢語》一書。由此可見，華語教師在泰國教學面臨最大的難題就

是找不到適用的華語教材。對泰籍學習者來說想要將華語語法對應到母語已經是一個挑戰，

更何況是用英語了解華語語法又是另一個挑戰。 

國內外探究泰籍學習者學習華語的研究並不多，針對語法的分析更是屈指可數。筆者

發現1泰籍學習者寫句子或短文時，常將「寫完作業」誤寫成「*寫作業完」。換言之，學

習者會將 「動詞 (V)＋補語 (C)＋賓語 (O)」的語法結構寫成「V＋O＋C」的結構。這個

情況並非只出現在初級學習者身上，高級學習者不管是在書寫或是口頭產出時仍會出現混

淆的狀況。因此綜上所述，筆者希望在本研究中利用問卷調查及對比分析的方式來了解泰

籍高級學習者使用漢語結果補語的偏誤，並在文末給予相對應的教學建議。本文的研究目

                                                        
1研究前，筆者先尋問一位在泰任職的華語教師泰籍學生常犯的錯誤，並請來 3 位泰籍高級華語學習者填寫

問卷試題。筆者透過先導性研究發現，即便學習者已經到達高級程度仍會在選擇正確結果補語句型時有嚴重

混淆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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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有三：一、從數據中歸納泰籍高級華語學習者使用結果補語「完」的偏誤狀況及特色、

二、透過對比分析探討造成泰籍學習者使用漢語結果補語「完」的偏誤原因、三、針對泰

籍學習者結果補語「完」的偏誤提供對應的教學建議。 

二、文獻探討 

2.1 漢語結果補語結構 

「補語」乃漢語的語法特色之一，其功能為補充說明主語和賓語的關係。黃素娥

（2011）將補語歸類成：情態補語、結果補語、趨向補語、可能補語、動量補語和時態補

語。 補語可以是動詞或形容詞，常見的動詞搭配有「完、到、上、下、來、去」等，形

容詞則有「好、壞、錯、飽」等。其中，動詞「完」主要用在「結果補語」的結構中來評

價動作或事件的終點。結果補語「完」的結構為「動詞 (V) ＋補語 (C) + 賓語 (O)」，「完」

字放置在動作後，如「寫完」或「 寫完作業」。  

莊舒文（2001）認為「完」反映了時間及空間，表示事件在某個時空中已經結束，因

此「完」時常與動貌標記「了」搭配。值得關注的是黃柏榮（2011）歸納出漢語在同時使

用「完」和「了」時，「了」只能附著於句末，且句子加上「了」會影響整個句子的完整

性，如「我吃完飯」及「我吃完飯了」。「我吃完飯」表示「飯被吃完」，但是句子尚未完

整，動作會繼續進行。完整的句式「我吃完飯了」則同時表示「飯被吃完」及「吃飯的動

作已經停止」。 

程嵐（2010）認為結果補語在漢語中的使用頻率極高，但是對普遍的華語學習者來說

是一個學習難點。學習者不僅會因母語中沒有對應的形式而產出偏誤的句型，還會因母語

為有標的語言包含太多對應的形式而出現混淆的狀況。研究者在研究中進一步提出漢語結

果補語的兩個特色，其一為其音節的特色，另外一個則是結構的緊密性。動詞和結果補語

搭配時多以單音節為主，如「吃」和「掉」，形成「吃掉」的雙音節結構。另外，結果補

語是針對動作整體的描摹進而表現整體事件的完結，其結構是在動詞後加上「完」，如

「吃（V）＋完（C）＋飯（O）」。換言之，結果補語及動詞之間的緊密性使「V＋C」間

不可穿插其他成分。 

2.2 泰語結果補語結構 

漢語和泰語皆屬漢藏語系的孤立語。不管是漢語或泰語的母語人士都是以變換語序的

手法來表達時序或事件的結果。兩個語言間雖有許多相似結構，但也有其差異之處，而

「補語」就是兩者的差別之一。王嬌嬌（2010）在研究中表示，泰籍學習者習慣將漢語的

結果補語對應至泰語中的狀語形式，結構為 「V＋O＋狀語（ADV）」。泰語中的動詞和漢

語的一樣，都可以搭配結果補語來表示事件的終點。然而，泰語的動詞和補充說明動詞的

成分不像漢語一樣緊密，反而是動詞及賓語的關係更為緊密。由此可見，泰語中表達結果

補語的形式是先表達動作所涉及到的賓語，再以狀語修飾動賓詞組表達結果，如下列例句

（1）。 

(1)  มาล ี      อา่น   หนังสอื   เสรจ็    แลว้ 
 瑪麗         讀      書       完      了 

 瑪麗讀完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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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玉川（2008）亦發現泰語與漢語的動詞都放在修飾語前，但與漢語不同的是泰語中

的賓語都放在被修飾語前 。因此，當漢語的補語不帶賓語時，學習者幾乎不會有偏誤的

狀況出現，如例句（2）。反觀，當補語與賓語同時出現時，學習者就會有嚴重的母語負遷

移的狀況。除此之外，研究者透過數據發現泰籍學習者在使用結果補語「完」的形式時最

常產生「錯序」的偏誤，如「做完作業」會譯作例句（3）。總而言之，泰籍學習者歸納漢

語補語結構並對應至自身的母語是導致使用上的偏誤率增高為主要原因。 

(2)  มาล ี     ท า   เสรจ็   แลว้ 
 瑪麗       做     完     了 

 瑪麗做完了 

(3)  มาล ี     ท า   การบา้น   เสรจ็   แลว้  
 瑪麗       做     作業       完     了 

 瑪麗做完作業 
 

2.3 語言習得偏誤 

Corder（1967）曾區分二語習得中的「錯誤」及「偏誤」，他認為學習者的語言錯誤

不可與其使用語言時所產生的偏誤相提並論。「錯誤」的產生並非受到語言能力層面影響，

所以從中找不到特定的規律。反之，「偏誤」是可以被歸納的，亦可透過了解學習者的母

語及目標語的差異進行比對及修正。 

王嬌嬌（2010）在分析問卷後發現泰籍學習者學習漢語補語的四大偏誤為：賓語的錯

序 24.71%、結果補語誤代 17.31%、否定副詞 11.44%，及「了」的錯序 0.30%。其中，結

果補語誤代是指學習者在未能完整掌握動詞及補語搭配的狀況下所產生的偏誤，如例句

（4）的肯定句及例句（5）的否定句。在肯定句中，學習者會受到母語影響而將「完」字

放置於賓語之後。而在否定句中，學習者亦會受到母語的負遷移而將賓語放置於否定詞之

間。另外，研究者還發現學習者使用「賓語」及「了」時會出現錯序的偏誤，例如例句

（6）將「念完書了」寫作「*念書完了」。 

(4)  มาล ี     ท า   การบา้น   เสรจ็   แลว้   คอ่ย   นอน 
 瑪麗       做     作業      完      了     再     睡 

 瑪麗做完作業了再睡 

(5)  มาล ี     ยงั    กนิขา้ว    ไม่   เสรจ็   ก็   วิง่   ออกไป   แลว้ 
 瑪麗       還       吃飯     沒    完     就   跑    出去     了   

 瑪麗還沒吃完飯就跑出去了 

(6)  มาล ี     อา่น   หนังสอื   เสรจ็   แลว้ 
 瑪麗        念      書       完     了 

 瑪麗念完書了 

陳俊光（2011）提及第二語言習得會因母語的影響進而產生遷移。除了第二語言受到

第一語言的形式影響外，第二語言行為也同樣會影響母語。可見，跨語言的影響是造成學

習者學習語言過程中的難處是產生偏誤的原因。而偏誤分析主要是針對學習者使用二語的

偏誤來分類，包括：過渡類化或簡化所產生的「語內偏誤」及母語遷移的「語際偏誤」。

本研究主要探討不同環境的語言表現導致泰籍學習者學習漢語時受到母語語序遷移的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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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對比分析理論 

陳俊光（2011）將對比分析架構分為兩種：一是強式、二是弱式。強式架構指的是古

典分析架構，主要以預測學習者在學習二語時可能會遭遇的困難點。此切入點缺乏客觀依

據，屬於先驗式的研究。弱式架構則是填補強式架構的缺陷，先檢視偏誤進而歸納偏誤的

特色及類型。作者亦將二語習得的母語遷移的對比分析分成四類，分別是：將認知觀點納

入研究中、參考功能性的篇章與語用、跨語言的制約條件，及跨語言學習者表現比較。本

研究綜合強、弱式的架構先診斷學生的難處，再針對偏誤進行跨語言學習者表現的比較及

分析。 

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對象 

本研究徵求 28 名學習華語超過 5 年以上的泰籍高級華語學習者在線上2填寫結果補語

「完」的試題。學習者皆為畢業於泰國某國際學校的學生，年紀落在 20 到 25 歲之間。其

中學習年限超過 10 年的受試者共 17 位，學習時數達 5 年但未滿 10 年的受試者共 11 位。 

3.2 研究設計 

研究前，筆者找了 3 位學習華語超過 10 年的泰籍人士、及 1 位目前在泰任職的華語

教師，詢問有關泰籍學生在學習或產出時的語法偏誤。經調查後發現，學習者到了高級階

段仍不清楚「完」的語法規則。因此，學習者在寫作業或對話時常會產出「V＋N＋完」

的偏誤句型。本研究進行中，筆者先請 28 位泰籍學習者在線上完成結果補語「完」試題，

接著透過問卷填答的數據來歸納高級學習者的偏誤率及偏誤特點。最後，筆者亦採對比分

析探討漢語與泰語表達結果的句型結構中的異同處，並在文末提出教學建議供華語教師借

鑑。 

3.3 問卷設計 

本研究主要以學習者填答問卷的數據進行定量分析。問卷題目皆為選擇題，共分為 5 

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為基本資料，用以確認學習者的年齡、學習華語的年限及學習華語的

場所等資訊。第二至第五個部分為 40 題「結果補語」及「動貌標記」相關的選擇題，每

一題有三個選項。問卷中 15 題為「完」相關的題目、15 題非「完」相關的「結果補語」

的題目，另外 10 題為動貌標記的混淆題，用以避免學生發現研究目的而影響研究結果。

測驗中，受試者須在讀完題目後判斷題目中的句型是否正確。若正確，受試者須勾選「正

確」。若受試者認為題目中的句型有誤，則須從另兩個選項中選出正確答案。 

四、研究結果 

4.1 「完」的偏誤分析 

問卷的結果如圖一所示， 結果補語「完」的答對率為 72.11%，其餘非「完」的結果

補語答對率為 81.01%。也就是說，學習者使用「完」時較容易被混淆才會導致偏誤率比

其他的結果補語及動貌標記高。 

                                                        
2筆者先用 Google Drive 系統中的 Google Forms 製做線上問卷供受試者填寫，再參考系統所提供的圖表資料

統整研究中所需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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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問卷各題型的答對率 

筆者截取問卷中有關「完」的題目，將各選項的選取狀況呈現於表一中。表格的左欄

為「完」的題目，接著將學生有可能選擇的答案分為漢語補語結構「V＋完」、泰語狀語

結構「O＋完」及「其他選項」。據表一統計，受試者屬高級華語學習者，基本句型如第 1 

及 2 題偏誤率並不高。再者，筆者從第 1、9、12、15、18、24 題中發現，學習者不會把

主語或量詞與結果補語放在一起，也不會將主語放置句末。此外，從第 38 及 40 題中還可

以判斷學習者了解「就」的語法功能，不會因為「完」而產生偏誤。比較特別的是，從第 

3 及 13 題中可以看到學習者偶爾會將「完」的結構「S＋V＋完＋O」和謂語性補語（如：

英文書，我不要）的結構搞混。 

表 1 問卷「完」的題目中各選項的選取人數 

「完」題目 「V＋完」 「O＋完」 其他選項 

1. 他吃飯完 25 1 2 他完吃飯 

3. 我寫完作業 23 2 3 作業寫完 

9. 我唱歌完了 21 7 0 唱歌完了我 

12. 我看電影完 25 3 0 看完電影我 

13. 我讀完書 20 7 1 我書讀完 

15. 他打電話完了 15* 13* 0 打電話完了他  

18. 茶喝完我 24 4 0 茶喝完我 

21. 他跑步完了 13* 15* 0 我跑步了完 

24. 他喝奶茶一杯完 23 5 0 喝奶茶一杯完 

26. 他聽新歌完 26 2 0 他新歌聽完 

30. 我喝酒完很快樂 17* 2* 9* 很快樂喝酒完 

32. 讀英文完讀華語 12* 12* 4* 讀英文讀華語完 

35. 喝酒完在喝咖啡 18* 7* 3* 喝酒再喝咖啡完 

38. 他聽故事完就哭了 23 3 2 他哭了就故事聽完 

40. 他看完電影就睡覺 20 7 1 他睡覺就看電影完 

即便泰籍高級華語學習者已經完整掌握基本的補語句型，但是從表一中仍可以觀察到

學習者在使用較為複雜的結果補語「完」句型時偏誤率就會上升。有趣的是，學習者的偏

誤都是有規律的，如第 30、32、35 題包含形容詞或兩個動詞的句型及第 15 、21 題「完

＋了」的句型。學習者在學習結果補語時會把已經習得的謂語「V + O」（如：讀書）當成

72.11%
81.01%

86.68%

結果補語「完」 其他結果補語 混淆（動貌）

答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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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跑步
完了
54%

他跑完
步了
46%

21. 他跑步完了/他跑完步了

一個動詞詞組，再加上「完」來表現出一件事的終點。這樣的語法觀念導致學習者在使用

結果補語時會出現「V＋O＋完」（如「*讀書完」）的偏誤狀況。由此可見，高級華語學習

者使用簡單的句型不會有混淆的狀況出現，但是在面對重動句時就會出現母語負遷移的現

象。 

從圖二中可以看出高級學習者對「完＋了」的結構是不熟悉的，且出現嚴重的母語負

遷移及混淆的狀況，其偏誤率分別達到 46% 及 54%。漢語中用來表示整個句子範疇的結

果及事件結束的「了」字通常會置於句末，與結果補語「完」搭配的結構為「V＋C＋完

＋O＋了」。然而，泰文中的「了」字雖也是附著於句末，但是表達結果的狀語結構與漢

語不同，所以搭配「了」的結構便是「V＋O＋ADJ＋完＋了」。研究發現，高級學習者能

正確處理「完」的結構，但對他們來說判斷更高一階的語法結構比較困難。因此，當學習

者在句子中單獨看到「完」時並不會有疑慮，但同時看到「完」和「了」時，就會受到母

語語法的影響。 

   
圖 2 問卷第 15 及 21 題之答題比例 

再者，雖然第 30、32、35 題中選擇「O＋完」的人數不算多，但是學習者多數仍選

則「其他選項」中「完」放在賓語後的選項。換句話說，在兩個動詞及賓語重複出現時學

習者會將「完」放在第二個賓語後面，如「*讀英文讀中文完」。若將「其他選項」納入

「O＋完」的偏誤選項來看，第 30、32 及 35 題的偏誤率高達 39%、57%、36%。由此可

見，學習者還沒有完全掌握漢語語法中「完」的規則及用法。 

綜上所述，雖然多數學習者已經學習華語超過 10 年，但他們在使用「完」時仍然會

出現偏誤。學習者雖知道「完」的語意功能，但並不清楚結果補語的語法結構。這即是導

致學習者在面對較複雜的句型時會有母語負遷移狀況的原因。 

4.2 比較「完」和其他結果補語的偏誤 

問卷中除了使用 10 題動貌標記的題目當作混淆題外，還參雜了 15 題除了「完」以外

的「其他結果補語」，如「嫁錯、吃光」等。因動貌標記與「完」的結果補語性質不同，

不具可比性，所以將不列入本研究的探討範圍中。本章節只討論與補語結構相關的題目。 

經筆者分析其他結果補語的數據後發現，其他結果補語的答對率比結果補語「完」來

得高，其答對率約 81.01%，這樣的比例仍然值得探討。學習者雖在使用「其他結果補語」

的偏誤率雖然比較低，但還是會有少數「錯序」的偏誤出現。更值得一提的是，觀察表二

可以發現結果補語「V＋C」和「V＋完」兩者的偏誤類型相似。 

 

他打完
電話了

54%

他打電
話完了

46%

15. 他打電話完了/他打完電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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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問卷「結果補語」的題目中各選項的選取人數 

題目 「Ｖ＋Ｃ」 「Ｏ＋Ｃ」 其他選項 

11. 他人嫁錯 21 1 6 他人嫁錯 

17. 我吃魚光 15 12 1 我魚吃光 

28. 我們課文讀懂 22 5 1 我們課文讀懂 

36. 他打破玻璃 19 5 4 他玻璃打破 

學習者容易忽略謂語和結果補語的緊湊性而在中間插入其他成分，例如「*他吃魚光」

或「*我們讀課文懂」。然而，除了典型的「O＋C」偏誤外，學習者還會將結果補語後置，

形成「O＋V＋C」如「*他人嫁錯」或「*他玻璃打破」的句型。雖然「V＋C」的形式正

確，但卻有賓語錯序的狀況出現。總而言之， 學習者在使用其他結果補語時，除了會產

生類似「O＋完」的典型偏誤外，還會有賓語錯序的偏誤 。 

五、漢泰語法對比分析 

泰語的語法結構中與漢語補語結構最相似的是狀語結構。即便泰語沒有補語結構，教

學者仍可以在教學課堂中依據泰語的狀語結構讓學生更清楚明白補語結構的功能。漢語結

果補語的肯定句結構為「V＋C＋O」，而泰語能夠對應的狀語結構則是「V＋O＋ADV」。

漢語及泰語的結構中，動詞都放置於句首，且都可以用「完」或「เสรจ็ (sed)」來表示動

作結束。不同的是，漢語的賓語放置句尾，而泰語的賓語則放置句中。由此可知，泰籍學

習者在學習華語時，若直接將補語結構對應至泰語的結構就會出現以下偏誤： 

(7) มาล ี       ท า   การบา้น   เสรจ็   แลว้ 
瑪麗         做     作業      完      了 

瑪麗做完作業了 

(8)  มาล ี     วิง่         เสรจ็   แลว้ 
 瑪麗      跑步          完     了 

 瑪麗跑完步了 

結果補語的結構是用來表示一件事情完結，但是母語人士偶爾會搭配否定副詞「不」、

「沒」或「還沒」來表達動作尚未結束或正在持續進行。其中， 漢語中的「不」和「沒」，

在泰語中都是用「ไม่ (mai)」，此為泰籍學習者學習漢語的一大難點。因此議題3不在本研

究範圍內，筆者將暫時不在本章節對比泰語及漢語搭配結果補語與「不」和「沒」的結構。

然而，漢語否定副詞「還沒」及泰語否定副詞「ยงัไม่ (yang mai)」與「完」搭配的頻率極

高，功能為表達事情在將來會完成但到目前為止尚未完成。在漢語中，「還沒」 黏著度高，

放置在補語前，其結構為「否定副詞（還沒）＋V＋C＋O」。泰語的「ยงัไม่ (yang mai)」

黏著度則不高，其結構則是 「否定副詞（還）＋ V ＋ O ＋否定副詞（沒）＋ADJ」。又， 

結果補語的否定副詞句型與肯定句相似，學習者在使用時常會忽略「V＋C」的緊密性，

進而構成與肯定句類似偏誤，如： 

                                                        
3 「ไม่ (mai)」為泰語中最常用的否定副詞，它已經可以涵蓋幾乎所有的否定副詞的功能，所以泰籍學習者

在使用「不」和「沒」時常有偏誤的狀況出現。否定副詞為泰籍漢語學習者學習漢語的難點之一，目前已經

有許多研究者採對比分析及偏誤分析探討此議題。此議題較為複雜且與本研究目標不相關，筆者將暫時不在

文中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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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มาล ี    ยงั     กนิขา้ว      ไม่     เสรจ็  
瑪麗      還       吃飯        沒       完 

瑪麗還沒吃完飯 

(10) มาล ี       ยงั     คยุโทรศพัท ์    ไม ่     เสรจ็ 

瑪麗         還        講電話        沒        完 

瑪麗還沒講完電話 

(11) มาล ี      อา่น   หนังสอื   เสรจ็   แลว้ 
瑪麗     念     書     完   了 

瑪麗念完書了 

比對兩個語言用來表示結果的句型結構後發現，泰籍學習者典型結果補語偏誤的主要

原因是無法掌握漢語結果補語中動作及補語的緊密原則，換言之，「Ｖ＋完」不可以拆解。

然而學習者因受到母語的干擾常有誤拆的狀況，例句（11）即變泰籍學習者學習補語的成

典型偏誤。 

六、教學建議 

筆者從研究結果發現，學習者會以「構式整體記憶」的方法將動賓詞組加上補語「完」

來表示動作完成，例如：「洗澡＋完」。然而，漢語的結果補語結構是將動賓詞組中插入補

語成分，構成「V＋C＋O」的結構。因此，筆者建議針對年齡層較小的初級學習者，教師

可以：1) 讓熟悉漢語結果補語中動詞及補語的緊密性；2) 利用學生已知的生詞，以問句的

方法導入正確觀念；3) 讓學生重複練習造句子並應用至生活情境中。對於成人學習者，教

師則可以：1) 用對比法教學講解漢泰句型的異同處；2) 以學習者熟悉的生詞講解離合詞的

定義；3) 讓學生重複演練造句並應用至生活中。 

漢泰表達結果的句型結構分別為：漢語「V＋C＋O」及泰語「V＋O＋ADV」。比對

漢語結果補語及泰語狀語結構後發現，漢語的動詞語補語結構較為密切，泰語則是賓語與

相較於漢語補語的狀語結構較為密切。因此，針對年齡層較小的學習者，教師可以選擇頻

率高且學習者已經熟悉的動詞，用動作或圖片表現出「吃完」、「喝完」等動作，讓學習者

了解「完」的意思。接著，教師可以指著真實物件或圖片問學生「老師（V） 完什麼？」，

例如：教師指著「飯」的照片問學習者：「老師吃完什麼？」學生應回答：「老師吃完飯。」

學習者熟悉結構後，老師便可以帶活動或讓學習者寫學習單，以利加強學習者對結果補語

結構的印象 。  

針對成人或是高級學習者，教師除了用問句讓學習者熟悉結果補語結構外，還可以對

比教學的方式補充說明漢泰表達結果的句型結構。再者，教師也可以利用頻率較高的離合

詞進一步讓學習者便能了解漢語中動賓詞組加上補語「完」時會出現離析的現象4。教師

應先挑選適合學習者的生詞，再利用問句的方式讓學習者熟悉離合結構。另外，筆者強烈

建議教師可以在課堂中讓學生玩遊戲或寫學習單，以利加深學生印象。活動及學習單詳見

附件一，教師可以依據年齡層的不同做調整。 

綜上所述，漢語及泰語不帶賓語的結構相似，不會帶給學習者學習困擾。因此，教師

可從最基本的「V＋C」句型建立學生正確的觀念，再以問句的方式讓學習者了解漢語動

                                                        
4王海峰（2009）認為「離合詞」在「合」的狀態下是常態，然而「離」時則是異態。據研究者統計，離合

詞插入「了」的離析形式最多，其次就是插入補語的離析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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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及補語的緊密性。最後，教師可以利用活動及學習單加強學習者對結果補語結構的印象，

並將其結構融入生活的情境中。 

七、研究限制與展望 

因本研究只採記 28 名來自同一所學校的高級泰籍華語學習者的問卷回饋，研究結果

嚴格來說並不足以涵蓋所有泰籍高級學習者的狀況；然而研究發現仍可作為教師參考依據。

其次，研究中只針對高級學習者的偏誤作數據分析，筆者建議在未來的研究中可以用輸出

的方式來探討初級及中級的偏誤，又或是更進一步比較三個級別的學習者使用結果補語偏

誤的狀況。 

最後，漢語補語結構除了獨特外還具多多樣化特質。本研究以漢語結果補語的肯定句

結構作為研究目標，但泰語和漢語否定結構的不同也會增加學習者學習否定結果補語的難

度。因此，兩個語言否定副詞的使用仍有待探究。除此之外，筆者也建議可以在未來的研

究中探究結果補語疑問句的形式。由於泰語中沒有任何補語形式，所以泰籍學習者對所有

的補語都可能會因母語遷移的影響產生使用偏誤。在未來研究中亦可針對其他結果補語作

偏誤分析及對比分析來加強泰籍學習者對補語的理解及掌握。 

八、結論 

補語結構是漢語母語人士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率極高的結構之一，經研究發現，泰籍高

級漢語學習者填答結果補語的答對率僅 72.11%，且導致學習者使用偏誤率增高的主要原

因為母語負遷移。雖然此偏誤較常出現於初級學習者身上，但從研究中可以得知高級學習

者不但沒有完全掌握結果補語的結構，還會在面對複雜的補語結構句式時產生困擾，甚至

有石化及學習停滯期的現象。  

漢語結果補語的結構為「V＋C＋O」，句中動詞及補語的關係相當緊密，中間不可穿

插任何成分。因此，原本的動賓結構「V＋O」（如「讀書」）在搭配「完」時就必須拆解，

寫作「讀完書」。結果補語標記「完」及動貌標記「了」都是用來表示動作完成，所以通

常都會在句型中同時出現，表現動作及句子的完整性。泰語中沒有結果補語結構，能對應

到漢語補語的結構為泰語的狀語結構。泰語狀語結構中的「เสรจ็ (sed)」相等於漢語補語

標記「完」、「แลว้ (leow)」則是動貌標記「了」。不一樣的是，泰語表達動作結果的結構為

「V＋O＋ADV」。在這種情況下，學習者會以整體的方式記憶動賓詞組，再將補語放置賓

語後。因此，泰籍學習者時常在有動詞及賓語的句型中構成典型偏誤句型，如「*做作業

完了」。  

漢語的補語結構是華語教學的教學難點之一，筆者認為教師應在課堂中加強學習者對

結果補語「V＋C」緊密性原則的認知。這樣一來，泰籍學習者不但能減少學習困擾，還

能完全掌握結果補語，更能避免在高級時出現結果補語的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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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結果補語「完」練習卷 

 

  

 

 

 

 

 

 

 

 

I. 說一說： 

兩個人一組，說一說他們怎麼了？ 
 

 

1.      2.       

 

3.       4.     

 

 

II. 演一演： 

 

a. 老師把學生分成 A 和 B 組。老師給 A 組學生一個字卡，學生演，其他學生猜，

看哪一組快。老師給一個 B 組學生字卡，學生演，其他學生猜，看哪一組比較快。 

 

b. 三個學生一組，每個學生五張圖卡。學生輪流演圖卡上的圖片，其他學生猜，最

快猜對的學生可以拿到圖卡，最後看誰手上比較多張卡。 

 

III. 填一填： 

 

1. 我 _____________ 作業了！ 

 

2. 我 _____________________ 兩碗飯了。 

台灣大紀元 
紅動中國 

Clipart kids 

水 喝水 喝完水 

台灣大紀元 陶知網 

Giga circle 
花邊網 

6xiu.com worldartsme.com Giga circle 阿波羅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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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媽媽問我：「你 ___________ 奶茶了嗎？」 

 

    我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但是我還想再喝。」 

 

4. 我問爸爸：「你 ________________ 了嗎？」 

 

    我說：「我明天還有一個考試。」 

 

5. 我還沒 ___________________，所以不想去睡覺。 

 

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V. 問一問： 

打三個問題寫在 4、5、6的空格裡。問三個朋友問題，把答案寫下來。 

A: 你喝完飲料了嗎？    

B: 我喝完了。/ 我還沒喝完。 

 

V. 回家作業（你週末要做什麼？） 

問題 1 2 3 

1. 你喝完飲料了嗎？    

2. 你寫完作業了嗎？    

3. 你上完課了嗎？    

4.     

5.     

6.     

時間 做什麼 

8:00-8:10 我刷完牙，就去吃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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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慕課、四門課程、六種角度、八個經驗 

廖灝翔 

麻省理工學院 

hliao@mit.edu 

摘要 

近來幾個大學紛紛推出國際漢語慕課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簡稱 MOOCs)，

包括北京大學、北京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台灣師範大學，內容涵蓋語言、漢語水平

考試、商務漢語以及漢語語法。慕課是資金、技術與教學實踐的結合，一門優質慕課正是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的真實寫照。中文慕課課程 MandarinX 2015 年於 edX 平台

推出以來，迄今已陸續推出 Basic Mandarin Chinese Level 1、Level 2、Level 3 以及

Mandarin Chinese for Business 四門課，全球註冊學習者人數高達 17 萬人。本篇報告第一

部份講者將以教學法為經、課程設計為緯，從迅速反饋(rapid feedback)、翻轉課堂 (flipped 

classroom)、積極閱讀 (active reading)、針對提示 (adaptive hinting)、靈活傳遞 (flexible 

delivery)以及實境模擬 (simulations and visualizations) 六個角度分享兩年來參與此四門慕課

課程設計的經驗。探討主題有：一、MandarinX 之教材、教法及教學理念。二、 慕課課程

製作，包括主題、內容、錄音、錄影及數位 。三、如何評量慕課學習者？四、 社群媒體

和慕課之間的關係。五、相關經費。六、慕課語言課程是否有效？ 

報告第二部份將著重在聽說讀寫四項技能於中文慕課課程之呈現，提出聽與讀仍為慕

課課程處理的主要內容，分析各個大學計劃推出慕課之際，除了錄像、詞彙、語法註解、

文化知識及書面練習外，如何通過合作截長補短克服學習者說與寫輸出方面的技術問題，

在 「全球化即個人化 (globalization in individualization)」的思維下，為語言慕課尋找下一

個質量提升的可能性。 

關鍵詞: 慕課、翻轉課堂、全球化 

一、慕課簡介 

2012 年是慕課發展史的關鍵一年，該年三個慕課最重要的平台 Coursera, edX 以及

Udacity 紛紛成立且推出課程。Coursera 由史丹佛大學主導 ，edX 由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

學院共同成立，Udacity 則多由企業贊助。所謂「慕課」，其原英文名稱為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意即網上開放式課程，簡稱 MOOCs，中文或譯為「磨課師」。慕課初衷

是希望將優質教育免費分享給全世界的學習者，無論身處何地，無論生活水平，只要有網

絡，開個帳號，便能上網學習，實現「優質教育無疆界」的理念。 

在 Coursera 及 edX 兩個平台開設課程的多為世界百大名校，例如 Coursera 的史丹佛

大學、芝加哥大學、北京大學、台灣大學 (見圖一)，edX 的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北

京清華大學等 (見圖二)。換言之，不是任何學校繳了平台費就能加入。除了學校以外，還

有一些企業及非營利組織加入，前者如 IBM，後者如 MandarinX。慕課初期大部份的課程

免費，但若學習者完成課程後想得到課程證書(certificate)，則需繳交一筆費用，美金 40-

80不等。截至目前，Coursera 及 edX 兩個平台總計開設超過 3500個課程，全球學習人數

達五千八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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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使用 Coursera的學校及組織 (截圖) 

 
圖二：使用 edX的學校及組織 (截圖) 

二、慕課與傳統課堂 

慕課與傳統課堂的關係可以用實體商店與線上購物來比擬。傳統課堂課時固定、教室

固定、授課老師也固定，其結果之一便是部份學習者因課時不能配合而無法學習，正如實

體商店在休息時間顧客無法購物。慕課為在線課程，有兩種上課模式，一是「教師模式 

(instructor-led)」，一是「自主模式 (self-paced) 」。「教師模式」顧名思義就是跟著老師走，

採用這種模式的大多為一門新課，因為第一次亮相所以由老師引導從頭到尾走一遍。「自

主模式」則為學習者根據己身情況，時間靈活掌控下一個單元一個單元學習，完成課程。

大多數的慕課課程在第一次開課後都會採用「自主模式」，因為所有課程材料均在網上，

學習者可以自學，且節省營運人力。 

慕課初期多以學科課程為主，例如生物學、經濟學、計算機科學、中國歷史、西洋藝

術史等，語言慕課相對少見。2015 年起，Coursera 及 edX 兩個平台開始出現國際漢語慕

課課程，包括北京大學、北京清華大學、 上海交通大學等，內容涵蓋語言、漢語水平考

試、商務漢語以及漢語語法。本篇論文所要介紹的為筆者參與的 edX 中文慕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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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arinX，中文客。 

三、「MandarinX中文客」簡介 

MandarinX 的創辦人為 Estella Chen，其為南加州大學全球領導教育博士。2015 年陳

博士加入 edX平台，開出第一門中文慕課MandarinX：Basic Mandarin Chinese (Level 1)，

該課完課率高達 86%，遠遠超過一般慕課課程的 5%-10% (Deng, et al., 2017)。爾後，

MandarinX 陸續推出五門課：MandarinX: Mandarin Chinese: First Steps in Chinese、 

MandarinX: Basic Mandarin Chinese – Level 1 to Level 3及 MandarinX: Mandarin Chinese for 

Business (見圖三)。截至 2017年 6月，MandarinX的課程註冊人數全球已達 19萬，學生遍

及 202 個國家，其中平均年齡為 28 歲，70％具有大學以上學歷 (見圖四)，近四分之一來

自美國(見圖五)。 

 
圖三：MandarinX的五門中文慕課課程 

 
圖四：MandarinX學習者平均年齡及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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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MandarinX學習者的國家背景 

相較起其他中文慕課課程，MandarinX 有兩個不同之處。第一，MandarinX 是 edX目

前唯一以非學校為單位開設中文課程的。第二，MandarinX 擺脫單一課程，具持續性。一

般課程部份，有中文入門及基礎漢語一至三，專業中文部份，有商業中文一。其他相關課

程亦在研議中。 

四、MandarinX之課程設計 

MITx (2017) 的研究指出，增進線上學習效率最重要的六個工具為：一、迅速反饋

(rapid feedback)，二、翻轉課堂 (flipped classroom)，三、積極閱讀 (active reading)，四、

針對提示 (adaptive hinting)，五、靈活傳遞 (flexible delivery)，六、實境模擬 (simulations 

and visualizations) 。迅速反饋包括口語及書面即時反饋，也包括作業自我評量。翻轉課堂

將傳統注重「知 (FACT)」的教學引導至重視學生有無「行 (ACT) 」的能力。積極閱讀是

利用科技引導和提問讓學生在閱讀時已能開始反思。針對提示是在學生主導的議題討論中

教師適時地提供建言與擴大思考層面。靈活傳遞跳出課堂侷限，利用科技將影音及數位材

料讓學習者於非課堂時間也能進行學習。實境模擬則打造實際情境，讓學習者利用所學、

實際練習與運用。MandarinX的課程設計參考了這六個面向。 

MandarinX 每門課有六個單元，每個單元有兩到三個錄像，每個錄像的結構如下：錄

像(含中英文字幕)、對話文本、詞彙列表、語法註解、文化聚焦、習題練習。語音標準參

照「台灣教育部國語辭典」與「中文大辭典」。語法及詞彙部份參照「漢語等級水平標準

與語法等級大綱」。文化部份除了介紹「成就文化 (achievement culture)」及「信息文化

(informational culture)」外，也有系統性地從初級開始就引入「行為文化 (behavioral 

culture)」。 

Chen (2017) 指出，一門成功的慕課課程有三個重要條件：社群媒體(social networking)、

教學呈現(teaching presence)與影音質量(video quality)。「社群媒體」指的是慕課學習者多

為自主學習，但仍希望透過課程平台與其他師生互動、積極參與、相互支持。「教學呈現」

指的是慕課教師的教態與教學法的呈現，包括老師專業與否、是否有親和力、以及上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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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Boettcher & Conrad, 2016)。「影音質量」指的是慕課課程裏的影片與錄音是否能吸引學

習者的目光、凝聚學習動力。影音部份除了製片、燈光、腳本、鏡頭設計外，另一個重要

關鍵是每個教學影片長度宜在六分鐘左右 (Chew, et al., 2017)。若長度超過六分鐘，會影響

學習者的專注度，所以宜分成兩個錄像。 

為了提供學習者更多「師-生」與「生-生」練習與交流機會，MandarinX 提供了下列

方法來鞏固「社群媒體」： 

• 每星期和主課老師的交流時間(Instructor-led online office hour)  

• 臉書主題直播 (Facebook live broadcast) 

• 每週文化聚焦 (Weekly cultural notes videos) 

• 百聞不如一見學習營 (Boot camp) 

• 個別輔導員(High-quality online tutoring service) 

• 暢所欲言聊天室(Blah blah corner) 

MandarinX 最重要的核心理念為「提供優質教育，而非傳遞信息 (We provide 

education, not information.)」，希望以創新的教學模式帶領學習者一起學習中文。 

五、語言慕課之挑戰與建言 

有別於傳統課堂，語言慕課提供了不同需求學習者一個學習機會。慕課課程多為免費，

若需繳費也相對低廉，再加上進了媒體平台勢必帶來競爭的求好動力，未來語言慕課課程

勢必推陳出新。然而，在各個大學紛紛推出慕課計劃之際，筆者希藉過去三年經驗提出以

下建言： 

1. 傳統課堂訓練學習者聽說讀寫四種技能的挑戰在語言慕課亦無法避免。聽與讀在語

言慕課不難處理，透過科技將傳統教材音像、詞彙列表、語法註解、文化知識及書

面練習放至慕課平台是小菜一碟，然而如何在網絡上進行說寫訓練仍是挑戰。眾所

週知，目前科技在可容納多少人同時上線進行無斷訊交流部份仍有很大障礙。

MandarinX所遇到的現實是如何與來自世界各地、橫跨不同時區、為數高達 19萬

的學習者進行口語互動。 除了上述的社群媒體鞏固方法之外，徵求志願者與輔導

員為必要方法，否則學習者口語能力的提升成效有限。 

2. 語言慕課課程不難處理「成就文化」及「信息文化」，然而需要親身實踐的「行為

文化」如何教授？這方面和上述第一點類似，得結合錄像、文化焦點說明、社群媒

體和輔導員個別演示，才能見得初效。 

3. 製作慕課課程需要團隊、金錢、時間及精力，且維護成本不貲。任何一個單位在研

議發展語言慕課時都應考慮到語言的變化性與課程的可持續性。一門可觀慕課課程

的製作費用大約四萬美元，這尚未包括平台費和後製成本。欲以短期考量而進行慕

課製作完全違反其初衷。 

4. 課程一旦放到了互聯網，就形同上了商品架，得接受媒體與市場的競爭。世界媒體

平台前仆後繼、推陳出新，五年前的影音視覺效果一定比不上現代，所以個別單位

應拋棄「申請一筆錢來製作一門慕課」的曇花一現、單打獨鬥思維。有志人士應結

合政府單位、學術團體以及企業界一起耕耘數位學習，將其中分工有效落實，讓語

言慕課長期耕耘、有機營運，才不致成為浪潮中的一波，載浮載沉，效果有限。 

5. 慕課是資金、技術與教學實踐的結合，一門優質慕課是「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的真實寫照，因此教學法在慕課團隊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藉此，也求教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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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華語同業敝校三年前問所有教員的兩個問題：在科技迅飛的年代，「學生們為

什麼要到課堂來上課？」以及「五年之後你希望你的課堂是什麼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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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模擬桌遊工作坊 

蔣葳老師 Uei Chiang-Schreiber 

跨文化這個詞大家並不陌生，尤其是華語老師，因為教學對象的關係，始終置身

於跨文化的氛圍中。當現代外語的學習目標從形式上詞彙語法篇章以及文化知識等的

傳授提升到以跨文化溝通能力為指標的時候，如何讓跨文化培訓不流於空泛的理論，

能夠有身歷其境的效果，所謂的模擬遊戲呼之欲出。 

模擬遊戲不是戲劇活動，學員並不擔任角色，活動和任務本身是一種體驗，體驗

之後反思並分享自己和他人的經驗和看法，進而提高自身跨文化的維度及敏感度，並

可以在相較安全的課堂中，累積並嘗試不同的跨文化策略。 

本工作坊將展示一套德國企業行之有年的跨文化模擬桌遊，屬於普遍性非國別培

訓的一種，可用於華語教師出國行前培訓，也可用於外籍生課堂或課外跨文化教學活

動（前提是老師和學生有共同語言或是學生中文 程度在中級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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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 t e l  d e s  T r a i n i n g s  
 

 
 

JUNGHEINRICH 2 Stand: 2015 

1. Thema: XXXX 
 
 Das Training besteht aus  … Kapiteln. 

  
 
 
 
 
 
 
 
 
Modul: 

1. Kapitel:  
2. Kapitel: 
3. Kapitel: 
4. Kapitel:  
5. Kapitel:  
6. Kapitel:  
7. Kapitel:  
8. Kapitel:  
9. Kapitel:  
10. Kapi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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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 t e l  d e s  T r a i n i n g s  
 

 
 

JUNGHEINRICH 3 Stand: 2015 

2. Lernziel: 
 
XXX  
   

3. Zielgruppe: 
 
XXX 
 

4. Zeit: Gesamtdauer des Trainings: ...... Tage 
 
 Start   X  min 
 Kapitel 1      min 
 Kapitel 2      min 
 Kapitel 3      min 
 Kapitel 4      min 
 Kapitel 5      min 
 Kapitel 6      min 
 Kapitel 7      min 
 Kapitel 8      min 
 Kapitel 9      min 

 Kapitel 10      min 

  
 

5. Teilnehmeraktivierung:    X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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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 t e l  d e s  T r a i n i n g s  
 

 
 

JUNGHEINRICH 4 Stand: 2015 

6. Grobplanung 
 

Kapitel 1  Dauer: … min. 

 
Ziel 

 

 
Inhalte 

   

   

   

 

 
Kapitel 2  Dauer: ... min. 

 
Ziel 

 

 
Inhalte 

   

   

   

 

 
Kapitel 3  Dauer: ... min. 

 
Ziel 

 

 
Inhalte 

   

   

   

 

 
Kapitel 4  Dauer: ... min. 

 
Ziel 

 

 
Inhalte 

   

   

   

 
 

 
Kapitel 5  Dauer: ... min. 

 
Ziel 

 

 
Inhal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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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 t e l  d e s  T r a i n i n g s  
 

 
 

JUNGHEINRICH 5 Stand: 2015 

 

7. Material  
 
7.1 Trainingsmaterial 

   

   

   

   

   

   

   

  
 
 
7.2. Teilnehmerunterla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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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Trainerleitfaden 
 
Kapitel 1  
 

Zeit Thema Was geschieht / Inhalt Methode / Wer macht 
was? 

Medien / Hilfsmittel 

Lernz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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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 t e l  d e s  T r a i n i n g s  
 

 
 

JUNGHEINRICH 7 Stand: 2015 

Kapitel 2  
 

Zeit Thema Was geschieht / Inhalt Methode / Wer macht 
was? 

Medien / Hilfsmittel 

Lernz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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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 t e l  d e s  T r a i n i n g s  
 

 
 

JUNGHEINRICH 8 Stand: 2015 

 
Kapitel 3  
 

Zeit Thema Was geschieht / Inhalt Methode / Wer macht 
was? 

Medien / Hilfsmittel 

Lernz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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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 t e l  d e s  T r a i n i n g s  
 

 
 

JUNGHEINRICH 9 Stand: 2015 

9. Drehbuch: Erläuterungen zum Vorgehen des Trai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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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al features in a Chinese paired speaking test 

夏雪 

摘要 

Recently there has been growing attention on interactional competence in the field of second 

language (L2) assessment (Ducasse & Brown, 2009; Kley, 2015; May, 2009; Wang, 2015; Youn, 

2013). Kramsch (1986, p. 386) first used the term “interactional competence” in contrast with the 

notion of language proficiency as the target of L2 learning, and defined it as a “dynamic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built through the collaborative effort of the interactional partners”. Previous 

studies demonstrated paired speaking tasks,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OPI, were a preferred 

assessment format to assess interactional competence. More scholars investigated interactional 

competence from a microscopic point of view through analyzing interaction features showing in 

the test performance discourse. In the current study, the paired speaking test was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actional features in the Chinese L2 learners’ speaking test performance 

discourse in the personal language use domain of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test takers for this study w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udying Chinese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for more than one year. Participants with similar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were 

formed into pairs, and assigned to low, mid, or high level groups. The total number of 

participants was 90, that is, 15 pairs for each group. Data was collected in the selected 

universities in Beijing, Wuhan and Harbin in China. Before taking the speaking test, participants 

should fill out the background questionnaire, aiming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ir Chinese learning 

and testing experience, and then match suitable partners together. The source of the research data 

was the oral test. According t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personal language use domain, the 

information of the  “language function focus”, “situation”, “topic”, etc. were chosen for the open 

role-play and situational topic discussion tasks. Participants’ test performance data was 

transcribed according to the Conversation analysis (CA) transcription conventions (Atkinson and 

Heritage, 1984). The transcripts were analyzed in the step suggested by ten Have (1999) and 

Pomerantz and Fehr (1997).  

Nine typical excerpts were shown to display the interactional features for the three tasks 

demonstrated by the three group test takers from low, mid and high Chinese proficiency levels. In 

order to better present their roles in the interactions and their interaction patterns, transcripts were 

represented by two column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high-level groups are able to use a variety 

of interactional features. The mid-level groups show moderate interactional features in their 

interactions. The low-level groups can only use very limited interactional features. In addition, 

the distinguishing interactional features across the high, mid, and low-level groups are: using 

back-channelings, topic development and turn-taking management.   

These findings could contribute to the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struct of interactional 

competence in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ating rubrics for raters to rate 

participants’ performance. Moreover, The personal language use domain was better defined in 

this study, and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situations, topics, and language functions in this domain 

were summarized, which were the foundation of designing the test content.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the peer-to-peer paired speaking test format was selected, the open role- play 

and situational topic discussion tasks were chosen, which all shed lights on how to design 

speaking activities and conduct speaking assessments in the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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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Interactional competence, personal language use domain, paired speaking test, 

interactional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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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演說之教材設計 

吳欣儒、謝佳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xinruwu@ntnu.edu.tw; clhsieh@ntnu.edu.tw 

摘要 

本文採用語體教學法的觀點，歸納華語演說的訊息組成規律，為中高級學習者編

寫演說教材的實作範例。本文將演說定位為一種特殊語體，參考臺灣演說競賽的獲獎

作品設計教學內容，主張演說教學應包含四個環節的教學步驟，即培養語體意識、傳

授語篇知識、傳授語言知識、設計演說任務；同時包含三個要素的教學內容，即導

言、申論、結論。本研究透過上述四個環節與三個要素設計教材，先建構學生對演說

的語體知識，再按照語篇架構呈現每個要素的形式與組成特點，幫助學生產出符合華

語表達習慣的演說，最後藉由實作活動，將知識轉化為技能。希冀以上研究結果對華

語演說的語體研究與教材研發有所助益。 

關鍵詞：演說、語體教學法、教材設計、華語演說教學 

一、研究緣起 

演說能力的培養是英語教學界看重的訓練項目。英語學界意識到每個人在其未來

可能涉足的各種職業領域，如法律、學術、外交、商貿、傳媒，都需要具備在正式場

合以規範的語篇結構與語言形式對大眾進行談話的能力。因此，學界積極開發各式教

材與課程，培育學生根據告知、說服、娛樂等不同之目的，對群眾發表言論之演說能

力（如 Brydon & Scott, 2010; DeVito, 2014; German, Gronbeck, & Ehninger, 2012; Grice & 

Skinner, 2012; Jaffe, 2007; Lucas, 2005; Tuman & Fraleigh, 2002; Verderber, 1997; Young & 

Travis, 2011）。現有教材已善用前人分析演說語篇所得出的結論，提供學生在知識與技

能層面的學習材料（如 Jaffe, 2007; Lucas, 2005; Tuman & Fraleigh, 2002），以此增進其

口語表達能力，也成為輔助教學的利器。 

與上述英語的成果相較之下，現存的華語演說書籍幾乎皆以訓練華語母語者的演

說能力為主（如元秀，2001；方瑾，2006；宋立強，2007；李志敏，2005；姚堯，

2008；張浩，2005；楊國良，2005；葛紅明，2004；劉德強，1996；薛建華，2007），

極少出現專為華語學習者設計的演說教材，因此難以直接為第二語言教學所運用。有

鑑於此，本文採用語體教學法的觀點，參考臺灣演說競賽的獲獎作品設計教學內容，

為中高級學習者編寫演說教材的實作範例。 

二、語體教學法概述 

語體指具有相似溝通目的之文本所形成的群體，而語體教學法是依據語體分析結

果進行語言教學的方法，目的是引導學習者了解特定語體的溝通目的及形式特徵，從

而培養他們理解與產出該語體的能力。語體教學法對師生皆有益（Hopkins & Dudley-

Evans, 1988），教師可根據語言的實際使用樣貌設計教學活動，學生藉此熟悉常規的表

達模式，進行有效的溝通，並創造符合社會意義的語篇型態。現今針對特定語體所規

劃的教學方案、教學材料、練習活動等在教學場域所發揮的效果亦驗證語體教學法對

語言教學的效益。本節首先介紹語體教學法之基本原理，接著說明將語體教學法應用

於教材編寫的具體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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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語體教學法之基本原理 

部分學者認為將語體運用於語言教學領域是 70 年代溝通教學法（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CLT）的產物（Hyland, 2007），現今大多稱為語體教學法（genre 

pedagogy/genre-based pedagogy）。實行語體教學法的目的是培養學生理解與產出特定語

體的能力，為了達成這個目標，教學時有兩項重要任務。第一是溝通目標的辨識，亦

即課堂或教材的教學活動必須幫助學生掌握不同語體的溝通目標（Hyland, 2004; Hyon, 

1996）。以學術語體為例，Swales & Feak（2004）與 Weissberg & Buker（1990）在他們

的學術英語教材皆明確指出教師應讓學生體認到學術論文是不同於其他書面體裁的語

體類型，再以此作為基礎，幫助學生辨識學術語體的溝通目標。例如，Swales & Feak

（2004）的教材從觀眾、目的、組織、風格、語流、表現六個層面歸納學術論文的表

達特徵，告知學生如何從這六個面向掌握學術論文的溝通規範。 

第二是語言形式的教學。學生熟悉某種語體的溝通目標後，教師應透過各種形式

的教學活動引導學生理解、記憶、掌握能達到溝通目標的語言形式（Bhatia, 1993）。語

言形式的教學包含特定語體中典型、常見的詞彙、句式、結構等形式特徵。對於初級

階段的學生而言，教學目的是幫助學生掌握常用形式的基本意思與主要用法。中級階

段一方面繼續擴展學生的詞彙與句式量，一方面在有意義的語境下讓學生較為靈活地

以所學的形式進行溝通。到了高級階段，可加入更多後設認知方面的學習，例如讓學

生反思某種形式所達成的修辭效果，並讓學生產出更多有相同效果的其他形式，或在

特定語境辨析某種用法的適切性等。同樣以學術語體為例，Weissberg & Buker

（1990）在教材中傳授學生學術論文各章節的訊息組織模式，如研究背景應符合由一

般性至特殊性（from general to specific）的表達慣例，並列出要符合這個訊息組織模式

可使用的詞彙與句式。這個作法使學生掌握特定語境的表達特點，讓學生在這個框架

下正確運用這些規則組句成篇，因而促成更為規範的寫作結果。 

許多文獻主張語體教學法是有效的教學方法，例如 Christie（1999）認為語體教學

有利於語言教學，在於語體教學能達到四種功能：（一）提供學生辨識各種文本的機

會，同時突顯各類文本在語言特徵方面的差異；（二）提供學生某種語體模組（generic 

model）；（三）幫助學生以英語言談社群認可的方式創造意義；（四）揭示英語文化中

知識與訊息的建構方式，讓人得以從中省思與評判。而 Hyland（2004）則提出語體教

學的七大優點，表明語體教學是明確的（能指明哪些教學項目是必要的）、系統的（能

提供語言與語境的對應框架）、需求為本的（能確保課程的目標與內容源自於學生的需

求）、輔助的（能確認教師在語言教學的角色）、授予權力的（能提供言談社群認可的

典型語篇及語言型態）、批判的（能讓學生理解並評論一般所認可的語篇型態），以及

語體的意識提升（能提升教師的語篇意識，使其更有信心地指導學生寫作）。 

總結以上所述，語體教學法是依據語體分析結果進行語言教學的方法，目的是引

導學習者了解特定語體的溝通目的及形式特徵，從而培養他們理解與產出該語體的能

力。對於師資培訓者而言，語體教學法運用語篇分析的研究結果，能促使培訓者更有

信心地指導語言教師準備、安排課堂教學活動的方法（Hyland, 2007），上述的優點足

見語體教學法對語言教學的效用。 

2.2 語體教學法應用於教材編寫之原則與方法 

本節以 Flowerdew（2002, p. 101）為例，說明如何應用語體教學法的原則至教材的

編寫上。Flowerdew（2002）認為以語體教學法為本的教材設計應能展現語體教學法的

精神，並突顯特定語體的形式特點，即認清溝通目標與熟悉慣用形式。要達到這兩個

目標，教材可運用十四種教學活動，筆者彙整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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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Flowerdew（2002）語體教學法教材中的活動要點（筆者彙整） 

1. 提供一至數個在結構上相似，且能代表該語體的語篇作為範本。 

2. 藉由訊息傳遞的活動，如填表、在不同訊息方格中著色，幫助學生辨識教材範本

中的文本結構。 

3. 對學生進行後設溝通的訓練，如在範本上註解或完成某種溝通目的之語言形式。 

4. 將文本的結構打散，讓學生還原成正確順序，訓練他們的結構意識。 

5. 幫助學生檢視每一個語步中形式與意義的對應關聯。 

6. 使用克漏字活動幫助學生注意每個文本或語步的關鍵信號項目。 

7. 以密集方式呈現能反映語體特點的詞彙、語法活動，如被動式使用。 

8. 將文本中部分的語步或句子刪除，讓學生自己新增以形成完整語篇。 

9. 進行釋意改述的活動，讓學生對於相同語步提供不同的表達方法。 

10. 根據文本的典型結構，引導學生產出可納入寫作任務的訊息成分。 

11. 根據文本的典型結構，讓學生自己製作表格或圖像。 

12. 根據表格或圖像，讓學生創造文本，產出一完整語篇。 

13. 讓學生展現成品，並且評估成品在表達上的有效性。 

14. 對比不同語步的文本類型。 

 

在表 1 中，第一到四項活動用以訓練學生的語體結構意識，第五到七項傳授學生

語言形式的知識，例如詞彙與語法知識。第八到十二項將學生的表達帶入語篇階段，

幫助學生產出在結構、詞彙、語法等層面符合語體溝通目標、又能表述個人個性的文

本。第十三項讓學生展現個人成果，並受教師與同儕的評估，藉此獲得成長，最後，

第十四項則是透過對比不同語步的文本類型，鞏固與強化學生的語體意識，亦可作為

後續的教學延伸。基於上述，編寫以語體教學法為本的教學材料，應兼顧語篇結構、

語言形式兩個方面，並幫助學生完成具社會與個人意義的完整語篇。本文第四節的教

學環節設計將參考以上十四項活動之教學目的與方法設計演說教材。 

三、語料來源 

3.1 語料的取得方法 

本文語料取自臺灣教育部主辦的《全國語文競賽》之國語演講內容。《全國語文競

賽》是臺灣規模最大且最具代表性的語文競賽。本研究選取 2011 年至 2015 年高中組

決賽前六名的演說內容作為語料來源，共取得 30 篇獲獎的演說檔案。演說的評分標準

包括四項：語音 45%（發音、語調、語氣）、內容 45%（見解、結構、詞彙）、台風

10%（儀容、態度、表情）、時間（超過或不足時，每半分鐘扣均一標準分數 1 分）。

裁判根據上述標準評分，前六名者獲得優勝。筆者取得演說檔案後，將演說內容轉寫

成文字稿，接著針對演說結構進行分析。 

3.2 語料的結構特徵 

本文參考吳欣儒、謝佳玲（2016）分析華語演說的語步與策略結果，將達成同一

類功能的語篇片段劃分為成同一個要素，並深入分析每個要素內部所包含的更小之功

能單位。本文接著根據吳欣儒、謝佳玲（2016）的分析結果規劃華語演說技能的教學

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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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華語演說技能訓練的教學環節 

綜合以上語體教學法的設計精神，以及考量華語演說的語篇結構特點，本文認為

課堂或教材所呈現的演說技能訓練可分成四個環節：培養語體意識、傳授語篇知識、

傳授語言知識、設計演說任務。培養語體意識是幫助學生進入教學核心的必要準備，

傳授語言及語篇知識是訓練的核心，而完成表達任務則是針對語言教學內容的延伸。

以下分為四節敘述上述四個環節的教學內容與技巧。 

4.1 環節一：培養語體意識 

培養語體意識的首要目標是讓學生體認演說在結構與形式上具有特定的表達模

式，成為一種特殊語體，再以此作為教學基礎。這個環節分成三類活動：（一）範文閱

讀、（二）問題討論、（三）切分架構。 

（一）範文閱讀 

 在範文樣式上，建議教師選擇結構較為典型的演說文稿作為教學材料，即包含導

言、申論、結論三種成分的演說。教師備妥範文後，為了避免學生僅將該範文當成書

面閱讀的材料，可讓學生觀看該範文的影像檔，感受文字透過聲音傳達的感染力。最

後，教師引導學生快速瀏覽演說文稿，幫助學生理解文本大意。在此過程中，教師可

適時指導學生模仿講者的語氣重述文本，並且示範如何調整講述時的節奏及語氣以符

合該文稿的情境，進而增加表達的說服力。這個活動之目的是讓學生能以流暢生動的

方式朗讀文本。 

 

表 2：演說範本（文本出自本研究語料） 

講題：如何培養當仁不讓的勇氣 

結構分層 演說內容 

導言 

 在金庸的武俠小說《倚天屠龍記》裡，正義又善良的男主角──張無忌，被邪惡又

驕傲的敵人──滅絕師太，給打成重傷之時，在他的腦海中，卻突然想起了，九陽真經

裡的一句話：「他強由他強，清風拂山崗。他橫由他橫，明月照大江。」於是，他改變了

原來憤憤不平的心態，轉而用一顆充滿了仁慈的心，來面對他的敵人，終於能夠在最

後，成為武林當中，人人豎起大拇指稱讚的真英雄。我認為，身為一位高中生，我們不

只把自己功課顧好，我們還要必須培養當仁不讓的勇氣，才能夠在出社會中找到自己的

價值，發現自己的所長。 

申論一 

我認為，培養當仁不讓的勇氣，首先我們必須要擁有一顆明確的心。在去年的暑

假，我和我的同學，一起參加了我們學校仁愛社所舉辦的，到山區原住民部落幫助當地

的孩子們讀書的活動。剛開始，我和我的同學只是想著，反正就到山上去住個三天也不

錯啊！但是，當我們到了山上之後，看到當地孩子們天真可愛的笑容，以及他們左一聲

姊姊、右一聲姊姊，叫得我們心花怒放。於是，我們決定，和他們說說故事，背背單

字，這時，我突然發現，付出的時候是一種快樂。於是，當之後，有需要我協助的時

候，我絕對是當仁不讓。王安石在遊玩了褒禪山寺之後，他曾經說過：「世之奇偉瑰怪，

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最漂亮的風景，往往需要我們擁有明確的

目標勇敢的往山上爬，才能夠欣賞得到。 

申論二 
第二，我認為，培養當仁不讓的勇氣，就是，我們能夠擁有堅定的意志力。正如同

前面參賽者所說的，近幾年來霸凌的事件層出不窮，我就曾經看到過一部霸凌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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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因為學習障礙的學生，他只不過是在路上不小心撞到了同校的一位學妹，但這一

位學妹卻找來了全班的同學來圍毆他，在路上，我們可以看到，許多經過的同學匆匆瞥

了一眼，就轉身離開，沒有人願意大聲地來制止這場霸凌行動。我認為，面對霸凌事

件，我們也必須要擁有當仁不讓的勇氣，用我們堅定的意志力來面對、來培養。 

申論三 

最後，我認為，培養當仁不讓的勇氣，就是我們能夠擁有確實的行動力。在我們的

眼前有一個漂亮的花園，裡面有各式各樣奇妙的水生植物，這是臺灣的水草復育專家─

─許淑美女士的秘密花園。近幾年來，臺灣工商業十分的發達，許多廢水排放到河川裡

面，造成污染，許淑美女士她當仁不讓，進行了水草復育的工作，許多人笑她：「妳撿水

溝裡面的雜草做什麼呢？」但她卻認為：「別人眼中的雜草，卻是我眼中的珍寶。」 

結論 

「有梅無雪不精神，有雪無詩俗了人，日暮詩成天又雪，與梅並作十分春。」身為

一位高中生，除了能夠盡好自己課業的本分之外，還能夠培養當仁不讓的勇氣，面對我

們的未來，我們才能夠發光發熱，成為臺灣真正的棟樑。我的演說就到這兒，謝謝。 

 

（二）問題討論 

讀完文本後，教師以討論的方式，引導學生邊聽邊說。教師讓學生看著範文，一

邊詢問：「一篇典型的華語演說包含幾個部分？」，教師解釋這三個要素的名稱後，詢

問學生：「你從哪些語言形式知道能以此劃分演說的架構？」、「這三個部分中，哪一個

的篇幅最長？」、「除了剛剛提到的語言形式，你還根據哪些原因區分這三個部分？」、

「這三種部分各使用哪些語句開啟一個段落？為什麼這樣安排？你還想到其他的方法

嗎？」、「除了區分這幾個部分，你還想到別種的切分方式嗎？」。1藉由探討上述問

題，教師對學生進行語篇分析訓練，幫助學生檢視語篇結構的特點，並培養學生概

括、歸納語言形式的能力。 

（三）結構分析 

最後是演說架構的切分練習。教師所設計的教材可提供另一篇演說講稿，讓學生

學習切分這篇講稿的結構，之後讓學生說明將演說內部劃分成不同部分的原因，教師

再由此判斷學生是否能分辨各個部分的特色及差異。 

4.2 環節二：傳授語篇知識 

環節二是傳授語篇知識，教導學生如何安排導言、申論、結論中各種訊息成分的

相互關係。本文根據吳欣儒、謝佳玲（2016）對華語演講語篇訊息組織的分析結果，

見表 3，設計演說教材範例。教師設計的教材應提供導言、申論、結論各種要素的訊息

組成方式作為教學依據，目的是讓學生掌握演說典型的訊息組成模式。這個環節分兩

類活動：（一）訊息成分的組合教學、（二）訊息成分的組合練習。 

（一）訊息成分的組合教學 

教材可呈現範文（表 2）的語篇組織，見表 3，教師直接說明表 2 的範文內容如何

對應於表 3 的訊息成分，接著告知學生演說語篇的各種要素即是由各種成分相互結合

而成的整體，若能學習撰寫各種訊息成分以及組織各種成分的技巧，即可完成一篇結

構完整、邏輯相扣的演說講稿。 

 

 

                                                      
1
 上述問題的答案在表 2 中以底線加粗體的方式標出。 

268



表 3：華語演說的語篇組織（參考吳欣儒、謝佳玲，2016） 

導言 
敘述名人故事 

提出演說的中心論點 

申論一 

子申論重點一 

提出個人故事 

總結子申論的重點 

申論二 

子申論重點二 

敘述名人故事 

總結子申論的重點 

申論三 

子申論重點三 

敘述名人故事 

總結子申論的重點 

結論 
引述名言佳句 

總結演說主旨 

 

接著，教材可呈現導言、申論、結論中常見的訊息成分排列模式，本文引用吳欣

儒、謝佳玲（2016）的分析結果簡述如下。 

1. 導言 

（1）敘述名人故事→提出中心論點。 

（2）敘述名人故事→製造導入申論的過渡成分。 

（3）建立隱喻類比→製造導入申論的過渡成分。 

2. 申論 

（1）敘述子申論的重點→敘述名人故事→總結子申論的重點。 

（2）敘述子申論的重點→提出個人故事→總結子申論的重點。 

3. 結論 

（1）引述名言佳句→總結演說主旨。 

（2）重述導言的名人故事→總結演說主旨。 

（3）總結演說主旨。 

（二）訊息成分的組合練習 

針對以上的訊息組織公式，本文提出兩種練習方式。第一種是參考 Flowerdew

（2002）的文本後設溝通訓練。進行方式是讓學生在範本上註解文本的要素結構或註

解區分出該要素的語言形式。這個活動可訓練學生獲得判別及撰寫訊息成分的能力。

筆者據此設計的實作範本如表 4。 

 

表 4：語篇組織教學的文本後設溝通訓練（文本出自本研究語料） 

下面的 A 到 F 是演說常見的六種策略，請先閱讀以下的演說內容，讀完後，從 A 到

F 中選擇其中一種策略填入 1 到 5 的方格中，相同的策略可以重複出現。完成後，請

和同學討論你這樣選擇的原因。 

五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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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A. 敘述名人故事 

策略 B. 提出個人故事 

策略 C. 評論名人或個人故事 

策略 D. 建立隱喻類比 

策略 E. 導入申論的過度成分 

策略 F. 提出演說的中心論點 

講題：改變世界的力量 

   1   人生如釀一罈酒。   2   東漢班固 30 年著漢書，釀成中國歷史一壺經

典紹興；   3   屢試不第的浦松齡，家徒四壁，他用孤憤著聊齋，釀成中國文壇一

盅辛辣的苦艾酒；   4   埋首經典的宋應星，他行遍大江南北，他用科學知識，著

成天工開物，他創造的，是釀成中國科學技術史一罈陳年高粱。   5   這古人的知

識，他們的知識改變了我們的世界，更改變了我們的思考模式。那麼我們改變了世

界的力量又是什麼呢？ 

解答範例： 

方格 1：【建立隱喻類比】。 

方格 2-4：【敘述名人故事】。 

方格 5：【製造導入申論的過渡成分】。 

 

待學生完成以上活動後，教師可向學生解釋每種策略的特色，以表 4 為例，方格 1

中講者使用喻詞「如」創造隱喻，因此策略是【建立隱喻類比】。方格 2 至 4 都是以特

定名人作為主語，謂語則描述此一人物的事蹟，因此是【敘述名人故事】。方格 5 以

「這」達成與上文的銜接，並以「什麼」開啟下文，故成為導入申論的過渡成分。 

第二種是 Flowerdew（2002）的排序訓練。作法是將文本的原有結構打散，讓學生

將散亂的成分還原成原有順序，以此訓練學生的結構意識，並測試他們可否掌握成分

的組合原則。筆者據此設計的實作範本如表 5。這個方法也可應用 Flowerdew（2002）

的訊息傳遞訓練。同樣以表 5 的文本為例，請學生運用填表的方式或將不同的訊息以

不同的顏色標示。 

 

表 5：訊息成分組合教學的排序訓練（文本出自本研究語料） 

請排出方格 1 到 3 的順序，排完後，請討論你這樣安排的原因。 

第一篇：講題《我心目中理想的高中生活》 

   1   而現在，正值高三時期的我，正經歷那股最深沉的黑暗。所有的壓力，淨像

我崛來，如黑洞將我吸入。但是，我心裡懷有一股理想，那股理想對我綻放出希望

的光明，那股理想就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大學生活。所以，在這股黑暗裡，我以劍當

作毅力，我的盾便是勇氣，而讓我排除萬難、過關斬將。原本，我對大學就懷有許

多的憧憬，而在看了簡媜《水問》一本書以後，我對大學夢想的雛形更加清晰了。 

   2   我認為，我心目中理想的大學生活，有四學分必修。 

   3   人說，在黎明來臨前，往往是最深沉的黑暗。 

正確順序：________________（解答範例：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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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講題《人生考場無所不在》 

   1   而在面對這到處都是的人生考場時，我們更要有思辨力和智慧。 

   2   一位國際老師在問底下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們一個問題，請對其他國家食物

缺乏的問題提出個人見解，非洲學生問：「什麼是食物？」歐洲的學生問：「什麼是

缺乏？」美國的學生問：「什麼是其他國家？」中國的學生問：「什麼是個人見

解？」而台灣的學生這時候也舉起了手，但他問的竟然是：「請對其他國家的對字，

這是是非對錯的選擇題嗎？」 

    3    身為高中生的我在面對人生考場和考卷上的白紙黑字時，從來就不能只有

限縮性的思考。 

正確順序：________________（解答範例：2→3→1） 

 

4.3 環節三：傳授語言知識 

經過環節一的範文結構分析及環節二的語篇組織規則後，教師接著說明生成各個

策略需具備的語言知識。教師傳授學生撰寫各種訊息成分所需的詞彙與句型，讓學生

在此實踐他們至今所學習的知識與技巧。這個環節分兩類活動：（一）語言知識的教

學、（二）語言知識的練習。在這個階段，學生所學習的新的生詞或句型都不能脫離演

說的語境存在，必須圍繞著演說的目的進行。 

（一）語言知識的教學 

以【敘述名人故事】為例，演說中的名人故事分成兩種主要形式，一是事件、二

是名言佳句。前者指講者敘述某個故事的發生經過，這類的普遍特徵有兩點，一是運

用方位詞、處所詞、時間詞等表明事件的地點、時間等相關資訊，建構事件的發生場

景，二是關聯詞語的教學。關聯詞語可以連接句子，也可以連接語段，能使話語之間

的邏輯關係更加清楚，是演講中常見的語言類型之一。關聯詞語應是中高級學習者已

相當熟悉的語言形式，此時教學可分為三個步驟，教師首先講解標出關聯詞語的文本

內容，如表 6，接著展示常見的關連詞語（例如表因果關係、表轉折關係、表條件關

係），最後提供各式的練習題型，幫助學生鞏固並活用這方面的語言知識。【敘述名人

故事】的另一類是名言佳句。此類的常見形式是在表發話來源的名詞或第三人稱主語

後，透過引述動詞引介發話內容，也可不引述發話對象，直接呈現引用的話語。教師

可把握以上兩種形式，告知學生於文中引述他人話語的用法，以達成敘述名人故事的

溝通目標。 

表 6：關聯詞語的教學（文本出自本研究語料） 

講題：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上個月剛獲得金馬獎的睏熊霸樂團，他們是一群由罕見疾病爸爸所組成的樂

團，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夢想，希望能夠成為搖滾樂團，但是，他們不懂音樂，不懂

怎麼組成，所以，他們一步一步的從學習音樂、學習表演、學習練團，到最後獲得

了金馬獎的殊榮。 

 

（二）語言知識的練習 

如上所述，教材展示語言知識後，接著應提供數個練習題型。以表 6 的關聯詞語

教學為例，本文設計的練習見表 7 與表 8。表 7 讓學生根據上下文語意填入適合的關聯

詞語，表 8 則是根據上下文語意排出各句的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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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填寫關聯詞語的練習（文本出自本研究語料） 

閱讀這段導言，讀完後，請根據上下文的語意，在空格中填入適當的關聯詞語。 

講題：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上個月剛獲得金馬獎的睏熊霸樂團，他們是一群由罕見疾病爸爸所組成的樂

團，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夢想，希望能夠成為搖滾樂團，________，他們不懂音樂，

不懂怎麼組成，________，他們一步一步的從學習音樂、學習表演、學習練團，

________獲得了金馬獎的殊榮。 

解答範例：但是、所以、最後 

 

表 8：排出語句順序的練習（文本出自本研究語料） 

請將以下句子按照正確順序排列： 

講題：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A. 所以，他們一步一步的從學習音樂、學習表演、學習練團 

B. 他們是一群由罕見疾病爸爸所組成的樂團 

C. 但是，他們不懂音樂，不懂怎麼組成 

D. 到最後獲得了金馬獎的殊榮 

E. 上個月剛獲得金馬獎的睏熊霸樂團 

F.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夢想，希望能夠成為搖滾樂團 

正確順序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答範例：E→B→F→C→A→D 

 

4.4 環節四：設計演說任務 

經過以上三個環節，學生對於如何產出、運用、組織各種訊息成分已有清晰概

念，接著可讓學生綜合所學撰寫個人的演說文本。這個環節分三類活動：（一）決定講

題、（二）思索內容與製作大綱、（三）產出語篇與發表演說。 

（一）決定講題 

對學生而言，要決定值得發展同時契合觀眾興趣的演說題目並非易事，因此如何

教導學生決定講題也是英語演說教材關注的環節。Verderber, Sellnow, & Verderber

（2015）指出講者可從自己的知識及興趣範疇決定演說題目，好的演說題目通常取自

講者通曉且感興趣的題材，常見題材如資訊科技、中古文學等，而題目則來自題材的

特定面向，例如在資訊科技的題材之下，可發展出的題目如智慧型手機對人類學習的

影響。此外，Verderber, Sellnow, & Verderber 表示決定題目亦需考量觀眾特質，包含觀

眾的知識、興趣、態度及觀感，亦即講題應能讓觀眾從中得到新資訊，也應切合觀眾

喜好。講者可於演說前調查觀眾對講題的態度（中立、反對或贊成），再據此調整演說

的內容與方式。最後，講者也應思考自己可否藉由該演說建立特定形象，如誠信、值

得信賴等，以及觀眾是否願意認可自己是某個領域的專家等。 

羅青松（2002, pp. 182-183）根據題目的寬泛程度、與學生生活是否貼近、語言運

用上是否具有彈性（亦即程度好與不好的學生皆有發揮餘地）這三個原則列舉 30 個在

華語寫作教學中的實用話題。儘管這些題目原先預期運用於華語寫作教學，然筆者認

為亦能應用於華語演說教學，或是從中發展其他的可行題目。筆者從中挑選 15 個問

題，如表 10，提供華語教師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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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羅青松（2002）華語寫作教學的實用話題（筆者彙整） 

1. 本國的體育活動，如相撲。 

2. 本國的民間故事。 

3. 中國的民俗服裝／節日習俗等。 

4. 介紹一部電影／好書／好歌等。 

5. 學…（華語、鋼琴、做菜等） 

6. 環境與人的關係。 

7. 我最喜歡的課程／影響我最深的一堂課。 

8. 我國的教育制度／婚姻情況等。 

9. 母語和華語的語言現象對比。 

10. 對我影響／幫助最大的人。 

11. 給心情差／失戀的人幾點建議。 

12. 我最關心的社會問題。 

13. 往事的回憶（感動、後悔等）。 

14. 假如我有足夠的時間／錢／信心。 

15. 理想的職業／專業／家庭生活等。 

 

（二）思索內容與製作大綱 

這階段是先讓學生輪流發表個人題目，並說明想要發表這個題目的理由。每位同

學說完後，教師請其他同學評論該位同學題目是否太大、太小、不夠具體等，並且幫

助他確定演說題目，接著讓同學把題目寫在黑板上，思考這個題目可以說明的內容有

哪些，結束後每位同學向全班發表自己預期要講述的內容，其他同學聆聽後發表自己

的看法，最後由老師講評及總結。必須說明的是，在思索內容的過程中，教師可利用

腦力激盪法與概念構圖法開闊學生的思路，並允許學生在課堂運用電子產品蒐集資訊

與相關詞彙。在這個階段，教學目標是豐富學生的演說內容。 

學生確定演說內容後，即可開始根據表 3 的演說架構製作圖表，以此作為演說大

綱。老師可引導學生製作個人的演說大綱，方法是讓學生列出各要素內的訊息成分，

例如導言：建立隱喻類比→製造導入申論的過渡成分，再根據大綱思索語言內容，撰

寫完整語篇。在這個階段，老師應將學習的焦點從「說什麼」轉向為「如何說」。前述

的環節二與環節三已讓學生對句子、語段的銜接手段，以及段落的組織模式形成基本

認識，因此，在這個階段應要求學生進行更為精確的表達。教師應幫助學生精鍊語言

與確立架構，讓學生能以較規範的方式發表演說。 

（三）產出語篇與發表演說 

最後，讓學生發表演說，接受同儕與教師的回饋，或錄製個人的演說影片，讓學

生得到更多群眾的反饋。如此一來，教師可把握這個交流過程繼續指導，引導學生在

語言運用或口語表達的各個方面有更明確、清晰的理解，促進其演說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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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本文設計的教材將演說定位為一特殊語體，提出四個環節與三個要素的理念，先

建構學生對演說的語體知識，再按照語篇架構呈現每個要素的形式與組成特點，幫助

學生產出符合華語表達習慣的演說，並搭配實作活動，將知識轉化為技能。在上述教

學的操作過程中，教材應幫助學生將既有的詞彙、語法、句型等知識恰當得體地運用

於演說的語境，協助學生有效地表述個人想法，並與觀眾產生良性的互動，最終達到

以規範的語言結構及形式在正式場合對大眾進行演說之目的。希冀以上研究結果對華

語演說的語體研究與教材研發皆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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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華語教學之華語文跨文化溝通教學方法與策略： 

以日本橫濱中華學院實習為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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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海外進行華語教學時，教學者本身往往會因為文化上的差異，而與學生的溝通有

所隔閡，進而無法進行有效的教學甚至是溝通。文化上的碰撞可能導致跨文化溝通障礙

和誤解，影響跨文化溝通教學的發展。因此，學生需要藉由認識其他族群的文化進而更

瞭解所學語言的形式，而增加教學者的跨文化多元知識基礎亦將有助於教師了解學生的

學習背景與情況。 

基於此概念，本研究將探討如何針對日本的學生，實行「有效的」跨文化溝通之教

學方法和策略。研究者自 2016年 8月 24日至 2016年 9月 30日於教學地點日本橫濱中

華學院進行教學實習。教授的對象為小學部三年級到四年級。並以任務導向教學法

（Task-based Learning）、文化回應教學法（Culturally Responsive Teaching）、暗示感應教

學法（Suggestopedia）等結合代替單一教學法，藉由不同教學法之搭配，找出最有效的

策略。 

在跨文化中各層面的交互影響之下，本論文研究就三個方面著手進行研究。第一，

教學者對於學生的背景及學習狀況的不熟悉，要如何做出相對應的教學設計及應變；第

二，學生在跨文化學習第二語言當中，會產生何種反應以及偏誤，教學者又該如何分析

並做出適當的調整；第三，與學生的跨文化溝通所產生的障礙及影響，教學者該使用何

種對策以達溝通無礙。本文將就這三個方面實際上所遇到的困難、以及相對應之處理方

法及教學策略進行探討。例如：教學者對於社會文化不同之適應、前置作業的準備、教

學上的策略、教學設計、跨文化之溝通等部分進行討論及反思。 

而本研究發現透過本論文實驗應用之教學法，能夠讓學生快速的進入狀況，並有顯

著的學習效果。並藉由觀察僑校學生學習華語狀況並且歸納其學習難點是讓自己能夠從

中得到回饋並思考如何解決其問題的方法。再者就是利用每一次的課後反思及課堂觀摩

不斷修正教學的策略。然而，雖然學生有顯著的成果，但僅僅讓學生學習語言知識，不

足以達成信息、知識和情感的互相傳遞、交流和理解，因此得將語言以及文化等因素融

合，才能夠達到更為有效的溝通。 

關鍵詞：海外實習、華語教學、日本、跨文化溝通 

一、前言 

海外的華語教學實習向來都是培育華語教師的重要訓練，在海外教學現場進行觀摩

與教學，不論在實務經驗之積累、實際教學現場之觀摩，或是在個人教學能力之增進、

                                                      
1本實習計畫受105年度教育部學海築夢實習計畫補助。讓本人可以前往日本橫濱中華學院從事教學工作，

開拓國際的視野，了解跨文化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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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生活環境之適應，都是讓華語教師能夠透過此階段瞭解到何謂真正而實務的華語教

學現場實況。 

研究者本身雖在臺灣亦有華語教學的經驗，但前往海外進行華語教學卻是第一次，

因而希望透過此篇論文去整理出華語教師初次到海外進行華語教學時可能會面臨到的

各種問題以及如何因應的對策、課程上如何視情況做調整以及安排等。海外教學現場情

況各自不一，不能一言以敝之，希望能透過本論文，讓未來前往日本僑校進行華語教學

實習的教育伙伴們更瞭解日本僑校的情況。 

教育部行之有年的推動海外華語教學實習，也使得研究者有機會能夠到海外的大學、

中學、小學等進行實習。本次研究者自 2016年 8月 24日至 2016年 9月 30日前往日本

橫濱中華學院，進行為期將近一個多月的教學實習。其間除了行政實習外，協同教學及

正式教學的對象為小學部三年級到四年級的學生。本次海外實習，透過觀課、協同教學

及正式教學三個環節，以提昇研究者的教學知能。 

本篇論文係研究者在日本進行實習時的正式教學部分，研究者以跨文化溝通為教學

主軸，藉由學生及教師背景之各個層面之不同進行比較及分析，進而歸納出可能會面臨

到的問題以及有效的教學策略，以期達到有效教學的目的。 

二、文獻探討 

2.1  跨文化溝通能力內涵及模式 

根據 Byram（1997）所提出的跨文化溝通能力架構，分為「跨文化能力（Intercultural 

Competence,IC）」、「跨文化溝通能力（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CC）」，

其中跨文化能力分別由「態度（Attitude）」、「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

等三項要素組成。 若要具備跨文化溝通能力更是得要有一定的語言能力（Lingustic）、

社會語言能力（Sociolingustic）和篇章能力（Discourse），而這些能力都得藉由紮實的

外語課程培養來達成。 

Bryam（1997）定義態度為「好奇心與開放度」即指對其他文化的相容以及包容，

並願意尋求與其他文化交流接觸的機會、知識為「具備自身文化及交流者文化中有關社

會群體及其文化產物和行為的知識」、技能則分為「理解與聯繫的技能」即理解其他文

化背景中的事件並將其與自身文化背景中的事件聯繫，並對於在文化交流中所產生的誤

解及障礙能夠加以解釋，具備對同一現象的不同解釋進行思考的能力、「發現與溝通的

技能」即獲取新的文化知識以及在實際的文化交流與溝通框架中掌控知識、態度與技能

的能力（黃雅英，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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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資料來源：取自 Byram’s five "“savoir” categories by Byram（1997,p.34）。原文為英

文，研究者自譯。 

其中 Byram的跨文化溝通模式更是跨文化溝通理論及相關測驗發展的基礎，而這三

種能力均能夠藉由實踐以及經驗的積累、積極的思考去獲得，也能夠透過教育來獲得。 

（見圖 2） 

 

 

 

 

圖 2資料來源：取自Model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by Byram （1997,p.34） 。原文為

英文，研究者自譯。 

2.2  本次研究所採用的教學法 

本次研究主要所採用的教學法為任務導向教學法、文化回應教學法、暗示感應教學

法，今略述如下： 

任務導向教學法基本上就是強調透過學生的溝通能力達成特定的任務，根據 CEFR

三等六級的 can do能力指標，我們更可以去關切各級任務所可能潛藏的跨文化溝通要求，

繼而根據學生語文能力調整任務難度（黃雅英，2015）。 

文化回應教學法是多元文化教育發展出來的一種教學實踐取向。其認為認同多元文

化教育的教師，應在教學之中融入多元文化的精神，使得理論不僅是理念，而是通往目

標的動力。其強調教學者對不同族群文化的肯定，並了解文化對學生態度與學習的影響

何在。教師在教學之中學會「多元化」自己的教學，使學生能充分學習學校知識。在尊

重學生文化，並以學生的文化作為教學基礎的同時，文化回應教學教導學生尊重自己及

他人的文化，並且理解知識建構的複雜度，成為提升自己及他人的另一種可能性 （譚

光鼎等，2008）。 

其中 Orosco 與 O'Connor（2013）也透過不同的課堂研究指出當教師以學生的文化

社會語言能
力 

篇章能力 

跨文化溝通
能力 

語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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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語言知識為基礎進行教學時，學生會有更好的學習表現。Irvine 與 Armento（2001）

則指出文化，語言和種族認同包含了複雜結構心理和社會遺傳知識以及經驗。 文化和社

會化不斷的塑造文化，語言和種族認同。Pinker（2002）則提到文化是培養學生知識和

能力的過程生活中的社區，社會化是基於被接受的行為的過程個人經驗的文化或社會的

規範和價值觀。  

暗示感應教學法，Lozanov（1979）認為人們學習的成效不佳主要是因為學習外語

時心理有障礙，擔心表現不佳或犯錯，或者是懷疑自己的學習能力因而產生焦慮，無法

充分發揮心智能力。他認為要讓學生發揮潛能，就必須應用暗示學原理（suggestology），

把心中自認能力不佳的暗示消除掉。這便是暗示教學法的主要理念。而在外語教學上也

強調下列幾項原則：1.權威性（authority）---Lozanov認為，聽起來極富科學感的語言、

深具語言能力和自信心的老師可增進學生上課時記憶力的專注；2.幼兒化（infantization）

---教師的權威感讓學生感覺回溯到幼兒時期專心、自發自動學習又有自信的時期；3.雙

重影響（double-planedness）--- 教師的人格特質、教導方式，乃至於教室內硬體之擺設、

音樂的使用等都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效果；4.語調、節奏--- STP中強調，上課時應該變換

語調、說話節奏，以避免枯燥，並使課程內容更富戲劇效果。 

本研究以上述之教學法為主，再依教學現場之實際需求輔以其他教學法。其中任務

導向教學法跟暗示感應教學法在研究者的教學中佔了極大部分。本論文將透過各種教學

法的結合代替單一、特定的教學法，也藉由不同教學方法之搭配，找出對於學生最有效

的學習策略。 

三、教學策略及課程設計 

由於本次四週分別觀摩並協同四個不同的班級，因此實際上台教學也是分散在四週，

於每週的最後課程上台進行授課。實習場域所選用的課本是南一出版社的國文課本。本

次講授之課程內容分別為：一、第五冊第十四課、各個班級課時為兩節課 90 分鐘，對

象為三年級學生，每個班級各 25人；二、第七冊第十四課，各個班級課時為兩節課 90

分鐘，對象為四年級學生，每個班級各 25 人以下。以下為研究者者對於學生的背景及

學習狀況所做出相對應的教學設計及安排。  

3.1教學設計及策略 

本次實習場域為日本僑校，所選用的課本為南一出版社的國文課本，研究者對本次

所採用的教材較為熟悉，可大幅減少準備課程內容的時間，而將備課重點放在教學模式

及策略的精進。學生主要的組成背景分別為：父母皆為日籍人士；父母中有一位為日籍

人士、一位為華人；父母雙方皆為華人等三種模式，實際上產生為四種組合，分別是日

籍父親日籍母親，此種學生背景以下稱為全日籍生；日籍父親華籍母親、華籍父親日籍

母親，此種學生背景以下稱為半日籍生；華籍父親華籍母親，此種學生背景以下稱為全

華籍生。至於家庭部分的影響，由於本次研究之時間有限，尚無法明確判斷出在學習上

是否有正相關。但就跨文化溝通的角度來看，不同家庭組成的學生，其文化起點行為差

異性頗大。全日籍生、半日籍生、全華籍生在學校所受的教育相同，然在家庭所受的教

育不一，因此在「態度」與「知識」上亦呈現出不同的差別。全日籍生相對於半日籍生

和全華籍生來說較為文靜一些，在華語方面的語言知識也懂的較為少一些，進行華語課

程時，對於華語課程所教的內容也掌握得比較慢，可能是因為家庭並沒有使用華語進行

溝通，而是以日語進行溝通的關係；半日籍生和全華籍生則是較為活潑好動，在華語方

面的語言知識也懂的比較多，華語課程進行時，對於所教的內容也掌握得比較快。由此

可見，不同家庭組成的學生，在課堂上的所展現的差異性頗大。 

一般而言，班上每個學生對於華語的學習狀況的起始程度不一致，有些學生的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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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較高；有些學生起始程度較低，兼之每個班級的組成背景、學習風氣及氣氛都不相

同，課程內容也非全然一致，因此教學設計均會進行些微的調整，以下為每次的教學設

計及課程安排。 

表1 A班教學流程及時間安排 

08/31教學流程 時間 09/01教學流程 時間 

課前準備及分組 5分鐘 詞彙複習 5分鐘 

生詞講解及練習 20分鐘 生詞講解及練習 20分鐘 

句型講解及練習 10分鐘 句型講解及練習 10分鐘 

教學活動：比手畫腳2
 10分鐘 教學活動：提供線索3

 10分鐘 

 

表一為 A班教學流程及時間安排，A班學生為四年級的學生。研究者主要負責教授

語詞、句型的部分，研究者需從課本挑出重點語詞，再以投影片呈現並附上圖片，幫助

學生理解。而兩天的教學活動主要目的是助於研究者在課後檢視學生的學習狀況。 

 

表2 B班教學流程及時間安排 

09/08教學流程 時間 09/09教學流程 時間 

課前準備及分組 5分鐘 詞彙複習 5分鐘 

課文講解及練習 20分鐘 生詞講解及練習 20分鐘 

生詞講解及練習 10分鐘 句型講解及練習 10分鐘 

教學活動：九宮格4
 10分鐘 教學活動：接力賽5

 10分鐘 

 

表二為 B班教學流程及時間安排，B班學生為四年級的學生。研究者則是接續該班

老師的進度進行教學，因此負責了課文、語詞、句型三個部份，主要以投影片呈現課程

內容，兩堂課大致分成課文、大意、詞、句型等四個部分進行講授。其中課文是以問答

的方式呈現，即上完一小段課文便以投影片呈現問題，若選擇錯誤則會跳回原本的段落。

此作法則是為了檢視學生對於課文的理解與否。 

 

表3 C班教學流程及時間安排 

09/15教學流程 時間 09/16教學流程 時間 

課前準備及分組 5分鐘 詞彙複習 5分鐘 

生詞講解及練習 20分鐘 生詞講解及練習 20分鐘 

句型講解及練習 10分鐘 句型講解及練習 10分鐘 

教學活動：圈叉選邊6
 10分鐘 教學活動：眼明手快7

 10分鐘 

                                                      
2
 一位組員背對題目，其他組員比手畫腳使該組員猜出答案。 

3
 利用 Kahoot!出題目，會提供線索給學生猜解答為何。 

4
 將生詞寫在九宮格內，教師喊生詞，學生以工具拍所喊到的生詞。 

5
 分成四個小組，每組的棒子裡面會有詞、句型等等，每個出來的學生要利用自己所拿到的詞造一個句子，

才能夠傳給下一個人。 

280



表三為 C班教學流程及時間安排，C班學生為三年級的學生。研究者主要負責教生

詞、句型的部分，生詞則是由該班班級導師所挑選，而研究者依然以投影片呈現，並附

上圖片幫助學生理解。而這兩天的教學活動「圈叉選邊」、「眼明手快」主要目的是以

複習為主，幫助學生加深對於生詞、句型的意思及用法之印象。 

 

表4 D班教學流程及時間安排 

09/24教學流程（兩節課） 時間 

課前準備及分組 5分鐘 

複習生詞 20分鐘 

教學活動：眼明手快 15分鐘 

教學活動：圈叉選邊 15分鐘 

教學活動：點數換題目 30分鐘 

 

表四為 D班的教學流程及時間安排，D班學生為三年級的學生。研究者主要負責複

習期末考範圍。也因為有連續的兩節課，因此研究者進行一個較為大型的教學活動，所

需的時間也較長。複習完期末考範圍後，帶了「點數換題目」的活動，學生可以利用課

程中複習所得到的點數來兌換題目，題目分別放在各個信封袋裡，而每道題目則有相對

應的分數。題目的設計則是概括了生詞、句型、課文、大意、造句等，也藉此去了解學

生在哪個部分的掌握程度尚能夠加強。 

四、實際教學及成果評估 

4.1實際教學 

研究者除了每天教學觀摩寫下紀錄以及心得外，並於每次授課結束後會撰寫教學反

思，以協助瞭解本次教學上需要增強的地方。經由這些紀錄及反思，發現了研究者在初

次授課時一些小細節上做得不夠完整，一、沒有完整環顧到每一個小組，造成得分不夠

平均；二、學生回答問題時，未能先肯定學生再告訴其正確涵意及用法；三、課時的節

奏控制得不夠好，每一個部份的時間掌握得不夠精確。 

第二次上課時即針對這些小細節做出調整：一、隨時環顧每個小組，注意分數分配

平均與否；二、無論學生回答正確與否均先給予肯定，再告訴其正確涵意及用法；三、

進行活動的當下同時注意時間的長度。再者，隨時以正面面向學生，盡量與每一個學生

有眼神上的交流，讓學生感受到老師對每一位學生的注意。經過這些調整後，整體課程

進行的更加順利，學生的反應也更為熱絡。 

而經過這幾次的課程後，發現最主要仍是兩個問題：第一、指示語要非常明確，否

則學生仍偶爾會有搞不懂的情況；第二、整體教學節奏的掌控要恰當，以免因為些許狀

況而導致時間難以控制。對此研究者的解決方式是首先和學生培養一個默契，能夠使整

個班級的學生都將注意力集中到老師身上；其次，複習生詞、句型的時候，圖片的選擇

非常重要，選擇學生有共鳴的圖片，可以增強學生的學習動機，甚至能夠直接做出那個

動作；而有些詞語不適合以圖片呈現，學生反應就不會那麼熱烈，這時若能以日常生活

或是有關於學生間的文化舉例，便能夠成功抓住學生的注意力。進行教學活動的時候，

                                                                                                                                                                      
6
 圈叉選邊將教室分割為兩個部分，學生依據投影片的描述判斷圈或叉來選邊。 

7
 將生詞不規則分佈在黑板上，學生依據老師所唸找出該生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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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培養的默契就能派上用場，能夠即時的將學生的注意力拉回來，整體課程便能夠順

利進行。 

4.2成果評估 

關於學生學習成效的部分，研究者發現藉由上述的課程安排，學生可以很快速進入

狀況，像是：一、利用投影片作為主軸呈現課程內容，成功抓住了學生們的目光；二、

挑選重點的生詞以及句型，並在學習當下即時給予練習，學生的學習狀況也顯著的提升

許多；三、每一次的課程結束前的綜合活動都會安排悅趣化教學活動，其實每次學生最

期待的就是這個部分，研究者也是在這一塊下了許多苦心，除了不希望教學活動重複太

多之外，也希望夠透過不同的悅趣化教學活動去尋找出最適合各個班級的活動。教學活

動不只能夠寓教於樂，學生也能夠感受到學習是有趣的，也因此自發性地願意學習，教

學者在整體課程的進行上也較為順利。 

教學層面上，由於是僑校的關係，因此學生的組成也較為多元，學生的個性多少都

與家庭有關，因此在學習的狀況上會出現落差，老師要如何從中取得最佳平衡點，是一

項大考驗。而僑校的教學情況大概介於一語到二語中間，因此在教學內容的選擇以及教

學法的使用都要拿捏得當，才能夠有最佳的學習效果。 

五、結語 

首先得感謝日本橫濱中華學院提供這次實習的機會以及教學場域，讓研究者有機會

能夠前往海外進行教學，也感謝校長、主任、老師們也不吝分享，總會適時的給予各個

層面上的指導及意見，也讓研究者在實習期間有非常棒的施展空間。 

而此次在日本橫濱中華學院進行華語教學，在教學上能夠認識僑校的實際現況以及

內部的運作模式。也發現了雖然學生在學習上有顯著的成果，但僅僅讓學生學習語言知

識，不足以達成信息、知識和情感的互相傳遞、交流和理解，往往都只能夠理解詞的意

思，卻不能夠理解其背後的含義甚至是代表的文化，因此得將語言以及文化等因素融合，

才能夠達到更為有效的溝通。 

而參與學校舉辦之校際活動，能夠學習籌畫活動之技巧。然而最重要的則是能夠累

積華語教學實力，透過課後教學反思以及與老師討論進而精進自己的能力。而觀察僑校

學生學習華語狀況並且歸納其學習難點讓自己能夠從中得到回饋及思考如何解決其問

題。再者就是藉由教學觀摩了解不同老師於課室經營的方式。除此之外，觀摩不同科目

教學，嘗試更多元教學法，發展跨科之間的教學連結也是一大助益。而在教學的時候則

要以學生為出發點去思考及設計教學內容，日常生活與學生相處時必須身教大於言教，

亦必須適時站在學生立場思考。教學上的臨場反應、隨機應變也是學習到的重點。最後

就是培養自己在海外生活獨立自主的能力。與同事之間的相處溝通也格外重要，由於是

在日本，因此在體驗日本當地風土民情與文化後，再去思考、理解語言與文化間有什麼

能夠互相連結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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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模式附加字幕的呈現方式對第二語言習得之影響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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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多媒體字幕呈現方式」對二語習得之影響。具體來說，這項研究將探

討以視頻字幕作為一種教學手段是否有助於提升二語學習者的水平及學習效率，特別是在

聽力及內容理解方面。本報告對提供屏幕上不同字幕的選項對二語習得的影響進行了問卷

調查。希望能藉此進一步瞭解，在外語課堂上以真實視頻材料搭配字幕是否能輔助教學且

有助於二語習得，特別是在先進或高級課程的聽力及理解方面。 

關鍵詞：二語習得、字幕呈現、多媒體、聽力理解 

一、前言 

隨著越來越多的外語課程開始將視頻材料融入他們的課程，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

優化學生對電影和電視部分語言的理解上。通過字幕以提高第二語言學習者的聽力理解能

力的視聽材料是一種越來越普遍的教學工具。通過字幕的説明，學生直觀地瞭解他們所聽

到的內容，特別是當輸入不太超出語言能力時，有助於語言學習。字幕也可以提高語言理

解能力，並帶來額外的認知好處，如更深入的語言理解及詞彙運用。然而，學習者往往需

要培訓，以制定積極的觀看策略，有效地使用字幕和字幕的材料。 

為了評估在外語課堂上以真實視頻材料搭配字幕為教學手段，是否有助於提升學習者

的學習效率，並從學習者的角度進一步瞭解，提供什麼樣的字幕選擇是最為有效的，特別

是對先進或高級水平的學生。本研究使用了由楊百翰大學人文學院所設計的多媒體外語學

習網站，https://ayamel.byu.edu/home 以探索其所提供的不同字幕選項，對二語習得之影響。

該網站的功能包括多重模式字幕呈現(含有三個選項：中文、拼音及英文翻譯)、立即網絡

註解（即通過 byudictionaries [http://corpus.byu.edu/oed/]、wordreference.com、谷歌翻譯等

平台為學習者提供即時的字意解釋）。本研究根據學生問卷調查的回答，就以下的三個問

題進行討論： 

1）字幕究竟是讓學習者更快了解視頻內容從而提高學習效果，還是對聽力水平較高

的學生來說是一種阻礙，因為母語字幕容易讓人產生依賴感無需專註於聽力上而分心？ 

2）學生先不看字幕而聽大綱及重點，之後再輔以字幕來確定其對細節理解的正確程

度，這樣的學習模式是否更為有效？如果是，那麼什樣的字幕呈現順序或搭配（例如，

先中文再拼音或翻譯還是中文及翻譯同時呈現）效果最佳？ 

3）多重模式附加字幕的呈現方式是否有助於提升學生對詞彙習得及掌握的能力？如

果是，那麼字幕句子的長短度是否也會影響學生對新詞彙或新詞組表達的吸收力？ 

二、文獻縱覽 

美國國家字幕協會（The National Captioning Institute, NCI）1984的調查結果顯示，將

字幕電視引入學校課堂教學後，聽覺正常的學生通過定期觀看字幕電視節目，無論是在詞

彙方面，還是在朗誦的準確程度、流暢程度方面，都取得了明顯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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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za（1991）對視頻字幕引入外語課堂教學是否有助於聽力的問題進行了研究，結

果證實，以真實語料的視頻搭配字幕確實能提升學習者的聽力水平，特別是對優等及高等

水平的課程。然而，Rodgers & Webb（2017）在一項針對 372名日本大學生觀看 10個 42

分鐘的美國電視影集的研究中則發現，使用字幕組的學生只有在特別難理解的視頻上考試

分數出現明顯差異，其他的分數則與無字幕組的學生成績差距不大。 

在一項評估「自動字幕過濾和隱藏部份字幕」的方法，是否對提高學生英語聽力理解

更為有效的實驗中，結果驗證，與傳統的提供完整字幕及電子字典的方法相比，通過字幕

過濾方法能更有效地提高學生的聽力理解。此外，從眼球運動跟蹤裝置收集的數據中發現，

在學習活動中，超過 76%的學生依賴於字幕，反映了開發有效字幕機制以輔助外語學生習

得的重要性（Hsu, Hwang & Chan, 2014）。 

Vanderplank（2016）所寫的書中彙集了當前關於非正式語言學習的思考和 30 年來關

於字幕研究，並且提出了以字幕輔助外語習得之實踐及未來研究路線圖的語言學習新模式。

他指出，語言學習者可能有正常的聽力，但他們還是「很難聽得懂」的人，發現很難遵循

在許多電影和電視節目中的快速或不明確的講話。Vanderplank 認為，看字幕不僅能讓學

習者理解和欣賞外語電視和電影，還能提高其外語能力。有字幕的媒體將會讓參與第二語

言習得教學和研究的學生和研究人員，以及從事語言教師和教師培訓者非常感興趣。 

Markham 在 1999 年的調研中，探討了字幕錄影帶對高級和大學級英语學生（ESL）

聽力詞彙識別的影響。其項目共有 118位 ESL學生參加了這項研究。錄影材料包括兩個不

同的教育電視節目中關於鯨魚和民權運動的節目。這兩篇文章的結果顯示，字幕的可用性

顯著地提高了 ESL 學生識別錄影帶上的單詞的能力，同樣的結果也出現在在隨後聽力選

擇題（聽詞根和其他選擇）的測試中。由此，作者建議使用字幕，以提高第二語言學生的

聽力及閱讀理解。Taylor（2005）使用俄語和 ESL 作為目標語所收集的資料，強烈支持字

幕的存在與增加理解視頻素材的語言內容之間的正相關，因而，他建議使用字幕來彌合學

習者在閱讀能力和聽力方面的差距。 

另一項研究顯示，介於中高級到優等水平的 15位學歐洲的英語學生，用 CEEFAX英

文字幕觀看了 9 小時長的 BBC 一般會議的電視節目。研究的目的是調查從觀看字幕節目

的語言學習中，獲得的潛在益處。這些受試者提供了詳細的回饋，說明從節目當中學到的

語言、對字幕的反應、利用字幕的策略、焦慮程度、聲音和文本的可理解性以及節目本身。

受試者還進行了有限數量的與節目有關的語言活動。受試者認為，字幕很有用，有利於他

們的語言發展。他們並且能根據需要制定戰略和技巧，靈活地使用字幕。研究結果表明，

字幕節目可能對初級學習者的價值有限，但可能為中級以上的學習者提供大量可理解的信

息輸入。研究結果也顯示，字幕能鼓勵「已識字」學習者，有意識的語言學習，釋放備用

語言處理能力（Vanderplank, 1988)。 

三、研究結果 

3.1 調研對象 

參與研究的對象為 8名以英語為母語的中文學習者，有 3到 4年不等的學習經驗，無

華裔學生，其中 5名為女性，男性 3名。研究對象皆為楊百翰大學中文聽力及口語對話進

階班的學生，使用了由楊百翰大學人文學院所設計的多媒體外語學習網站，

https://ayamel.byu.edu/home 並應邀對「多媒體字幕呈現方式」與二語習得之影響進行了問

卷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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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設計 

調研所使用的問卷包括了以下的 5個問題，每個問題均有 3個不同的選項，學生也能

在每個提問的下方加以說明其選擇的理由（見附錄一)：1）你多常使用字幕？；2）你何時

使用字幕（在先聽了 2-3次後，還是在一開始聽時，或是謹用來確定聽力理解的正確度）？； 

3）你最常使用哪一種字幕選項？；4）哪兩種合併的字幕選項（漢字加拼音；漢字加英文翻

譯；英文翻譯加拼音）你最常使用？；5）你認為字幕對你的聽力有什麼影響？請具體說明理

由。 

3.3 結果與討論 

 就第一個問題：「你多常使用字幕？」8 名受訪者中有 6 名選擇了「幾乎每次」，另

兩位分別選擇的是「偶爾」及「很少」。幾乎每次都使用的理由包括「沒有漢字輔助，很

難理解上下文」，「邊聽邊讀中文字幕有助於我的理解。」，「中文字幕有助於我對詞彙及語

法的理解和習得，特別是提供了上下文。此外，英文翻譯的選項也讓我能對比自己的翻

譯。」「我使用的是出現在螢幕右手邊的字幕，我覺得屏幕下方出現字幕讓我無法集中注

意力在所聽的視頻。」，「字幕讓我確定視頻裡究竟說了什麼，此外也有利我對生詞的理解

以及其中所使用的轉折詞。」，「這種嵌入式的字幕選擇讓我不再需要猜一些字的正確拼

音」。而兩名選擇「偶爾」或「很少使用」字幕的理由則都是「字幕能讓我在聽後確定自

己的理解是否正確」。 

對於第二個問題「你何時使用字幕？」，其中 4位選擇了「先聽了 2-3次後」，另外 2

位選了「只用於聽後確定聽力理解的正確度」，有 2位學生選的是「在一開始聽時」，但兩

位都提到，他們一開始就使用中文字幕輔助聽力，但英文翻譯僅用於最後確定其聽力理解

的正確性。選擇「在先聽了 2-3 次後」這個選項的學生，其理由為「在聽到一些不熟悉或

新的詞彙時，中文字幕為我提供了上下文。」，「先聽再搭配字幕練習，讓我確實瞭解每一

個重點。」，「字幕讓我檢查自己的理解程度」，「最理想的方式是先儘量聽，再看字幕，但

我經常看是立刻打開字幕」。至於兩位僅在聽後使用字幕來確定理解度的學生，他們的解

釋都是，「多聽幾次已經能掌握重點，因此，字幕只是用來檢查自己是否徹底的理解了每

個細節」。 

至於，「你最常使用哪一種字幕選項？」這個問題，除了 1 名學生選擇「拼音」之外，

其餘均選擇了「漢字」的選項。7 名學生都認為「中文字幕」是最為重要的，因為漢字不

僅比拼音更容易識別（特別是許多不同的漢字有相同的發音），而且讓學生知道正確的語

法、並將聲音及「字的形象」連結在腦海裡。至於選擇使用「拼音」的學生，其主要原因

是藉此「來鍛鍊自己的發音及聲調，同時模仿視頻裡是怎麼說的。」 

針對第四個問題，「哪兩種合併的字幕選項（漢字及拼音；漢字及英文翻譯；英文翻

譯及拼音）你最常使用？」，其中 6 位選擇的是「漢字加英文翻譯」，另外 2 位選擇的是

「漢字加拼音」。選擇「漢字加拼音」的學生中，一位認為能幫助他練習聲調，同時對照

英文的翻譯；另一位則提到「自己先學習的是廣東話，因此拼音可以讓他學習普通話的發

音」；其他選擇「漢字加英文翻譯」的同學表示「只有在匆忙準備的時候會開英文翻譯，

這樣就不用查字。」，另一位則認為「中文字幕是最有用的，英文翻譯只在不熟悉的生詞

或檢查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確時使用。」，「中英對照有助於我瞭解兩者語法上的不同以及一

些詞彙究竟是怎麼在句子裡使用的。」幾乎所有選擇這個回答的學生都提到了，拼音只有

在分別或確定某些聲詞的發音時是必要的，因為當他們在看視頻的時候，已經能聽到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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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發音了。此外也有兩位學生認為，中文字幕是最必要的，至於拼音和英文翻譯，只有

在特定情況下派得上用場，例如，數字、人名。 

就最後一個問題，「你認為字幕對你的聽力有什麼影響？」的回應，其中 1 名選擇的

是「阻礙其聽力」，其他 7名受訪者則認為「有助於其聽力」。一位學生表示「字幕讓我更

能聽得懂，因而更能投入所學習的主題。特别是因為聽力是我最弱的一環。」，「我認為最

有效的方式是先不開字幕盡可能地聽，然後才看字幕。比方說，在初學過程可以用字幕位

輔助，但有時你需要在沒有字幕的情況下強迫自己記得[或想出]那些中文字的意思。重點

是，字幕是一種學習的工具，但如果過於依賴，有時會只憑字幕學習而不是通過『聽』來

了解視頻的內容。」另外有學生指出「這些字幕的選項提供了更為自然的學習方式，由於

字幕就出現在視頻下方，而不是視頻與原文分開，學生可以一句一句地邊看邊學，而不是

再是用原文來確定答案而已。再加上這個網站也提供了改變播放速度的功能，讓學生能依

照自己的程度加以調整，從而增強其聽力。」，「這些不同的字幕選項提供了我了解如何使

用適當的生詞表達及正確的發音。」，「字幕讓我更容易理解內容及辨識語法點，因而能在

不同的上下文中更容易聽得懂及識別已學過的[生詞及語法]。」，「我會先聽好幾次後才看

字幕確定不熟悉的生詞，我發現當我的聽力越來越好，就越來越少看字幕了，然而，還是

很難避免完全不看字幕。如果一個影片/視頻沒有提供字幕的選擇，將很難學會播報員說

的一些具體的部份或細節。」，「我會是用出現在螢幕右手邊的字幕，而不是下方的。一邊

聽，一邊讀字幕不僅提升我閱讀的流利度，同時提供了我視覺上的輸入。例如，當我看到

「太空船」三個字時，屏幕上同時出現了正在翱翔的太空船和播音加強了我對這些字的學

習。簡單說，視覺和聽覺的結合彌補了我在聽力上的縫隙。」而唯一選擇「有礙其聽力」

的同學則表示「字幕的確很棒，能讓我完全地理解所看的視頻內容，但有時後我只是『讀

懂了』而不是真正嘗試『聽懂了』（我是比較懶惰的）」。 

四、結論 

從調研的結果來看，學生普遍認為字幕有助於聽力並能提升其對食品內容、詞彙、語

法/語序的理解。然而，若學生習慣總是開著字幕看視頻，甚至產生依賴或求快偷懶的心

態，那麼字幕對其提升聽力的效果就打了很大的折扣，甚至可能是一種阻礙。因为字幕把

人的注意力大都放在對字幕的「閱讀」上面，「聽力」的鍛鍊就減少了。當然，聽力練習

之初，特別是剛聽新聞之類的報告，開字幕看是很正常的，甚至必要的，因為，字幕不僅

提供了生詞、上下文及背景，能減少學生的在理解上的吃力感並提高學生對視頻的興趣。

然而，隨著學習者水平不斷地提升，字幕就該逐漸退出主要舞台，學習者應將更著重於對

內容重點的掌握，最後才輔以字幕來確定自己的聽力理解。此外，字幕，特別是「漢字」

的選項，也提供了學生一個「資料庫」。如果學生能記下並重複練習新的「詞彙」、「習慣

用語、成語、歇後語之類的」及「語法/語序」，字幕將有助於把這些「詞」和「句」與學

生所聽或所看到的連結在一起，從而加強學生的記憶，並能更準確、更自然地加以運用。 

最後，我認為教師選擇作為視聽教材如果能提供更多不同題材，使學生能積累大量詞彙，

擴大知識面，當學習者能成功跨越從「必須立刻開字幕來聽」到「字幕只是一個輔助工具」

時，就確實達到了中文聽力的「習得」而不再只停留於「學習」的階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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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Ding: a Multimedia Project for Effective Reading in 

Flipped Chinese Classroom  

Fan Liu 

Yale University 

 

 “CREADing” is an online program flipping the sequence of reading activities among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Currently, the popular learning cycle building learners’ literacy in 

Chinese includes three steps. First, the instructor lectures at the beginning of class. Then, students 

practice and demonstrate their comprehension in the middle of class. And at last, an assessment is 

conducted at the end of the class. However, students have few opportunities to fully explore the 

gist of the target reading materials. Let alone that learners are able to develop their own ideas and 

share the knowledge through peer-to-peer communications and discussions. By utilizing online 

resources, CREADing aims to change the present Chinese literacy learning model to a new one. 

It flips three important learning activities before class meeting, namely, preparation, practice and 

assessment. In class, instructors would spend much less time lecturing on the new vocabulary and 

grammar, but rather, they would help clarify learners’ comprehension and facilitate learners’ in-

depth discussion in class. In doing so, CREADing will integrate reading materials appropriate to 

learners’ proficiency levels, scaffolding exercises, lectures in multimedia formats, and 

preliminary assessment into a holistic system. By flipping the classroom activities, CREADing 

guides Chinese learners to have adequate engagement with the reading materials and encourages 

learners to participate in online interactive forums and group projects through meaningful social 

learning and peer learning. 

Background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reading class, instructors normally spend a great amount of time 

lecturing on grammar and explaining the usage of vocabulary from a new text. Although learners 

might make certain preparations before class, the scope is quite limited and the learning efficacy 

is not always guaranteed. It depends on learners’ own motivation to conduct self-learning before 

class. Moreover, due to the lack of adequate teacher-student and student-student interactions in 

class, learners’ grasp of a new text is greatly hampered, as is learners’ ownership of the target 

reading materials. Finally, instructors can only be informed about the results of students’ learning 

after class, because the assessment is always designed at the very end of each learning cycle in a 

traditional reading class. 

Compared with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s at other universities, the one at Yale 

University has a well-known tradition building learners’ aural-oral competences and stressing 

effective drills in class. However, for reading classes, this aural-lingual approach can barely 

satisfy learners’ needs and meet the instructors’ expectations by the criteria of literacy education, 

especially for advanced-level learners and Chinese heritage learners, due to the great length of the 

texts and extensive scope of topics. To make up for the inadequate time for practice in class, 

some learners have taken the initiative to organize study groups in the past. However, without the 

scaffolding support from the instructors, learners’ confusion cannot be clarified in a timely 

fashion. The websites widely used on campus, such as CLASSESV2, CANVAS, and 

WORDPRESS, can largely satisfy the silent reading of academic articles online for content 

courses, however, for a language reading class, their main drawbacks include: 1) It is difficul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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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 text, grammar, and vocabulary with explanations and instructions in multimedia forms; 

and 2) It is not easy to realize teacher-student and student-student discussion and interactions for 

language learning purposes on this platform. 

To improve literacy development among Chinese learners, this project aims to adopt the 

concept of the “Flipped Classroom” and implement it in Chinese reading class, that is, 

CREADing. Recently, some Chinese instructors have made efforts to build flipped classroom 

techniques into their curricula; however, this is limited to aural-oral classes at beginning- and 

intermediate-levels. So far, there is no website integrating learning materials in multimedia forms 

and online forum into one holistic system. In addition, it places informal assessments even before 

the classroom instruction, providing the instructor meaningful feedback about learners’ 

preparation and comprehension at an early stage. In this way, CREADing will be a pioneer 

exploring how the Chinese reading class can be flipped for more efficient practices and better 

comprehension in class at various proficiency levels.  

Goals 
Through this project,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can prepare for a new text more efficiently, 

and their reading skills can be greatly improved. Compared to the traditional pedagogy building 

literacy proficiency in Chinese, CREADing can train learners how to quickly access to a new text, 

master the themes and main ideas, utilize key information, and even how to get help with 

grammar and vocabulary through interacting with their peers and instructors. In short, their 

performance in the reading class will be greatly enhanced. 

As for teachers, they will be able to get a better idea about learners’ preparation and predict 

their points of confusion by collecting the results of the assessment before class. This project 

helps the instructor monitor better the learning process among students, and the degree of 

understanding of teaching material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reading effectively in Chinese, CREADing regards the 

following  four components as crucial implementations in this integrative project: 1) a website 

hosting all reading materials; 2) audio-visual materials for explanation; 3) online assessment tools; 

and 4) an interactive platform enabling synchronised problem-solving communications and 

discussion forums. 

The beneficiaries will be the enrolled Chinese language students from all levels, and the 

potential learners who need to maintain their literacy proficiency levels through self-study. It is 

also possible to for educators and students from other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s.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In this project, participants’ effectiveness of reading will be assessed in the following 

methods: 

 

1. Evaluation before the reading class: 
I) Online practice before the students test the degree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article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followed by multiple choices 

 B. Vocabulary comprehension by completing blanks in a passage. 

 

II)  In class, the instructor will elicit learners’ comprehension through “Question-Answer-

Feedback” interactions; and learners are expected to elaborate on certain points of knowledge or 

to support their arguments with detailed information and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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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At the end of class, learners will be able to summarize the main ideas of the target text and 

formalize their knowledge by submitting a written paragraph to the CREADing system. 
 

2. The Evaluation of CREADing project: 
I) The project evaluation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five modules. 

A. The accessibility and difficulty of the chosen topics and readings 

B.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online assessment for reading comprehension 

C. The helpfulness of the scaffolding exercises in multimedia formats 

D. The availability of online-assistance 

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classroom and CREADing 

 

II) The format of the project evaluation will be online questionnaires embedded in CREADing. 

 

III) As for the results of the evaluation results, project assistants will collect data and finalize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in visual forms for potential improvement and public presentation.   

Work Process and Project Goals 
 

Work Process Project Goals 

Step 1: Upload target readings and 

pedagogical videos online 

Traditionally, students memorize and digest the target texts 

in class, then practice after class. In CREADing, learners 

will be guided to complete memory-based learning activities 

before class. In class, they will be able to conduct meaning-

based activities, such as discussion, debates, presentation, to 

maximize their learning efficacy. 

Step 2: Create an online space for 

study groups 

● To enhance social-learning and peer learning 

● To buil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 To build learners’ self-monitoring of their own 

studies 

Step 3: Embed an online instant 

communication function or add-ons 

● To create a visual learning community with other 

colleges, universities 

Step 4: Provide online assistance at 

regular hours or through appointments 

with instructors and TAs 

 

● To increase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s 

 

Dissemination 
This project can be be displayed in the format of a website consisting of learning materials 

in multimedia formats, online assessments, and virtual learning space. Enrolled students, 

instructors, TAs, and program administers can have protected access to the system. Outside 

pedagogical experts and learners from othe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be invited to the system 

and participate in online discussion through secure links. The institute will benefit from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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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by witnessing the learning effects in a flipped Chinese classroom through learners’ 

achievement and feedbacks.  

 

Project Maintenance 
1. This website will be reused and improved through the feedback from the learners, TAs, and 

other users. 

2. The conservation and transfer of system data will resort to the technical support from CTL, 

CLS, ITS, or the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at Yale University. 

3. In terms of the website maintenance and update, the cost will gradually reduce after running 

for a year. For further supportive opportunities, there are Curriculum Fun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IWs (Instructional Innovation 

Workshops), and the applicant's personal research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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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華語師資教學與溝通能力培訓：同步與非同步遠距教

學互動研究 

劉宜君、吳玉君 

國立清華大學、美國三立大學 

ichunliu@mx.nthu.edu.tw、gwu@trinity.edu 

摘要 

數位及遠距教學是今日語言師資培訓中一重要的課題，可解決對外教學空間上的限

制，亦可利用非課堂的時間進行，是語言師資培訓課程中可融入之重要專業養成活動。

本研究是以Gee(2008)之社會文化交際與讀寫能力應用原則與Lave和Wenger (1991)之情

境式學習理論為主要研究架構，旨在擴展華語職前教師之教學經驗與提升其跨文化溝通

能力。藉由國立清華大學華語教學學程與美國大學華語學習課程之遠距教學合作，以共

同製作文化部落格為學習主題，進行同步與非同步之線上教學活動。此教學活動進行了

一學期，共有 28位職前教師、18位華語學習者參與，教學表現與互動成效之評估是針

對 36篇部落格製作內容、62 小時的教學影片、57篇學習者的經驗省思，以及 28份職

前教師之教學經驗與反思，進行系統化分析，以證實此教學活動對職前教師之專業養成

之有效性。結果顯示：（一）職前教師表示透過這樣的經驗，他們更加了解與學習者溝

通的每個細節，包括語速、說話的內容與用詞、提問與互動的技巧、糾音的方式，以及

適時地給予回饋；（二）職前教師認為此線上之教學模式，不但可以提升他們的教學技

巧，更可以直接了解學習者的需求，讓他們對於華語教學的互動更具自信。此外，華語

學習者對此學習活動的回應亦多正面，其認為：（一）他們的中文能力提升，包括單字

量、句型的認識與運用、聽與說的能力、發音，以及聲調的辨識能力；（二）由於職前

教師耐心的解釋與翻譯，澄清了他們學習上的許多誤解，尤其是單字與句型的使用；（三）

透過不斷地溝通，使他們對中國的文化有了更進一步地了解；（四）此跳脫課堂內的學

習活動，提升了他們學習中文的興趣與動機。 

一、前文 

華語教學已趨向全球化，語言師資的培訓，除了其本質學科的訓練以外，更重要的

是如何讓職前教師看到未來可能的教學環境，提供豐富的實習演練機會，使其於學習期

間即能累積專業的教學經驗。本質學科包括語言學與教學相關的理論，其重要性是協助

職前教師對語言教學建立正確的理念與架構；而教學實習與演練亦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從經驗中促使職前教師了解理論與現實教學有效地結合方式，培養正確的教學觀念與自

信，反之，若無充分的機會接觸語言教學場域、與學生有真實的教學互動，職前教師了

解的只是字面上的理論，對教學無法有具體的概念，更遑論有效地執行教學。 

本文希望透過跨國文化部落格設計與線上互動教學的方式，讓職前教師培養更多教

學經驗，提高其跨文化溝通的能力。尤其參與的職前教師從小到大身處於華人的土地，

經歷小學至高中的學術訓練，理應對華人文化與社會多所了解；然而對於應當如何適切

地對華語學習者進行詮釋，例如今日華人社會的各種現象、價值觀念，引導其認識不同

的情境與溝通表達方式、交換彼此的觀念，實非易事。 

因此，本文引用 Lave and Wenger (1991)學徒實習的概念，從交際演練中學習，慢慢

掌握專業的重心。如同華語教學互動，當兩個文化背景不同的人進行交際溝通時，彼此

傳達包含了語言與非語言的文化知識。此類的交際文化，常會因為受過不同文化薰陶而

產生了不對等認知，或因為缺乏相關詞彙、語法的架構或背景知識而發生誤解。故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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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教師而言，如何引導學習者意識到文化的差異，凸顯對標的文化的認知，或者在兩種

語言文化間建立聯繫，就顯得格外地重要。Hall (1976)在其「高度依賴語境」文化

(high-context culture)以及「低度依賴語境」文化(low-context culture)的概念中，即強調亞

洲的語言屬於高度依賴語境的文化，語者常常過於禮貌、客套、含蓄，以至於溝通的訊

息中經常混雜著許多內在文化的元素，包括語者自己的信念、價值觀、生活常規等；相

對地，西方的表達方式比較直接、明確、坦白，說話者不需要太多想像的空間即可明白

對方闡述的內容。因此，華語學習者若無法理解華人的文化習俗，可能無法理解實際的

語意、傳達正確的訊息，甚至有可能會造成想法牴觸的情況。 

跨文化溝通(cross-cultura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運用於課堂設計中，是今日語

言教學之一重要的課題。文化內蘊於語言，語言呈現了文化多樣的面貌，習得一語言，

亦表示其對標的文化的瞭解(Brown, 2007)；且唯對標的文化與社會有相當地理解，才能

培養處理文化差異的能力，學習者才能進行有效的溝通。因此，本文之理論架構亦納入

了 Gee (2008)的社會交際與讀寫能力發展之理論，以構寫目標情境為目的，透過不斷地

與母語人士溝通，學習正確的表達方式。 

理想的跨文化溝通能力，包括對當下情境的解讀、正確的詞彙使用，與表達正確的

標的語結構，並且要懂得適當且有意義地表達自己的想法(Coryell & Clark, 2009)。因此，

身為一位語言教師應具備教學技巧、知識與態度等三方面與文化相關之素養(朱我芯，

2013)，以便與華語學習者做最適切的溝通，進而引導其認識不同的語言情境，了解在

不同情況或情境下的溝通方式與內容，提升對標的文化的認知，架構其中文思考的基模

(schema)。如 Nishida (1999)在其研究中指出，是否擁有與母語者相同的思考基模影響學

習者對語言的認知，以及其跨文化溝通的能力。換言之，教師與學習者的溝通不僅是在

傳達語言表達的正確方式，亦在幫助學習者建立語言的背景知識，引導他們進入母語者

的思考模式。 

今日之多媒體發展讓跨國之溝通更加便利，尤其交際軟體製造了許多的虛擬溝通社

群，讓語言學習者有更多與母語者溝通的機會，但也同時披露了跨文化溝通時可能會產

生一些問題(Martin & Nakayama, 2014)。因此，本文藉由跨國線上互動教學的合作機會，

讓有志於從事華語教學的職前教師們，透過文化部落格的設計、線上平台互動的方式，

與國外的華語學習者進行一對一教學，透過在特定的情境下溝通相關的文化概念，引導

其深入思索、感受文化該有的傳達方式，以及如何與華語學習者進行有效地溝通。 

二、課程設計與執行 

2.1 職前教師背景 

參與此線上教學計畫的職前教師為同一課程之修課學生，人數共 28人，包括 15位

中文系一年級的學生、2名四年級的學生，以及 2位環文系、2位心理諮商、1位特殊教

育、1位幼教、1位英語教學，與 3位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的學生，和 1名陸生。在參

與此線上教學之前，本研究先進行職前教師之學習背景調查，得知其中有兩名曾修過華

語教學相關課程。修課的學生有 40%表示其英文有中級的程度，46%認為只有初級的程

度，而 14%則覺得可以英文溝通順暢，沒有障礙。 

大部分的學生(82%)都未曾指導過外籍生的經驗，只有五名學生有接觸過外籍華語

學習者，其中有一名曾有三個星期海外教學的經驗，一名有半年的家教經驗，其他為無

經驗，或僅有一次之線上對話的經驗。此外，有 13位(46%)學生有非華語的教學經驗，

且多為課輔班的執教經驗，故其面對的多為華語母語人士，較無語言溝通上的困難，或

者文化上的隔閡。 

對於自己指導外籍華語學習者的自信程度，4位(14%)表示可以獨力授課，多數(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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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也不確定，會緊張，6位(21%)表示還好，沒有同學表示無法獨力面對外語人士教學。 

至於文化課程在語言教學中扮演的角色，參與的學生(28名)都認為文化對華語教學

是重要的，列舉的原因包括語言與文化是不可分的、文化可以幫助學習、了解文化可避

免溝通上的誤解、認識文化可縮小彼此的認知差距等。至於文化教學該涉及的內容，學

生指出的主題大致包含食、衣、住、行、風俗習慣、節慶、語言、歷史等，有一名同學

指出其會避免提及宗教或政治相關的議題，一名學生強調文化必須客觀的詮釋，一名指

出認識東西方差異的重要性。而至於文化教學可能會碰到的困難，學生大部分都認為語

言是最大的議題，尤其是在溝通方面；其次為如何協助學習者理解不同的語境，主要是

指兩國的文化牴觸、生活習慣不同時，或學習者的母語文化缺少類似的情境或概念時，

要闡述文化深層的內涵是一項極具挑戰的任務；接著是字面上的翻譯、認知差異，也會

造成文化教學的困難；最後，有兩名同學指出學生的學習意願也是文化教學可能會碰到

的困難。 

2.2 教學實務設計 

此教學實習活動主要是透過部落格寫作與線上平台互動的方式進行，以線上評論、

留言（非即時）和線上面對面（即時）與學習者互動。合作的對象為美國德州三立大學

之華語學習者，大部分為具有中高級(intermediate-high)以上的中文程度。職前教師於台

灣春季課程開始的第二週（二月）與三立大學的華語學習者進行分組配對，由雙方老師

負責分配、給予 email，以便學生之間的聯繫。由於參與此活動的學習者人數(18 位)與

職前教師人數(28位)並不相當，故有些為兩名職前教師負責一個華語學習者，有些則是

一名職前教師負責一位華語學習者。 

此活動由兩校老師共同規劃，以介紹台灣、美國兩地的飲食文化為出發點的 Blogger

計畫，每個參與的職前教師與學習者，都必須於部落格上介紹一當地的餐廳與美食，並

透過線上平台(Skype, Google Hangouts或 Zoom)互動、交流。因此，職前教師不但必須

製作部落格介紹台灣或中國美食，亦必須以網路互動的方式指導華語學習者在 Blogger

上的寫作錯誤，並介紹其認識台灣或中國美食，協助他們演練簡報內容，讓他們能於課

堂上與其他同學分享。每個華語學習者必須在四月於課堂上介紹自己在網路上刊登的餐

廳及食物，於四月底簡報台灣職前教師介紹的美食，並定期繳交線上互動學習心得。而

每位職前老師必須繳交學習者的學習成長報告，並徵得學習者同意，至少繳交兩份教學

錄影，以及自己的教學反思，並於期末填寫問卷，分享其教學經驗。 

故此項計畫中職前教師必須完成的任務包括： 

1) 於指定的時間準時上傳美食介紹於指定的 Blogger網站； 

2) 設計的內容適合中等華語學習者閱讀，並具原創性； 

3) 刊登的內容屬實，並附上自己拍攝的照片提供華語學者參考，使其對介紹的內

容有具體概念； 

4) 刊登的內容設計包含與華語學習者相同的各項要求項目(如表一)； 

5) 職前教師與華語學習者在指定的 Blogger網站有簡單的互動，給予稱讚或簡單的

評論，而全面的評論或寫作錯誤的更正，必須於線上平台以面對面的方式詳細解釋與溝

通； 

6) 在進行線上溝通之前，需與學習者先約好會面時間，並且確定雙方都了解了實

際上線的時間，以免錯過會面的機會，此外，提醒學習者在日光節約時間後會有一個小

時的差異； 

7) 在進行線上互動之前，確定使用的設備運作正常，網路上線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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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職前教師利用線上平台(Zoom, Skype, 或 Google Talk等)指導華語學習者正確表

達的內容及如何適當的修正，溝通時必須使用標準的語言與發音，並注意自己的用字遣

詞、語速是否符合中級華語學習者的學習需求，溝通的內容以完成此計劃為主，不要花

太多時間聊天，亦不要談論學習者的隱私； 

9) 職前教師介紹華語學習者其所刊登之台灣或中國美食的內容，並指導其如何於

課堂上做簡報，確定其表達內容清楚、正確； 

10)與華語學習者的溝通的時間不少於 30分鐘，但也不能太久，以免影響其生活作

息； 

11)每次線上互動過後皆必須進行互動內容記錄，及教學反思，以充分了解學習者

的學習與進步的情況，及自己教學之成效； 

12)職前教師於五月底前繳交至少兩份網路教學錄影。 

表 1 美食地圖部落格必須包含的項目 

1. 標題 以餐廳或著名美食為主 

2. 餐廳或美食名稱與介

紹 

此餐聽或食物的特色，其著名的原因，以及如

何得知這家餐廳或食物的訊息 

3. 地點介紹 此餐廳或食物位居的地點，是位於哪一個城

市、哪一區，此地點具有什麼特色 

4. 參訪的理由與同行的

夥伴 

解釋選擇此餐廳的原因，以及與誰一同去拜

訪，何時去拜訪，是使用中餐、點心、下午茶，

還是晚餐 

5. 餐廳的設計與感受 餐廳內部設計或販賣地點介紹，用餐的人數多

寡，以及你對此餐廳內部設計或地點的感受 

6. 菜單內容與你的選擇 菜單裡有哪些選擇，你選了那些菜餚，選擇的

原因為何 

7. 點菜內容與食用過後

的感受 

你選擇食物的成分有哪些，吃起來的感覺如

何，你喜歡還是不喜歡，喜歡或不喜歡的理由 

8. 此次的享用經驗 分享此次用餐的經驗與感受，以及未來會不會

再度參訪，會不會介紹別人過來享用 

三、施行的結果與討論 

為了瞭解此互動教學之施行成效，本項計畫蒐集了華語學習者的作品與定期心得與

回饋感想，亦整理了職前教師的教學互動報告與反思，以深入了解此線上互動的情況、

成果與雙方的表現。共有 36篇部落格製作內容、62小時的教學影片與報告、57篇學習

者的經驗省思，以及 28 份職前教師之教學經驗與反思，在經過系統化分析後，結果整

理如下。 

3.1華語學習者的心得與回饋 

本課程在 Blogger上建立一空間，供職前教師與華語學習者編輯自己的部落格，分

享作者所處當地的美食及其相關文化；並利用 email以及線上平台進行互動。職前教師

必須協助華語學習者修正其部落格寫作內容，同時與其分享自己的部落格，指導其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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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堂用華語作簡報、與同儕分享不同的美食文化。在每次互動過程後，華語學習者並

須繳交心得報告，內容必須包括互動的日期和時間、對話與互動的情況、互動過程中遭

遇到的困難、心得感受，以及其他的想法、建議。收回之 57份心得回饋內容整理如下： 

(1). 此次線上互動學習的優點： 

1) 華語學習者全部(100%)對此經驗都表示贊同，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學習過程，

有些學習者表示對職前教師十分地感激。 

2) 提升華語學習的各項語言技巧與能力，包括文法結構、說與聽能力的提升、澄

清令人困惑的敘述方式、糾正發音與語調、認識新單字或糾正錯誤的字詞、介

紹正確的句子結構、引導閱讀，並協助翻譯，運用正確的表達方式。 

3) 幫忙解決學習問題，或提供策略。因為互動時間有限，以及時差的問題，有三

名學習者於心得中特別指出，他們會提前準備好他們的問題，包括學習上或部

落格內容的表達方式，以便有效地運用其有限的互動時間。 

4) 認識不同的文化，感到很有趣。心得的內容中顯示同學們互動的內容非常多元

化，包括家人、家鄉當地文化、主修、宿舍、服裝及其價位、食物、夜市、便

利商店、廟宇、宗教、天氣、嗜好、運動、音樂、夜生活、節慶、交通、打工、

未來的工作方向等。在互動的過程中，有些學生亦會提供影片，幫助華語學習

者對特地文化或地點有具體印象。此外，文化的差異也讓華語學習者覺得大開

眼界。例如，美國學生都是開車去上課，18歲後就離家自給自足，這台灣學生

來講有點不可思議；又如台灣一進大學就決定自己的主修，但在美國，大二才

開始選擇自己的專業等。 

5) 提升華語學習者的學習動機。此經驗跳脫了侷限在教室裡的學習經驗，並且可

以跟年紀相仿的學生溝通，澄清他們學習上的困惑，讓他們覺得學習語言可以

更有趣。 

(2). 互動過程中碰到的困難： 

1) 技術上的困難。此互動活動必須透過線上平台，因此很容易碰到科技相關的問

題，包括：a) 網路不穩定 – 宿舍網路不穩定，有些互動的組別必須不斷地切

掉又重打來克服此困境；b) 影像的品質 – 影像品質也會影響溝通的品質，例

如影片停格、模糊不清等；c) 聲音不清晰或無法同步 – 因為聽不清楚，或無

法及時回覆，互動的效度因此降低；d) 必須善用各項電子平台 - 除了 Skype

溝通外，亦須善用 email、即時溝通平台(Facebook messenger, LINE等)，以便立

即聯絡，克服網路的不穩定；e) 刊登在部落格上的文章有時過多，會找不到夥

伴彼此的文章，必須事先以 email通知彼此，並附上網站連線訊息(link)，才不

至於到了會面時間找不著對方的文章。 

2) 沒有良好的溝通環境。因為時差的關係，溝通的時間通常為一邊是早上、一邊

是晚上，因此大部分都是在宿舍裡進行。然而部分宿舍的背景聲音十分吵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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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份心得報告指出背景的雜音有時讓他們很難聽清楚職前教師的聲音。 

3) 職前教師說話的語速太快。有兩份報告顯示，有些職前教師講話速度過快，忽

略了華語學習者的聽力以及其理解能力上的不足，使其一開始互動時十分地吃

力。其中一名華語學習者指出，他的職前教師剛開始時無視於他的華語程度到

底如何，即拼命地敘述一堆內容，使其感到壓力很大，因為他幾乎都聽不懂。 

4) 台灣學生的用字或用語過於艱深。有四份報告中指出，職前教師會使用一些他

們從來沒學過的詞彙、使用的字比較困難、句子結構太過複雜，讓他們感到挫

折。 

5) 誤解對方約定的時間。因為時差的關係，有大部分的學生在一開始有些連絡上

的問題，常有在電腦前等了老半天，結果等不到人，甚至認為連續被放鴿子。

後來才發現是搞錯日期，或時間。 

6) 僅注意單方面的內容。有三份報告指出其夥伴只想跟他閒聊，等到時間到了才

發現都還未討論部落格的內容，得在預約下次的時間繼續討論；有一份心得中

敘述職前教師只想談論自己的部落格內容，沒有預留時間討論美國學生部落格

的寫作。 

7) 職前教師的英文能力。華語學習者非常珍惜此中文互動練習的機會，故盡量以

中文為主要溝通的語言，惟部分字詞解釋，會使用英文；若遇到溝通上的困難，

或生字詞，會透過線上翻譯軟體，例如 Google翻譯，協助解釋與澄清。但仍有

一份心得特別強調職前教師的英文能力不好，造成其溝通上的困難。 

整體來說，華語學習者對此學習活動的回應亦多正面，雖說一開始可能有些溝通上

或技術上的問題，但大部分都能逐漸地掌控狀況、順暢地進行互動。華語學習者普遍認

為：（一）他們的中文能力提升，包括單字量、句型的認識與運用、聽與說的能力、發

音，以及聲調的辨識能力；（二）由於職前教師耐心的解釋與翻譯，澄清了他們學習上

的許多誤解，尤其是單字與句型的使用；（三）透過不斷地溝通，使他們對中國的文化

有了更進一步地了解；（四）此跳脫課堂內的學習活動，提升了他們學習中文的興趣與

動機。 

3.2職前教師的反思與經驗 

從職前教師的反思與教學影片中顯示，透過線上互動教學的經驗，他們更加了解與

學習者溝通的每個細節，包括語速、說話的內容與用詞、提問與互動的技巧、糾音的方

式，以及適時地給予回饋。雖說一開始的互動會有些尷尬，常常自說自話，但慢慢地就

抓到溝通的訣竅，調整自己的語速與使用的句型形式。此外，職前教師認為此線上教學

模式，不但可以提升他們的教學技巧，更可以直接了解學習者的需求，讓他們對於華語

教學的互動更具自信。也許在一開始，常常不知道如何解釋某些詞彙、概念，但由於不

斷地互動，漸漸地了解學生的程度、學習困難之處，加上逐漸習慣運用線上資源，及時

提供學生需要的資訊，以及善用平台上各項功能，互動起來就更具效力， 

此外，在期末回饋中，超過半數以上(61%)的職前教師表示喜歡利用文化部落格的

方式與華語學習者進行互動，而且多著重於文化的分享；有 32%不表意見，二名同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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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不喜歡。由開放性的回答中顯示，職前教師覺得很高興能與外國學生分享自己的城市

與美食，而且從準備的過程中，更加了解自己家鄉的特色。然而因為對部落格製作不夠

熟悉，加上華語學習者的語言程度不比母語者，因此需要花很多時間在衡量語言的使用

與內容鋪陳。以下就正面與負面的理由進行討論。 

(1). 正面的理由 

 1) 分享彼此認識的城市。職前教師覺得以文化部落格為主題，使其有機會向外國

學生介紹自己的城市、喜歡的美食，激發對自身鄉土的重視。尤其為了補充資訊，還特

地查了資料，可重遊景點，亦是一大樂趣。 

 2) 藉此機會認識美國的文化。為了要了解學習者部落格所要表達的想法，職前教

師亦須搜尋相關資料，以便線上溝通更加順暢，不過也因此了解了其他美國文化。 

 3) 培養如何以學習者的角度思考。為了要協助學習者了解其錯誤，職前教師不斷

地思考以何種方式互動、引導、解釋，才能讓學習者懂得如何修正，以及修正的目的為

何。 

4) 掌控教材編輯的要點。職前教師表示在此活動中，自己必須依華語學習者可能

的需求而編輯、修改自己部落格的內容，藉此更加了解教材編纂的模式。 

 此外，職前教師亦表示此文化部落格設計的活動，讓他們有機會閱讀其他的部落格

內容，除了進一步認識自我的文化、城市、美食，也更精進其部落格設計的能力。 

(2). 負面的理由 

 1) 繳交的方式繁雜。此部落格的內容是依據指定時間分批完成的，對學習者來說，

可以漸進式的擴充其內容，但對職前教師來說，似乎過於複雜。 

 2) 需依學生的程度不斷地重寫。因為職前教師對學習者實際的華語能力不慎了解，

即使課堂上不斷地提醒，還是經常使用了超乎學習者可理解的詞彙、句型，故須不斷地

改寫，才能協助學習者理解，以便其於課堂中報告。 

 3) 部落格的學習功能不足。職前教師反映應該擴充部落格涉及的內容、領域，讓

華語學習者可以有更多、更豐富的練習機會。 

對於此跨國線上互動的實習方式，半數以上(60%)的職前教師表示喜歡，25%不表

意見，15%表示不喜歡。其中表示喜歡此線上教學活動的職前教師中，有 39%表示非常

喜歡，但在表示不喜歡的同學中，也有一名表示非常的不喜歡，答案非常的兩極化。由

開放性的回答中可看出，職前教師覺得與外國學生在線上交流是很有趣的經驗，不但可

累積華語教學的經驗，亦可進行文化交流。然而，因為時差的關係，學生經常約不到時

間或約錯時間，加上雙方學校的上課行事曆不同，若不夠細心，很容易搞錯時間；此外

技術面的問題亦會影響互動是否順暢。因此，若是互動進行順暢的組別，學生的反應便

極為正面，相反的，若是一直錯過時間，或碰到技術上的問題，就會覺得十分的沮喪。

根據職前教師提供之回覆，分析結果如下。 

(1). 正面的理由 

 1) 真實的互動。職前教師表示喜歡真實的互動，此機會可以幫助其思考如何與華

語學習者互動，激起其學習的興趣；此外，有職前教師指出看華語學習者說中文很有趣，

曾是課堂中討論的例子，竟然可以直接出現在真實的生活中。 

 2) 與外國學生互動很有趣。因為參與的職前教師多未有華語教學經驗，因此大都

覺得與外國學生進行交流很新鮮、愉快、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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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累積教學經驗。此教學活動讓職前教師有了真正的教學經驗，與學生視訊比起

單純上課更有真實感，教學過程中曾發生有趣的情節，但也有許多令人頭疼的問題。藉

由不斷地思考該介紹什麼、怎麼介紹、怎麼解釋，磨練自己的教學技巧，以更貼近華語

學習者的需求。 

 4) 文化交流。職前教師認為此互動方式是一個很棒的經驗交流活動，可以增加文

化交流，了解異國文化，開闊視野。 

 5) 是極具挑戰性的學習。職前教師表示這是難得的實戰經驗，經常要花很多時間

才知道哪需要加強、改進，但也因此使其收穫不斐。 

(2). 負面的理由 

 1) 時差造成邀約的困難。因為兩地日夜顛倒，職前教師與華語學習者經常時間上

的認知是不一樣的，以至於錯過了會面的時間；或者經常因一方早上需要上課，總是要

不斷地確定，才能決定線上會面的時間。 

 2) 付出的時間無法獲得對等的收穫。每次線上會面前，職前教師需事先準備討論

的內容，包括整理與分析學習者寫作錯誤的部分，並提供適當的解釋、相關的資訊與例

子，但由於時間上的限制，往往無法於時間內完成所有教學，進行完整的互動。 

3) 華語學習者還是不習慣用中文溝通。有些華語學習者雖有相當中高級以上的華

語程度，但是由於身處環境的關係，總是仰賴英文解釋，不習慣用中文溝通。 

四、結論 

本文旨在運用線上同步與非同步線上互動的方式的文化教學活動，協助職前教師思

考如何有效地與華語學習者進行溝通，將特定的文化概念在線上平台上呈現，協助華語

學習者正確地以中文表達文化情境，藉此培養職前教師實際教學經驗。從職前教師優異

的表現、省思紀錄、最後的學習經驗與意見分享，以及華語實習者的經驗心得，顯示此

教學活動之功效，不但強化了職前教師之專業教學能力，同時也提升了其跨文化溝通的

自信。 

第一，利用線上平台建造之虛擬教室可擴展職前教師之專業經驗。本研究利用線上

虛擬空間，提供了職前教師教室以外的實習平台，能與外籍學習者直接的互動；並透過

目標情境寫作、教材的製作的概念，引導職前教師思考如何表達特定的文化概念，與學

習者進行有效地溝通。從職前教師期末的問卷內容中了解，由於對科技平台不熟悉，以

及缺乏與外籍人士溝通的經驗，其任務達成過程艱辛，但卻因獲得的成果十分豐碩，使

其對自己的專業表現更加具有自信。然而，因為職前教師對這樣的訓練方式反應極為兩

極，筆者認為在下次執行之前，一定要讓職前教師對執行過程多加演練，以強化此實習

活動之效能，並降低職前教師之挫折感。 

第二，一對一的互動可提高職前教師之教學專業素養。此線上教學任務提升了職前

教師的教學技巧、自信，並使其更加了解華語學習者的需求。雖然從職前教師與華語學

習者的反饋中指出，一開始的互動經常有自說自話、語速過快、使用的詞彙過深、忽略

學習者感受的現象，但經過陸續地互動、反思，職前教師慢慢抓到互動訣竅，華語學習

者亦感到收穫許多。由此反應過程得知，師生間的實際互動可以幫助職前教師對教學的

執行有更具體的概念，思考方式也更多元，即使一開始面對任務時會有壓力，然而一旦

抓到互動的要點，教學的效能便能逐漸地提升。因此，在未來的實習演練中，線上一對

一教學方式仍是一值得繼續進行的模式，惟對一開始互動的模式與教師應有的表現需再

度強調，以免影響其雙方參與此活動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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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以完成目標任務的互動方式可提供職前教師批判性思考的機會。本計畫希望

訓練每個職前教師都能成為一位可以獨立思考的個體，除了深入瞭解華語相關之本質知

識外，更能有機會演練實際的教學活動，進而深入地探討、分析，從了解學習者的需求、

教材的設計、教師的表現等多角度去思考如何有效地進行華語教學。尤其從職前教師不

斷地反思其互動方式、修正其編輯的內容，可知此教學活動引導職前教師激盪出更多元

的想法。教師們普遍認為自己思考到不同層面的概念，是之前從來沒有想過的，透過活

動的執行，才發現原來其周邊有多少文化課題，是可運用的討論課題，或可激起學習者

的學習興趣。。 

第四，以特定文化主題之寫作與互動方式，的確可培養職前教師之跨文化溝通能力。

提升跨文化溝通能力是本計畫之主要目標之一，職前教師在活動執行時，除了透過線上

教學活動了解華人與西方文化中一些特定的概念、現象，更重要的是他們藉此提升自己

跨文化的溝通能力，學習將這些概念適切地表達出來，讓外籍學習者也能夠了解華人不

同層面的文化。故從期末問卷的回覆中，職前教師對其在跨文化溝通能力的精進與否普

遍持以正面的態度。雖然對某些領域仍不具把握是否溝通得當，但可見教師對其溝通能

力已有相當的自信。對於未來的計畫執行，可針對職前教師經常碰到的一些難題，於計

畫執行前先做整體性地討論，提供具體的情境或實例，提前幫助職前教師思考應該如何

溝通較為得當。 

此外，在此活動執行過程中，仍有許多細節需要克服、改進。首先，線上互動有很

多技術層面仍需要克服，尤其線上見面時間的安排，在時差、不同學期行事曆的情況下，

如何讓彼此都能準時出席，降低耗在聯絡上的時間，是以後此課程必須要事先規劃好與

克服的。 

再者，少部分職前教師反應部落格繳交的時間過於複雜，也是未來計畫中需要改進

的。雖然此繳交方式的設計是為了減輕華語學習者之寫作壓力，不過在職前教師端也可

以一次完成，然後再運用同儕互評、討論的方式，調整其編輯的內容，使其更適合華語

學習者閱讀，提昇其執行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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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ddresses the discrepancies in the interpretations of character difficulty levels 

between the learner and the teacher. Empirical data were collected to identify the difficult 

character types and patterns that would facilitate character learning. Two questions are 

investigated in this empirical study: 1) What actually makes a character difficult for students to 

learn? Six properties of a character are examined: type (dútǐzì versus hétǐzì), formation 

(xiàngxíngzì, zhǐshìzì, huìyìzì and xíngshēngzì), internal structures (top-bottom structure, 

left-right structure, and outside-inside structure), components (huìyìzì vs. xíngshēngzì), or 

number of strokes? 2) Are there any differences in students’ performance between first year and 

second year? The results of the first-year students indicated that stroke numbers and frequency 

are the only two significant predictors defining the difficulty level of characters. However, the 

results of the second-year students showed that semantic component (huìyìzì) is the only factor 

that could predict difficulty of characters.  

Keywords: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Chinese character acquisition 

1. Background 
Research has indicated that the writing system i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skills in th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DeFrancis 1984; Everson 1988; Walker 1989, among 

others). To facilitate character learning, one line of research examined the acquisition order of 

Chinese characters. For instance, Ying (2006, 2007) argues that characters should be introduced 

based on easiness of their internal structures while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programs in the 

States teach characters based on frequency index as adopted by most textbooks (Fan 2010). These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analyses of character difficulty or character frequen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ructors, in most cases who are also native speakers or L1 learners. However, 

none of them have provided empirical evidence as to whether the difficulty level of the characters 

demonstrated in the CFL learners’ actual performance is in line with that of the native speaker. 

This study addresses the discrepancies in the interpretations of character difficulty levels between 

the learner and the teacher. It aims at using empirical data to identify the difficult character types 

and patterns that would facilitate character learning. The results would also further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the second acquisition of characters through the learner’s actual 

recognition.  

2. Literature Review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is logographic in nature. Every Chinese character represents a 

single syllable and word. For instance, the character for fast is written and pronounced 快 kuài.
1
 

A syllable may be represented by multiple characters each with its own meaning (homophones). 

Homophones for kuài, for example, are 塊 (piece/dollar), 筷 (chopstick). Native speakers of 

                                              
1
 The symbol on top of the letter a (à) represents the fourth 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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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learn to write characters at grade one or two when they have already developed oral 

fluency. However, recent studies indicate that most Chinese programs at the college level in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each characters at or near the beginning of the first semester (Yin 

2006; Zhao 2011; Ye 2011). Once characters are introduced, they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four 

language skills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with little to no consideration of how 

students actually learn them. Instead, characters are taught based on students’ knowledge of 

spoken Chinese. For instance, when greetings such as nǐ hǎo (hello) and nín guì xìng (what is 

your honorable last name) are introduced, learners are usually expected to learn the associated 

characters in the same lesson. As a result, the topics covered in a particular course dictate which 

characters are introduced and their order. This is less problematic for beginners who learn 

phonetic languages, such as English and Spanish, in which a word’s spelling has information 

about, if not a one-to-one correspondence with its pronunciation. However, with a logographic 

writing system, Chinese characters pose great challenges for beginners who are expected to learn 

them together with other language skills, such as reading, writing and listening.  

To understand the selec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CFL textbooks for beginners, Fan (2011) 

analyzed ten textbooks published between 1961 and 2008. The study is informed by the theoretical 

assumption in which frequency of characters and their structural components, as well as frequency 

types of structural components play an essential role for CFL learners to acquire the underlying 

struc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Fan's results indicate that all 10 textbooks contain a high 

percentage of high frequency characters based on a comparison with the frequency lists from three 

frequency dictionaries, Yahoo and Google search counts, and the HSK proficiency level list.
2
 With 

regard to structural components, Fan finds that less than 17% of the characters have semantic or 

phonetic components that provide reliable cues to their meaning or pronunciation. While it is 

common to include high frequency vocabulary in language textbooks, Fan’s findings imply that 

most CFL learners are learning characters that do not follow any particular progression, which 

might impede learning (Yin 2006, 2007).  

To solve the problem, Yin (2006, 2007) argued that characters should be taught based on their 

complexity, as well as structural properties. He suggested that the order of introduction be based on 

four factors. First, characters with few strokes should be taught before those with many. Second, 

pictographic characters, based on depictions of natural objects, should precede non-pictographic 

characters. Third, single-component characters should be taught before characters with multiple 

components (e.g. semantic-phonetic characters). Finally, semantic compounds should be taught 

before semantic-phonetic compounds because beginners can more easily connect the character’s 

meaning with semantic components than with phonetic components. To teach characters in such a 

fashion, Yin proposed a separate writing class should be provided during the first semester together 

with a speaking class that focuses only on pronunciation and oral practice.  

Similar to the frequency index approach, the view that character order should be governed by 

difficulty level a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ructors and native speakers in mind. However, 

there is no support that their assessments of character difficulty correspond well with CFL learners’ 

actual performance. To address this question, the authors of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whether 

characters should be introduced according to the difficulty of their internal structures or according 

to a frequency index adopted by most introductory textbooks (Chen and Peng 2017).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examine how character properties, including character types, internal 

structures, components and number of strokes, affect the difficulty level of each character 

                                              
2
 HSK (Hànyǔ Shuǐpíng Kǎoshi) is a standardized test of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for non-native spe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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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nstrated by CFL learners’ actual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troke numbers and 

character frequency are the only two significant predictors defining the difficulty level of 

characters. In other words, what students find easy or difficult characters may be different from the 

teacher’s perception. For instance, the character 謝  which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difficult 

because of its structure (three components with a larger stroke number). However, according to 

students’ actual performance, it is less difficult than the character 再 which is a single-component 

character with fewer strokes. As for character frequency, occurrences of characters in the textbook 

was used to determine frequency rates. The study concluded that high frequency characters should 

not be the only consideration for vocabulary selection. The number of occurrences or repetition of 

characters that affect the level of character difficulty should als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e present study is the continuation of our previous study (Chen and Peng 2017), using the 

actual performance of second-year Chinese students on character recognition to examine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What actually makes a character difficult for students to learn? Six 

properties of a character are examined: type (dútǐzì versus hétǐzì), formation (xiàngxíngzì, 

zhǐshìzì, huìyìzì and xíngshēngzì), internal structures (top-bottom structure, left-right structure, 

and outside-inside structure), components (huìyìzì vs. xíngshēngzì), number of strokes or 

frequency? 2) Are there any differences in students’ performance between first year and second 

year? The premise behind this research questions is that analyzing of students’ actual performances 

is the best way to measure character difficulty from the learners’ perspective. Correlating students’ 

recognition of a character with its various attributes will unveil the nature of character learning at 

both the beginner and the intermediate levels.  

3. Method 
Fifty-four first-year and twenty-nine second-year college students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CFL) participated the experiment (N=83). They were given a recognition test as review 

practice in three consecutive classes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year and the second year. The 

participants were required to provide pinyin/tones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to characters as in the 

examples below:  

 

1. zhè 本3
 shū shì zhōnɡ wén shū (这本书是中文书。) 

2. qǐnɡ 坐， nǐ xiǎnɡ diǎn shén me （请坐，你想点什么？） 

3. wǒ bù 想 qù ɡōnɡ zuò (我不想工作) 

4. xià kè yǐ hòu , 回 jiā bɑ (下课以后，回家吧) 

 

Each test sentence contained 1-3 characters. Each test item (word) contained 1-3 characters. 

A total of two hundred and eighty-five characters were tested (n=285). These characters were 

introduced to the students within two years of their study. Table 1 below illustrates how the 

characters in the above sentences a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property variables.  

  

Table 1. Character Property Variables 

  本 坐 想 回 

Type dútǐzì  hétǐzì hétǐzì hétǐzì 

                                              
3 Simplified characters were adopted in the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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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tly-formed 

Character’ 
‘Compound 

Character’ 
‘Compound 

Character’ 
‘Compound 

Character’  

Formation zhǐshìzì 

Self-explanatory 
Character 

huìyìzì  

Associative 

Compound 

Character  

xíngshēngzì  

Semantic-phonetic 

Compound 

xiàngxíngzì 
 Pictographic 

Character 

Internal 

Structure 
n/a top-bottom top-bottom outside-inside 

Phonological 

or Semantic 

Component
4 

n/a indirect clear indication n/a 

Stroke 

Number 
5 7 13 6 

Frequency 2 (times) 3 5 3 

  

The scoring of the tests is that each character is worth one point for correct pinyin, one point 

for tones, and one point for translations. The maximum number of points is 855 (285 for each 

subcategory: pinyin, tones and translations). Each right answer was coded “1”, wrong or partially 

wrong answers were coded “0”. For the calculation of item statistics, missing values were treated 

as wrong answers. 

4. Results 
The following property variables, namely, character types, internal structures, character 

components and stroke numbers were examined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variances in difficulty. 

Types of Characters (dútǐzì versus hétǐzì):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a one-way ANOVA with a between-subject factor of character type.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demonstrated that students performed slightly better with dútǔzì than with 

hétǐzì. However, the main effect of character types (t69.926 = .711, p ＝ .849) was not significant. In 

other word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difficulty indexes between dútǔzì 

‘independent characters’ and hétǐzì ‘compound characters’. 

Formation of Characters (xiàngxíngzì, zhǐshìzì, huìyìzì and xíngshēngzì) 

A one-way ANOVA was conducted with formation of characters (xiàngxíngzì ‘photographic 

characters’, zhǐshìzì ‘indicative or self-explanatory characters’, huìyìzì ‘associative compound 

characters’ and xíngshēngzì ‘semantic-phonetic compound characters’) as the between-subjects 

factor.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showed that students performed best with huìyìzì in comparison 

with the other three types of characters. However, the data revealed no significant main effects of 

character types (F(2,158)=1.097, p= .336). The formation of characters, specifically, xiàngxíngzì 

‘photographic characters’, zhǐshìzì ‘indicative or self-explanatory characters’, huìyìzì ‘associative 

                                              
4 Components include semantic cues for huìyìzì and phonological hints for xíngshēngzì. Semantic cues include direct 

meaning association, indirect meaning association, and indiscernible meaning association. Phonological hints include 

clear phonological cues, partial phonological cues, and no phonological c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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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und characters’ and xíngshēngzì ‘semantic-phonetic compound characters’, was not helpful 

in capturing the differences in difficulty levels of the tested characters.  

Internal Structure of Characters 

Since the attempt to utilize character types or formations to interpret the variances in the 

difficulty indexes of characters, the focus now shifts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whether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characters, i.e. top-bottom structure, left-right structure, and outside-inside structure, 

can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difficulty index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for CLF learners
5
. As in the 

previous section,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a one-way ANOVA with a between-subject factor of a 

character’s internal structures (top-bottom, left-right and outside-inside).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demonstrated that students found the outside-inside structure easier than the top-bottom structure 

and the left-right structure. However, there was not any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main effect of 

character internal structures: F(2,133)= .319, p= .727.  

Semantic Clues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demonstrated that with direct meaning association provided more 

cues than indirect meaning association in helping students perform better. A one-way ANOVA with 

semantic clues (direct meaning association, indirect meaning association, and indiscernible 

meaning association)
6
 as the between-subject factors yielded a significant main effect of semantic 

clues, F(2,91)= 3.802, p= .026. A Tukey post hoc test revealed that characters with indirect cues 

(0.89 ± 0.098 min, p = .031)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easier than indiscernible cues (0.81 ± 

0.167 min).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aracters with direct 

cues and indiscernible cues (p = .362).  

Phonological Hints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demonstrated that clear phonological cues were more helpful than no 

phonological cues and partial phonological cues in helping students perform better regardless of 

the task type. A one-way ANOVA with phonological hints (clear phonological cues, partial 

phonological cues, and no phonological cues)
7
 as the between-subject factors did not general the 

main effect of phonological hints: F(2,74)= .202, p= .817.  

Number of Stroke 

The complexity of the tested characters ranges from 4 strokes to 15 strokes. All the character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to ensure similar number of characters in each group: Group 1 

consisting of characters with 5 or fewer strokes, Group 2 of characters with 6-8 strokes, and Group 

3 with 9-15 strokes.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demonstrated that Group 1 characters were much 

easier than characters with more strokes in Group 2. The main effect of stroke number groups, 

however,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2,179)= .344, p= .7.  

5. Discussion  

                                              
5
 Examples of top-bottom structure: 早, left-right structure: 好 and outside-inside structure: 回.  

6
 Examples of direct meaning association: 看 ‘to see’ whose radical 目 means ‘eye’; indirect meaning association: 吃 

‘to eat’ whose radical 口 means ‘mouth’; indiscernible meaning association: 晚 ‘late’ whose radical 日 ‘sun’ does not 

provide any clue as to the meaning of the character.  
7 The examples of clear phonological cues: the pronunciation of 妈 ‘mā’ whose pronunciation is same as the sound 

radical 马 ‘mǎ’ except tones (first tone vs. third tone); partial phonological cues: 现 ‘xiàn’ which shared the same 

vowels as its sound radical 见 ‘jiàn’; no phonological cues: 都 ‘dōu’ in which the pronunciation of both components 

are not associated with ‘dō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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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ur previous study, the results of the first-year students indicated that stroke numbers and 

character textbook frequency (the number of times the observed characters appear in the textbook) 

are the only two significant predictors defining the difficulty level of characters. However, the 

results of the second-year students showed that semantic component (huìyìzì) is the only factor 

that could predict difficulty of characters. Introduction of semantic components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students’ character learning outcome. Nevertheless, there is a threshold of character 

number students must be exposed to for such an effect to occur as such effects were not observed 

in the results of the first-year students’ performance. The number of character strokes made a 

difference in character difficulty for the first-year students, but not the second-year students. One 

explanation could be that second-year students have developed a better sense of overall structure 

of characters, including their formations, internal structures, etc. They have also seen more 

recurring components as the number of characters that they learned increases. All these 

contributed to their character knowledge and familiarization of character writing. Consequently, 

stroke numbers might not contribute to character difficulty for experienced learners as much as 

they would for beginners.  

Additionally, the overall recognition rate of the students dropped from 91.99% in first year 

to 72.94% in the second year. When comparing the same 76 characters between first-year and 

second-year students’ performances, the recognition rate decreased from 91.99% to 84.71%. The 

lower acquisition rate of the second-year students might be resulted from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characters (76 versus 285) or the increasing difficulty of characters. As for the attrition of 

first-year characters, second-year students might get distracted by new characters or they might 

not encounter these characters as much as they did in the first year. In other words, character load 

and frequency might play a role in character retention.  

6. Conclusion 
We conclude that there are discrepancies in the interpretations of character difficulty levels 

between the learner and the teacher. What teachers/native speakers considered difficult, such as 

character formation (dútǐzì should be taught before hétǐzì) and internal structures (left-right should 

be easier than top-bottom) did not reflect on students’ actual performance. Moreover, students’ 

acquisition of characters performs in a u-shape form. Initially, the more characters they learn, the 

more they tend to forget until they gradually internalize them. In other words, the character 

acquisition order of CFL leaners might not be in parallel with that of native speakers. Such 

process reflects the complication of character acquisition, as well as its non-linear nature.  

We would like to acknowledge the limitation of the study, including the small number of 

participants and effect size. For future studies, we plan to include more participants and also test 

advanced-level students to see whether there are any changes in character difficu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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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華語教師之教學環境及工作滿意度調查：十六年來之

變化發展分析 

信世昌、林素菁、李彩連、黎中立、丁多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摘要 

為了解國內華語教師工作現況及其對華語教學環境的看法，本研究以臺灣各大學及

民間華語中心教師為對象，進行教學環境與工作滿意度調查。 

本研究為歷時性的研究，曾於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進行三次形式相同的問

卷調查，此次為第四次，於 2016年執行，前後跨越 16年以進行跨時比較。此次有效問

卷共 298 份，來自台灣 31 所大學。問卷包括三個部分。第一部份為基本資料，藉以了

解填答者本身的資歷背景；第二部份為工作環境，包括授課時數、福利待遇、工作環境。

題型包括單選題及複選題；第三部份屬工作滿意度的調查，以李克特五等尺度量表 

(LikertScale)進行調查。問卷調查實際發放的對象為臺灣各大學附設語言中心任教的華語

教師及部分民間私立華語中心教師，針對該教學單位需要的份數寄發問卷。本研究將針

對這四次調查結果進行比較與分析，比較臺灣華語教師十六年來工作狀況，藉以記錄二

十一世紀初期至今臺灣華語教師對華語教學環境看法的異同與變化。 

根據 2016年調查結果顯示，國內華語教師的教育程度不僅提高，且成長幅度明顯，

以具有國內外研究所學歷(畢業或就讀中)佔多數(75%)；具有海外教學經驗的教師較2010

年成長 24%；進入華語界之前參與過師資培訓課程教師，較 2010年增加 13%；通過教

育部華語教師能力認證考試的教師佔總調查人數 68%。在工作環境方面，2016 年多數

教師(35%)每週工作時數介於 20-29小時，比之 2010年國內華語教師普遍每週授課時數

略有提升；在教學環境滿意度方面，薪資跟 2010 年相比，雖略有所成長，但四次調查

中滿意度都相對較低；在四次調查中，普遍教師均認為「華語教師這份工作不具保障」，

為所有題目中分數最低者。總體而言，2016年平均滿意度略高於 2010年與 2005年，然

而起伏不大。調查報告顯示華語教師的工作權益仍需更周延的保障。 

關鍵字：華語教師、問卷調查、華語中心、華語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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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翻轉教室漢字教學的設計 

江惜美 

銘傳大學華語文教學系教授 

Chm248@gmail.com 

摘要 

華語課程中「漢字教學」是很重要的一環，它對於外籍生習寫漢字的指導，具有引領

的功能。漢字教學應如何設計教案，如何製作教具，如何進行教學，是本論文研究的主軸。

傳統的漢字教學著重在筆順、筆劃的指導，以及反覆的習寫，學生必須記憶陌生的筆劃及

字形；本論文採取翻轉教室的方式，讓學生自行備課，主動蒐集資料，結合課程所學，設

計教案、製作教具，並製作漢字教學簡報，安排活動與遊戲，活化教學的內容。經過設計

後的教材內容，有聲有色，能引起學生的共鳴，並且能讓學生在輕鬆活潑的情境下，學會

漢字的讀與寫。創意的教學法一向用在整體華語教學上，鮮少有人關注在漢字教學裡的應

用，本論文既可供進行華語教學中生字教學者的參考，又能綜整漢字教學的活動方式，採

翻轉教室的模式，讓師資培育中的學生有規準可行。漢字對外籍生而言，要習寫是一件困

難的事，但如果先讓外籍生辨認字形、進行歸納，再設計活動或遊戲讓學生從做中學，就

能脫離枯燥、艱澀的印象。本研究經實施翻轉教室的方式，引領學生設計活動、完成教學，

已收一定的效果。期望透過本研究的論述，能對從事漢字教學者有所助益。 

關鍵詞：漢字教學、翻轉教室、活動設計 

一、前言 

漢字教學對於一位華語教學系的學生而言，是很重要的一環。筆者在教學現場中，發

現傳統由教師講授教學方法，難免枯燥而無味，學生又一知半解，缺乏實作經驗，驟然上

台，恐手忙腳亂，成效不佳。因此試著以翻轉教室的模式，進行漢字教學的指導。透過學

生設計教案、製作數位教具、上台演示、同儕討論，使學生了解漢字教學的模式。三年來

已摸索出一個有效的方式，擬提供未來教學者參考。 

漢字教學中的筆劃、筆順教學，雖能透過數位教學，但有時仍必須由教師帶領，親自

示範。筆者要求學生必須在白板上帶學生習寫，藉此了解學生習寫的順序、筆畫，然苦於

試教時間略短，學生往往只寫對某些字，很難每個字都寫對。所以，對於翻轉教學的模式，

仍有修正的空間。 

回顧國內翻轉教學的興起，也不過就這十年間的事，然而影響所及，已遍及幼稚園、

中小學、大學，且各個領域皆有新的課程嘗試，足見它有一定的成效。翻轉教學起因於美

國強納森．柏格曼（Jonathan Bergman）與亞諾．山森（Aaron Sams），為了解決學生經常

缺課的問題，而進行的補救措施（廖怡慧，2012），在華語教學漢字方面，尚沒有人進行實

徵性的教學研究（蔡瑞君，2014），本文即是嘗試針對漢字方面，進行全新的課程試驗。 

授課班級的學生經過一學期的漢字教學翻轉課程，覺得此一創新課程應加以推廣，因

此做了問卷訪談筆者，希望能釐清相關的細節，本文也將它置於附錄，供所有教學漢字者

做為參考。 

二、課程翻轉的作用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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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何謂翻轉教學？ 

翻轉課堂亦稱為翻轉教學（Flip Teaching）、翻轉學習（flip learning）或反轉課堂（Inverted 

Classroom），它是由學生先自學線上教材，再於課堂上由教師解惑、引導討論與實作的模

式，翻轉了傳統──先由教師在課堂講授，再由學生回家做作業的形式，故稱翻轉課堂（劉

怡甫，2013）。教師必須錄製教學影片，讓學生上網學習，然後到課堂上與同學討論教學難

點，透過師生互動、同儕討論，或合作學習，以完成作業，獲得自學的能力。 

翻轉教學的目的，是希望學生不要停留在記憶、理解等低層次的思維，而能富含評鑑

和創造等高層次的能力。美國著名教育心理學家班傑明．布魯姆(Benjamin Bloom, 2001)將

教育目標分類為六個層次，以認知心理學而言，即是要擺脫低階的記憶、理解，而透過應

用、分析，達到高階的評鑑和創造能力。筆者認為：學生自學、教師解惑，透過引導討論

和實作模式，學生可以培養自學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傳統教學著重記憶、理解，學生課前不必預習，到了課堂聽教師講授內容，學會了相

關知識，透過作業繳交、紙筆測驗即可得到成績。然而像漢字教學這一類實務的課程，很

難測出學生是否具備教學能力，是否具備自學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翻轉教學採取教師提供

講義、上課影片，學生先自學，到課堂上分組報告、同儕互評 

、師生共同討論，甚至於安排學生上台試教，課後再讓學生完成作業，師生雙向交流，同

儕彼此切磋，一方面可以調整教師的教學方式，另一方面也可以讓學生重拾自學的能力。 

翻轉教學的精神是什麼？為何它可以加強學生的自學能力？根據彼得．帕帕斯（Peter 

Pappas） 的說法，有以下的重點： 

2.1.1 翻轉課堂不是要取代老師  

翻轉課堂要重新定義老師和學生的角色：將學生從知識接收者 (Passive Info Consumer) 

轉化為主動學習者 (Active Learner)，教師應將課堂時間用做更深入的學習活動，而非只是

講課。因此，課堂的主體應該是學生，教師則是引導者，引導學生更深、更廣的探究知識，

找出他們自己覺得有趣的主題，自我學習。  

教師應讓學生自由探索、同儕互評，建立彼此之間共同合作學習。教師則可以觀察學

生應用知識的能力，視學生的差異予以協助，學生同時擁有比較多的掌控權：他們可以決

定學什麼，可以和老師、同儕討論，可以了解別人的想法，還可以善用科技自我學習或上

台表現自己。教師則是協助者，協助學生思考問題、解決疑難，同時了解如何取得相關的

教學資訊。 

2.1.2  翻轉課程不是教學的全部 

翻轉教育的工具平台多元，但並不是要樣樣都有。它是透過書籍、影片、網路、實作、

參訪、遊戲等，達到最佳的學習效果，要視學習的內容而定，但有時進行過程所需的教材

太昂貴、參訪地點太遙遠，也會造成學生的負擔，教師要仔細考量之後，選取適當的平台

工具，並不需要每一項都採用。 

教師不是每一堂都進行翻轉教學，否則，學生會認為老師什麼都沒有教，只是一昧地

要求學生自學。教師適時的提問、補充、歸納、演繹，可以讓學生反思。教師也需要反思

學生學會了什麼，還必須學會什麼；學生則必須反思哪些是課堂的重點，那些是應具備的

能力。教師的適時補充資料，可以普泛化和深度化學生的學習，因此教師可將兩節課設計

成一節翻轉課程，一節補充和檢討作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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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以上的探究，漢字教學課程最有效的方式是讓學生透過搜索相關網站、提供解說

的影片、讓學生共同討論、實作，教師在一旁引導、補充、建議。師生共同反思在教與學

中，扮演怎模樣的角色。對教師而言，補充的材料是否能為學生的能力加分？對學生而言，

自學的過程是否能學得了帶得走的能力？如果兩者皆是，這才是有意義的學習。 

三、如何進行翻轉的漢字教學 

3.1 漢字教學課程重點是什麼？ 

華教系的漢字教學課，目標很明確，即是學會漢字教學的理論，應用在實際的教學活

動中。以正體字為例，如何讓外籍生認識漢字、讀出漢字，筆者認為：我們可以採分散識

字和集中識字的方法，讓外籍生認識漢字、讀出漢字。至於如何讓外籍生寫出漢字？則可

先教他們習學獨體的文，再學寫合體的字，我們要會教學生如何構字、拆解、組合，以寫

出正確的漢字。換言之，透過教學策略教外籍生讀出漢字、寫出漢字，是漢字教學的重點。 

華教系學生來自普通高中，在他們進入大學華教系之前，有漢字書寫的基礎，但並未

具備漢字教學的經驗。因此在教學之前，必須對漢字有一定的認知。漢字課程的目的即是

給予學生基本認知：文字的起源、漢字的部首，漢字的構形、組合，還有漢字在詞組裡的

性質等。透過翻轉教學的模式，學生可以了解漢字從圖像到線條的演變，以及以部首做為

漢字字根的特色，並且將獨體的文組合成合體的字（江惜美，2012）。除解析六書分類外，

並指導學生設計教學方案、製作教具，上台試教，反思自己的教學是否有成效。 

3.1.1 漢字教學的實際應用 

漢字的正簡問題，也是華語教學者不能避免的課題。正體字的筆劃多、筆順也相形重

要，部分學生上台試教，示範的字的比例不對，筆順也寫錯，教師雖當場指正，但無法指

出他們所有字的錯誤，因此，學生平日留意板書的筆順、筆畫，教學前一定要先透過辭典、

網站備課，準備好要教的生字筆順、筆畫數、部首，以及該字詞性、構詞等基本內容，才

可避免上課時寫錯、教錯。 

華語教學者還必須學習正簡兩種字體的寫法和教法，來對應海外兩種字體的學習者。

大部分漢字是正簡部首省減的問題，少部分簡化字失去整體字的原貌，必須讓學生知道如

何對照、如何識寫。因此納入正簡字的教學，有助於未來職場所需。   

教師除了安排學生習寫部首作業，也可讓學生練習寫簡化字，讓學生具備教寫漢字的

雙重基礎。若受限於教學時數，也許可安排一至兩次的簡化字專題演講，讓學生了解如何

自學。最重要的是，當學生上台試教時，教師要留意學生的板書，看他們是否將字的筆順

寫對了，並提醒他們上台前一定要有充分的準備。 

3.1.2 安排翻轉漢字教學課程 

布魯納曾提到「發現學習論」的四大原則：動機、結構、順序、增強原則，是學習成

功的必備條件（Bruner, 1966）。在進行翻轉課程時，我們也必須考慮學生的學習動機，注

意教材的編排要符合學習者的心理，教材的編排也要由具體到抽象、由簡單到複雜，符合

順序的原則，並且要鼓勵學生主動學習、發現隱含的原則。基於此，我們設計小組蒐集資

料、製作 PPT、上台報告，做為評量面向之一，目的在透過同儕評量，發現個小組共同學

習的盲點，做為未來教學之參考。 

其次，每一週兩節課，我們設計其中一節為部首作業的檢討，讓學生深入的了解漢字

的形、音、義，以及六書的分類、標音的方法，在課堂上聽教師的解說，可以厚植漢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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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也學習解說漢字的能力。每一學期在期中考、期末考之前，教師也會設計實作作業，

讓學生進行教案的習寫，並上台演示，以了解自己上台教學的實況，並改善教材編寫及教

學策略。每一次上課之後，我們設計一分鐘評量，讓學生到 Moodle 與同學討論學習心得，

可以維繫學生學習的熱情和興趣。最後，紙筆測驗也朝向了解學生所知的教學策略、教學

方法，以及試教的反思，擺脫傳統的背誦和記憶題，而以高階的評鑑與創造力多元的展現，

全方位的評定學生的成績。 

最後，課後的學習與活動，可以落實學生教學的能力。學生可透過板書練習、運用多

媒體漢字教學軟體的播放、製作傳統漢字教材等實作活動，協助教學活動順利的進行。除

此之外，如何設計漢字教學活動的遊戲，引發學生學習興趣，深化學生學得的漢字，也都

可視為是翻轉課程的一環。 

3.1.3 翻轉漢字教學的步驟 

根據翻轉教學的精神，教師的思維要改變。因為學生自行發現與自行組織的知識，有

助於長期記憶，因此課程的設計必須讓學生自學。先讓學生告訴老師他已知道了什麼，老

師再就學生已知的基礎，指出重要的原理、原則，以及學生未注意但須注意的重點，因此

教師是帶領學生學習的人。教師必須比學生深入了解基礎理論，以便協助學生更進一步的

學習、探索。 

有了這樣的認知，還必須了解學生主動思維的學習活動，有助於學生智力的提升。漢

字歷經三千多年的歷史，自三代以降，甲骨、金文、大篆、小篆仍維持圖象文字的特色，

可藉以解說其字形的本義，但到了隸書、行草、楷書，漢字從圖象化變成了線條化，許多

字已失去原貌。唯有讓學生透過部首作業的習寫，恢復到了解小篆的圖象化，方能解說字

的本形、本義。學生在一方面厚植漢字基礎的同時，也要學習生字的筆劃、筆順教學，到

了教學現場，才能做正確的引導和示範。 

本課程要求學生設計兩個字的漢字教學教案，並上台實際演示。學生在經小組的蒐集

資料、製作 PPT 的教學，並上台試教，可以充滿成就感；課堂上同儕指出他的教學優點，

給予增強，教師則補充其不足之處，可以讓學生更了解如何改進教學，將課堂所學應用在

日後的教學中。因此，翻轉教學不只是「師生共學」，同時也是同儕的「合作學習」。 

設計漢字教學的遊戲，可以展現學生的創意。學生養成主動思維、發揮創意的習慣後，

有助於日後的獨立求知和研究。簡單的連連看、翻牌遊戲、分組競賽、字詞表演，可以讓

教學活動變得活潑生動，所以是教案設計中的重要一環。整個翻轉的漢字課程教學，可以

歸納為學生主動蒐集漢字資料、設計漢字教學教案教具、製作精美的 PPT 教學檔案、設計

加強漢字印象的遊戲，交代回家作業等四個部分。教師依其準備工作、解說能力、帶領活

動的能力以及作業設計的能力，以評定學生的試教成績。 

四、漢字翻轉教學的教案設計 

4.1 漢字教案設計的要點 

一份教案的設計，必須說明教學主題、教學目標、教學對象、教學方法，以及教學時

間、人數、教材來源、教具應用，還要了解學生的學習背景，做為教學的參考。漢字教學

設計則除了以上項目外，重在設計的理念。漢字教學過程為何，如何設計活動、設計回家

作業，簡言之：如何引起學生學習動機、如何進行教學過程，並設計活動和作業，讓學生

學會漢字的認讀和習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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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針對漢字教學課程教案，及包括以上所述各項內容，設計了空白的教案。學生寫

好教案後，上台試教 5 分鐘，教師觀察其設計理念、創意，以及教學技巧，評定分數。空

白教案格式如下： 

漢字教學期中教案設計 
 

教學主題  

教學領域 華語文教學 

教學目標  

教學對象 初級程度之大學生 

教學方法  

教學時間 5 分鐘 

教學人數     人 

教材來源 《實用視聽華語》第   課 or  

《遠東生活華語》第   課 

教具應用  

學生已具備之能力 1.已學過漢語拼音 

2.有基礎中文表達能力及基本中文聽力能力 

課程內容與設計理念 使用教具 教學時間 

(一)課程內容引起動機 

 

  

設計理念 

 

(二)課程內容第一個字 

 

  

設計理念 

 

(三)課程內容第二個字 

 

  

設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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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內容複習或活動 

 

  

設計理念 

 

(五)回家作業 

 

  

 

附錄（一）：所教漢字 

附錄（二）：其他（教學 ppt、作業、學習單和教學參考網站等） 

4.1.1 漢字教案設計的成果 

經過學生習寫，教師批改全班的教案，然後列舉優秀的教案，說明如下： 

漢字教學期中教案設計  
班級：           學號：        姓名：             

教學主題 我愛電影，電影愛我！ 

教學領域 華語文教學 

教學目標 讓學生透過英文以及日語的解釋，以及透過遊戲來學習

的方式，引發學生對漢字學習的動機。 

教學法 問答法、示範法、情境教學法、注音教學法、漢語拼音

教學法、語言學法、部首教學法、集中識字教學法、遊

戲法、圖片示意法 

教學人數 67 人 

教學時間 5 分鐘 

教學對象 初級程度之大學生 

使用教材 《實用視聽華語》第三課─我喜歡看電影 

使用教具 PPT+遊戲道具(爆米花桶、爆米花字卡、圓圈磁鐵、名

詞圖片…) 、獎勵 

學生已具備之能力 1.已學過漢語拼音 

2.有基礎中文表達能力及基本中文聽力能力 

 

課程內容與設計理念 使用教具 教學時間 

(一)課程內容引起動機 PPT 0.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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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學生去「看」電影的時候，會選擇較「貴」

的 3D 票價嗎？還是一般的票價呢？為什麼？ 

(圖片) 

設計理念 

運用詢問同學平時看電影時選擇影廳的習慣，並

且運用情境學習法引導學生進入主題的情境。 

(二)課程內容第一個字 

看  

1. ㄎㄢˋ 

2. Kàn 

3. To watch, to read, to look at 

4. 見ます  

5. 詞性─動詞 

6. 會意字 

7. 部首─圈出其部首 

8. 字詞造句 
PPT+遊戲道具

（爆米花桶、爆

米花 

字卡、圓圈 

磁鐵）、獎 

勵卡 

1.5 分鐘 

設計理念 

1. 教注音—讓學生了解其注音拼法 

2. 教漢語拼音—讓學生了解漢語拼音拼法 

3. 英文解釋—讓學生了解其英語解釋 

4. 日文解釋—讓學生了解其日語解釋 

5. 詞性介紹—了解此字的詞性，以便事後學習 

6. 教此字屬於六書中哪一種，並說明會意字的基

本意思—讓學生了解此字造字結構 

7. 認識部首—請學生找出「看」字的部首 

8. 玩遊戲—在白板上貼有爆米花造型的名詞，將

可以與「看」字結合成合理句子的放入寫有「看」

字的爆米花桶裡即得分。 

例如： 

爆米花—「電影」可以與「看」字結合成「看電

影」，即可將爆米花—「電影」放入爆米花桶中。 

(三)課程內容第二個字 

貴  

1. ㄍㄨㄟˋ 

2. Guì 

3. Expensive 

4. 高い 

PPT+遊戲道具

（圓圈磁鐵、名

詞圖片、字卡)、

獎勵卡 

1.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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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詞性—形容詞 

6. 形聲字 

7. 部首—圈出其部首 

8. 字詞造句 

設計理念 

1. 教注音—讓學生了解其注音拼法 

2. 教漢語拼音—讓學生了解漢語拼音拼法 

3. 英文解釋—讓學生了解其英語解釋 

4. 日文解釋—讓學生了解其日語解釋 

5. 詞性介紹—了解此字的詞性，以便事後學習 

6. 教此字屬於六書中哪一種，並說明形聲字的基

本意思—讓學生了解此字造字結構 

7. 認識部首—請學生找出「貴」字的部首 

8. 玩遊戲—在白板上貼有許多名詞圖片，將可以

與「貴」字結合成合理句子的放在合理區域中即

可得分。 

例如： 

名詞圖片—「電影票」可與「貴」字結合成「電

影票很貴」，即可將名詞圖片—「電影票」放在合

理區域中。 

(四)課程內容複習或活動 

1. 「看」與「貴」的漢語拼音複習 

2. 「看」與「貴」的部首複習 PPT+遊戲道具

（字卡、圓圈磁

鐵） 

1 分鐘 
設計理念 

1. 玩遊戲—漢語拼音連連看 

2. 玩遊戲—分別將與「看」和「貴」有相同部首

的字在白板上用圈圈形狀的磁鐵圈出來。 

(五)回家作業 

用 PPT 展示回家作業學習單—包含這兩個字的注

音、漢語拼音的練習，還有部首連連看。 

PPT 0.5 分鐘 

 

附錄(一)：所教漢字—「看」與「貴」 

附錄(二)：教學參考網站 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data.asp?id=2507 

說明：由於該生修習日文，因此將所學應用於教學資料中，是本教案的特色之

一。這份教案設計的理念是：1.透過注音和漢拼，學會讀生字。2. 透過英文和日文

的翻譯，讓學生理解該字的意思。3.說明該生字的詞性，介紹與該字相關的常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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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4.教導該字的部首、六書分類，以建構學生的漢字意識。5.設計該生字相關的語

文活動，說明該字的應用。6.設計與該字相關的遊戲，加深學生對該字的印象。7.

設計回家作業，複習該字的注音、漢拼和部首。整體的設計，是透過反覆的練習，

讓學生認讀並學會寫生字，其中包括了語音、詞彙、語義、語法的交會點（徐通鏘，

1994）。 

4.1.2 學生試教的回饋 

學生繳交教案後，還必須製作 ppt，上台依序教學，因此同學就設計了「我愛電影，電

影愛我」的主題，上台時播放 ppt 來進行教學，甚至還準備了小禮物給熱心回應的同學，

整堂課就在輕鬆愉快的情境下進行。 

學生下台後，接下來是教師如何引導了。在學生上完課程內容之後，教師請課堂上的

同學來個「優點大轟炸」，說出該同學的上課的優點是什麼，給上台試教的同學小小的鼓勵。

起初同學不習慣發言，但在教師幾次的引導後，都能侃侃而談，提出同學上課的優點。 

教師如果發現學生們看不出該同學的用心設計，必須進一步指出，並在課堂上進行加

分。同學們在經過一學期的參與之後，能看出別人授課的優點，並做為下一次試教的參考。 

4.1.3 漢字教學試教的迴響 

教師的責任除了請同儕給予讚美外，還必須指出同學教學不足的地方，並給予積極的

建議。教師的心態應該是：1.抱著欣賞的態度，指出同學上台教課的優點。2.本著負責的態

度，希望學生能得到專業的指導。3.帶著認真的態度，聆聽之後提出對學生的建言。4.持著

公平的態度，給予同學公平的成績。 

學生在經過教師和同儕的建議後，都覺得這是客觀的評量，他們為了知道自己是否教

得理想，會前來觀摩同學的教學，還會到 Moodle 寫上課後的心得，感謝其他同學對他的教

學給予寶貴的意見。這就是合作學習的好處，他最終的目的是讓學生從何做學習中，慢慢

學會獨立自主的學習。 

4.1.4 一分鐘評量的成果 

以下是同學們到 Moodle 上寫的課後心得，提供給大家參考： 

◆假做真時，真亦假。雖然是模擬試教，但還是把它當作在正式教學一樣， 

  希望老師有感受到我們的用心。 

◆每個禮拜的教學都能看出每個人的用心，當然也有些不足的地方，從老師 

  的指導中，我們能看到教學不一樣的面向！  

◆有實際的教學能力，（教師甄試）才能被錄取，而能力來自於現在的學習 

  與鍛鍊。 

他們期待老師給予肯定、期待老師給他們指引，同時也將老師上課時的叮嚀 

，寫進了她們的反思日記—一分鐘評量裡，完成了學習的三部曲—預習、練習和複

習。 

比起傳統式的講授課程內容，我們會發現學生透過寫教案、準備教學活動和上台試教，

然後到 Moodle 與同學分享心得，其中有實作的部分，學生變成了教室的主體，而教師只是

引導者、協助者，幫助學生從做中獲得體驗，並給予溫暖的鼓勵、客觀的考評。 

 五、漢字翻轉教學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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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進行漢字翻轉教學的反思 

漢字教學這門翻轉課程的設計，並不是十全十美，在進行教學後，筆者也進行了反思。

教師在這門課裡，發現了許多值得推廣的影片，但礙於授課時間的關係，必須讓同學課後

自行觀看，當然也就少了討論的空間。 

一班六十位學生，對於翻轉教學是一個沉重的負擔。教師要批改作業、看教案、到

Moodle 回應同學的心得，加上備課、實作作業的成果展示，上兩節課要準備 8 小時，當然，

心力的負荷也不可計量。教師在實施翻轉教學之前，會考慮再三，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5.1.1 指導過程的設計很重要 

回想一開始施行翻轉的漢字教學時，心理壓力之大，難以用筆墨形容。一班六十位同

學，要如何分組還真費了一番苦心。起初一組 9-10 個人，並無分工，不但人數太多，有的

同學未參與討論，組長也無約束力。最後決定一組 6-8 個人，並且明訂每一組組長一人、

負責主持討論，副組長一人，負責聯絡同學、督導進度，蒐集資料 2 人，提供同學製 PPT，

製作 PPT1 人，上台報告 2 人。有了分工之後，運作順暢，同時也能如期完成報告內容，

可見指導過程很重要。 

第一年實施翻轉教學，到 Moodle 回應一分鐘評量的實施效果也欠佳。本來是設計為加

分題，自由回應，且只需回應一句話就好。學生認為占分比不高，因此只有少數同學上去

回應。後來，研究者將它改為一定要到 Moodle 回應，並鼓勵到 Moodle 回應的同學。教師

也依照回應內容，提高分數，因此得到同學的認真回應。可見教師重視的，學生才會理會，

這是不變的鐵則。 

剛開始實施翻轉課程時，並沒有設計「優點大轟炸」的項目，所以學生報告完了，馬

上就由教師上台講解，學生的學習缺少驅力。自從想出了同儕互相激勵的好點子以後，學

生可以得到同儕的肯定，還可以得到老師的加分獎勵，課堂變得十分熱絡，同學也更懂得

欣賞別人的用心和創意了。 

最重要的是「團結合作，爭取榮譽」，產生了正面的效用。同學看到別組的成果，有的

感覺到他組 PPT 製作精美，有的發現他組選的影片很好，本著「輸人不輸陣」的心態，將

授課內容製作得很用心。研究者看見他們創意十足，全力以赴，可以感受到上課氣氛活潑

生動，輕輕鬆鬆。這也是教師策略正確，營造了積極友善的氛圍。 

5.1.2 理想的漢字教學翻轉課程 

什麼是理想的漢字教學課程，翻轉教學還可以怎樣改進？這個問題一直縈繞在研究者

的腦海中。首先須克服「人數」問題，翻轉教學的課程，人數如果設定在 35 個人以下，7

個人一組，5 組輪流報告，成效一定會提高。小組成員各司其職，但如果組員太多，教師

要改的作業份量多，心力負荷也就大，所以首要是降低班級的人數。 

其次是要提供適合試教的專業教室，讓學生利用最新的教學科技，展現最新的教學模

式。理想的教室是智慧教室（Smarter Classroom），有智慧白板可以進行各種注記，有錄影

設備可反覆討論、修正，有雲端智庫可以批改作業（包括教案），有 IRS 可做到課堂即時互

動，所有教學過程還可做為下次教學的案例。 

在進行翻轉教課程時，教師要比傳統教者更需要支持。包括實驗課程的經費、教學助

理、獎勵學生實作的獎品，在教學創新的政策鼓勵之下，如果可以挹注財力、設備，給予

實質的鼓勵和支持，才能使這一類講授課程，有改變、創新的可能。學生曾製作問卷調查，

想了解翻轉教學實施的可能性，研究者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參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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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課程只有每周兩小時，所以教師講解與學生上台的時間壓力也不小。漢字教學的

課程若能改為每周 3 學分，讓學生多一點成果發表的時間，效果將會加乘。整個課程如果

要完全合乎翻轉的模式，教師必須先錄製教學的錄影帶，供隔年教學時，課程預習之用。

這一點，是本課程可以努力的地方。 

六、結語 

翻轉教室到目前為止，仍是課程改革的一環，可惜限於經費，並不能使想做翻轉課程

的教師都有機會。一方面是有磨課師、職能融入、產學融入等活動，瓜分了翻轉教學的實

驗課程，另一方面，翻轉課程並沒有強制性，無法要求大學教師都必須進行實驗課程，而

純屬鼓勵性質。如果教育當局不重視翻轉課程，那麼，就算教師有熱忱、想進行翻轉課程，

熱情也會被澆熄。 

回想第一年實施翻轉課程，一門課程有一萬元的補助，可惜好景不常，申請者太多，

造成有遺珠之憾。如果能允許想將課程翻轉者，都能得遂所願，這將是教育當局最大的德

政。我們所擔心的是，一個學生在國小接受翻轉教育，到國高中是「半翻轉教學」，但到大

學卻變成傳統式授課，這樣的教育方式會不會變成「開倒車」呢？ 

漢字教學課程採翻轉方式進行，研究者已摸索出一套規則，就算學校沒有經費補助，

研究者仍堅持用最多元的評量方式，給學生獨立思考和自主學習的機會，希望他們具備解

決問題的能力。只是未能錄製上課影片，先供學生學習課程內容，學生努力學習後，到期

末卻沒有分組競賽的獎品鼓勵，只能算是「類翻轉教學」吧！ 

中西雙方教育制度不同，在西方實施翻轉課程，會先錄製教學影片，再進行翻轉教學，

來到了臺灣的教育現場，卻必須有一部分的修正，才能符合學生的學習習慣。本文探討「華

語翻轉教室漢字教學的設計」此一主題，希望能提供傳統漢字教學者不一樣的思維，並供

給未來培訓華語師資者做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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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訪談問卷 

1. 第一部分： 

1 Q：您是否採用過翻轉教室？（若否，請跳至第三部分） 

A：是 

2 Q：您對於華語文教學學系使用翻轉教室的看法為何？（例:人數） 

A：翻轉教室確實能提升學生學習意願，尤其是透過小組分組討論、上台報

告，與教師一起檢討作業，有助釐清研究主題。 

3 Q：您課堂上所使用的教學方式為何？ 

A：先提供授課講義，再由小組討論、上台報告，一起探討主題內容。接著，

與學生一起檢討作業內容，請學生課後到 Moodle 做一分鐘評量。 

4 Q：您進行翻轉教室時，是否會做課前準備？若有，有哪些？ 

A：課前不但要提供上課講義，還要準備翻轉教室進行的說帖，且要設定討

論子題、提供作業和實作活動，並事先想好如何多元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果。 

2. 第二部分（使用翻轉教室）: 

1 Q：您曾實施翻轉教室，您教學時如何制定您的課程規範、教學活動、學生學

習活動等？ 

A：課程規範是說明課程核心能力、實施方式和活動進行的細節。教學活動由

教師先行準備講義，學生上台報告，師生一起檢討作業內容，並將小組報告成

果修正後，上傳 Moodle。每次上完課，學生必須到 Moodle 進行一分鐘評量。   

2 Q：您覺得擔任一位稱職的翻轉教室教師所需具備的特質有哪些？ 

A：能規畫課程進行的細節，不怕繁瑣。願意接受專業挑戰，對嘗試新的課程

方式有信心。深信多元評量的價值，不以紙筆測驗為學生所有學習成果的依據。 

3 Q：請問在您所教授的課程中，有哪些科目是使用翻轉教室來教學？ 

A：文字學、漢字教學。目前正在做「歷代文選」的翻轉教學。 

4 Q：（承 3）在使用翻轉教室的該課程當中，哪個教學部分是您最喜歡的？原因

為何？ 

A：學生上台報告，可看見學生努力的成果。 

5 Q：（承 3）在使用翻轉教室的該課程當中，哪個教學部分最讓你感到困 

   難？原因為何？ 

A：分組時，學生有時會準備不足，影響學習成果。 

6 Q：請問您認為翻轉教學對學生的學習態度是否有影響？若是，有什麼影響？ 

A：學生透過自我學習，更了解要如何解決問題，這方面是好的影響。 

7 Q：您心目中最理想的翻轉教室為何？ 

A：類翻轉教室，如果是全翻轉教室，必須全班同學在上課前先看錄製的影片，

只怕學生不能全數先上網學習。目前實施的方式只能算類翻轉教室，成效不錯。 

備註：此問卷 Q 指學生提問，A 指研究者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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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商務漢語課程屬特殊用途語言教學課（Language for Specific Purposes, LSP）。一般語

言課程著重學生綜合語言能力的訓練，LSP 的學習重點則是教授學生其專業領域之用語並

訓練他們能在工作上或特定範圍內使用目標語溝通。因此 LSP除了教材選擇具高度針對性

和專業性外，學習目標和學生需求對課程設計的影響也至為重要。在眾多課程設計法中，

反向課程設計法（Backward Design）強調先確立學習者欲達到的目標和成果（learning 

objectives and outcomes）後，再依據學習目標設計教學大綱、測試評量和教學活動。由於

反向設計的理念正與 LSP課程的特性相符，以反向設計規劃商務漢語課程不僅有助教學實

踐也能提昇學習成果。 

本文以北美大學的高級漢語班為例，報告如何在商務漢語課程上應用反向設計。本例

的學習者為日常對話流利但須加強閱讀及寫作能力的華裔學生。在課程設計第一階段先辨

別學習者需要，以學習者的語言背景為起點，考量學生的使用需要和專業興趣後，確立具

體的學習目標。第二階段則是根據學習目標列出在學期結束時，學習者能獨立執行的語言

溝通任務也就是學生的學習成果（learning outcomes）。例如，能辨別口語和書面語不同，

依場合決定適合的語體及了解文化內涵等。第三階段則是以此學習目標來設計教學活動和

計畫並檢驗學習成效。最後總結實行成果。 

關鍵詞：商務漢語、高級班、反向課程設計（Backward Design）、LSP（Language for 

Specific Purposes） 

一、前言 

隨著全球學習漢語人數的上升，漢語課程的選擇也越趨多樣以滿足不同語言及專業背

景的學生需求。在此背景下，許多漢語項目也紛紛開設程度不同的商務漢語課程。商務漢

語課程為特殊用途語言課（Language for Specific Purposes, LSP）的一種。一般語言課的教

材範圍涵蓋較廣，以大眾熟知的主題為基礎，逐步培養學生的聽說讀寫能力，課程目標以

學生能在一般生活場合中理解並使用目標語為主，對於學習成果的驗收則是評鑑語言能力

能否達到課程事先設定的標準或通過統一的語言測試。專業語言（LSP）的課程規劃則有

別於一般語言課的方向；課程內容主要取決於學生的背景和實務需求，學習目標雖與一般

語言課有相同的部分，但更多是因應學習者特質及需求而制定，驗收學習成果則常採多元

評量或個別化的評鑑。LSP 課程通常是針對實務需求而產生，因此學習者的背景和需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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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學習目標對 LSP的課程設計影響比對一般綜合語言課更為重要。 

在眾多課程設計法中，反向課程設計的理念為先確立目標、設定欲達到的學習成果，

從而以此目標決定評量方法，最後設計教學活動和學習經驗。由於反向課程設計法和 LSP

課程同樣以學習目標為導向，採用反向設計來規劃 LSP課程，在課程擘劃階段便可以教學

目標為起點，設定學習成果並順勢決定如何驗收學習成果、規畫教學活動及建構學習經歷 

。鑒於反向課程設計和 LSP在課程規劃上的共同處，本文提議應用反向課程設計規劃高級

商務漢語課程。首先回顧 LSP的特性和反向設計的理念，其次依照反向設計的三個主要步

驟逐步展示本報告中的高級商務漢語課程的課程設計，最後總結教學心得並檢討。 

二、文獻回顧 

2.1 特殊用途語言課 （Language for Specific Purposes） 

特殊用途語言課（以下簡稱 LSP），與一般語言課（Language for General Purposes, 

LGP）同為語言課，對於基本語言能力的要求，如正確性（文法、字彙、發音等）、流利

度和聽說讀寫上的溝通並無太大分別。兩者之間最大不同應在於 LSP的課程是特別針對學

習者能在特定專業領域或場合使用目標語，如教授醫療工作人員使用專業用語，法律相關

人員的文件書寫而設計的課程，常見的觀光外語、商用英文、醫療英文等皆屬 LSP的範疇。

儘管 LSP 為語言課，但 LSP 課程對學習者的語言水平或程度要求不盡同於 LGP，同樣的

主題，如醫療英語，可能因學生的語言背景及工作需求（一般居家照護或專業醫療人員），

課程內容的難度和深度、教學目標及預期學習成果會有極大的差異。也因此整個 LSP課程

的教學方法、內容、評鑑方式等皆具高度針對性。陳（n.d.）在討論 ESP（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的教學目標時，提出專業領域的語言教學須重視語言使用的適切性，因

領域和溝通目的的不同，學習者需要的語體（正式或非正式、口說和書面）也隨之轉換，

ESP在語言能力的目標要求上也可能標準不一。 

在特殊用途語言課高度針對性和重視語用（pragmatics）的前提下，設計 LSP 課程時，

需求分析（needs analysis）可說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環。充分的需求分析除了能讓課

程參與者更清楚描繪課程目標，了解學生希望達成的事項，也有助於定立欲達到的學習成

果並進一步設計如何評量學習成果。需求分析也有助於教師決定教材選擇、課程大綱乃至

教學方法等（Trace, Hudson & Brown, 2015）。在此須強調的是，完善的需求分析應盡可能

考慮到所有參與或因此 LSP課程受惠的人的想法和意見，因此需求分析方法和來源也力求

多元化。學生、工作負責人、領域專家、語言教師、顧客、社區民眾和校方等都可是需求

分析的資訊來源，蒐集資料的方式也有問卷、言談分析、田野調查等多種方法以求將來在

設計課程時能更好因應實務上的語言需求。Trace, Hudson & Brown （2015）指出需求分析

為 LSP課程設計之始，完成了需求分析後，課程設計的各項環節才能逐一展開。由訂定課

程目標開始到決定學習者在修課結束後應具備什麼樣的能力，進而依此來設計評量方法，

教學計畫和選擇教材等。如此的教學設計順序也正好與反向設計的理念一致。以下將簡述

反向設計的理念。 

2.2 反向設計（Backward Design） 

Wiggins & McTighe（2001）提出的反向設計顛覆了傳統課程以教師或學科知識本位

的設計理念，改以目標為導向，將重心放在學生的學習成果上。首先思考課程希望學生在

最後能達到哪些成果，再由成果反推什麼樣的教學設計和活動能幫助學生達到這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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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ggins & McTighe（2001）視教學本身為達到目標的一個手段，而明確的目標可以幫助

教學者設計出更有效率及意義的活動來達到目標。反向設計的主要三階段為一：辨別確認

學生要理解的概念和習得的能力，建立課程目標及預期的學習成果，二：決定哪些證據可

證明學習成果，三：設計教學和學習經驗。 

第一階段主要的任務為設定課程目標，也就是辨別確認課程有哪些重要的核心概念。 

例如：能區辨正式與非正式場合的語體結構，能分析整合資訊等。將這些較抽象的概念具

體化後，便是預期的學習成果也是課程大綱中明列學生能獲得與應用的知識和技能。如：

學生可以寫出正式的商業文書，能分析整合財經資訊並歸納要點。課程目標比學習成果更

高一階，前者指涉一個更高的整體性目標，是教師希望學生能在課程結束時能學習到的自

我能力或概念，而學習成果則較為具體，可由各式的方法評估成績。 

在第二階段，教師的任務是根據第一階段定下的目標和學習成果，考慮哪些資料能用

來證明學生有達到預定的學習成果，也就是決定評量方法。如：測驗，家庭作業，口語或

書面報告等，皆可當為證據來評量學生的學習。此階段蒐集的資訊主要是用以審視學生能

否達到在第一階段預設的學習成果。因此制式的測驗雖然也可評估學習成果但非唯一的評

鑑方式，也可請學生自我評量或通過不同評鑑方式如：同儕評鑑，寫作報告或日記等來檢

驗學生是否習得技能或了解概念。在第二階段決定了哪些評鑑方式及證據可用以證明學生

學習成果之後，第三階段便是規畫教學策略及活動。此一階段的重點在於教學活動和學習

經驗的建構。考慮何種教學策略或設計教學方法和活動能夠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體現知

識和技能，培養發展能力，讓學生能順利展現學習成果。課堂講課，小組討論報告，實驗，

角色扮演和模擬會話等，凡是可以幫助學生對課程內容有進一步認識、促進思考、改進表

現的教學活動都是可以考慮的。通過多樣的教學活動引領學生達到事先設定的任務最後實

現教學目標。 

2.3 目標導向的教學設計 

從以上對 LSP課程及反向教學設計的討論可見兩者最大的共通點皆是以目標為導向。

在建立並確認課程目標後，所有教學設計的考量，不論是選擇評鑑方法或是教學活動的佈

置皆是為了推進學生達到目標所作的任務和手段。以教學目標為起點的課程設計的好處為

教師在設計教案及決定評估方法的過程中有明確的參照，確保整體學習過程不會偏離課程

主題並且能幫助學生達到學習目標。LSP 課程開設的原因便是因應實務需求，因此教學目

標須積極反應實務及學生需求，從需求著手然後先設定目標，再以目標為起點，逐步設計

評鑑方法和教學活動。反向教學設計的理念和課程設計順序正好能為 LSP 課程服務。        

以下便討論如何應用反向教學設計來規劃高級商務漢語課程。 

三、課程設計 

3.1 課程背景 

本文報告的高級商務漢語課程開設在皇后社區學院（Queensborough Community 

College），為紐約市立大學系統下的一所兩年制大學。學生畢業後取得副學士學位，除了

就業選擇外，校方積極鼓勵學生繼續至紐約市立大學的四年制大學完成學士學位。學校規

定文科（Liberal Arts）和犯罪司法學（Criminal Justice）的學生必修兩門外語課，而商學

主修的學生無外語必修規定，但至多可選修兩至三門的外語課做為人文領域的選修學分。 

由於本校位在華裔移民眾多的社區，社區內商業活動常以中文交流，中文商業傳單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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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乏多見。社區銀行及其他產業對雙語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增多。課程提案之初是校方及學

生雙方皆希望開設高階商務漢語課程，除了鑒於經貿交流活動的蓬勃發展外，商務漢語的

課程也有利於學生轉學至市立大學的商學院。因此本課程的主要目標有二：第一是作為學

生就業準備，第二則是作為一般學術科目的準備，除了滿足學生的學分需求外，本課程內

容兼具語言課和一般商學知識。  

3.1.1 學生構成 

如前所提，本校位於華裔移民眾多地區，移民學生來美年齡跨度極大，此外家庭使用

家庭使用語言從普通話與方言，只使用方言或中英文以外的外國語皆有。修課同學基本的

語言要求為中文日常會話說聽流利，能看懂電視劇或綜藝節目，但較深度的專題或新聞報

導未必能全理解。對於閱讀程度的要求是學生自我評估閱讀中文報章可看懂百分之八十以

上。寫字方面的標準為如不會手寫中文，能打中文字即可。本課程雖開放給所有通過語言

能力考核的學生選修，但目前選修學生皆為華裔或在校接受中文教育的韓裔學生。 

以 2017年秋季班為例，49位修課學生中近百分之五十為 18歲以後來美求學，近兩成

的學生則是在初中之前抵美（見附錄一）。另據個人非正式統計，從 2013年起，每年約有

一百人註冊商務漢語課程，學生的語言背景比例並無太大變動。約有百分之五的學生是韓

裔或朝鮮族，上中文學校但在家使用韓語。與之相反的有百分之一至五的學生來自西班牙

語系國家或馬來西亞、香港等地，雖在家使用中文，但學校教育為西語或馬來語或英語。

另有百分之五的學生為在美國出生或小學低年級前來美，此部分的學生口語流利但對較深

奧字彙需做特別解釋，也有部分同學在進行小組討論時無礙但還未能上台進行正式的口語

報告。 

3.1.2 需求分析 

本課程開設原因主要是由於學校要求並提供新移民學生一門能兼顧普通學科知識及語

言文化背景的課程，因此除了商業語言內容外，也希望此課能培養學生一般美國大學極為

重視的讀寫能力和書面及口語報告技巧。 

學生方面的需求分析則以每學期初和期末的問卷調查為主。期初問卷調查學生的語言

背景和選修原因並訪問他們希望藉由這堂課學習的知識和技能。期末問卷則是請學生評估

課程整體並調查哪些環節可以改進。 

實務需求方面，則藉由詢問校友就業情況及蒐集市場招募雙語人才廣告來判斷設計何

種教學任務或單元能幫助學生應用雙語能力。 

此外筆者也訪問了本校商學系同仁，尋求對課程內容和設計上的建議。 

3.2 課程設計 

LSP 的課程設計和授課有幾種常見的合作模式：（1）授課者為專業語言教師，但課程

設計由該領域專家與語言教師共同合作，（2）由語言教師和領域專家共同設計課程，共同

授課或（3）由語言教師蒐集資訊，盡可能考慮分析了各方需求後，設計課程並執行教學。 

本報告的課程設計基本上採取第三種模式，但教師本人有商學及語言學學位，是與一

般常見的第三種模式略為不同之處。 

以下便依照反向課程設計的三個步驟逐一介紹本校以華裔學生為主所開設的高級商務

漢語課程的建構。 

3.2.1 第一階段：確立學習目標和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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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商務漢語課程被劃分為通識教育課（也就是不限學生科系背景皆可選修），本校

對通識教育課的學習目標（learning objectives）定立為（1）能有效地以口語和文字進行溝

通，（2）能運用邏輯分析議題並使用證據來支持論點，（3）運用科技和科學方法從事學術

研究和學習。將以上三點與語言課程相結合並整合了需求分析的結果，本課的學習目標定

立為（1）能有效地以中文在專業（商學）領域溝通，（2）熟習不同語體的轉換和用處，

（3）在獨立和團體合作情況下都能有效分析整理資訊。  

在具體化，可供評量的學習成果方面，由於紐約市立大學訂定了明確的學習成果，因

此本課程便採用了大學規定的學習成果，簡述如後。紐約市立大學設定了所有校區必須遵

從的共通核心課綱，要求所有屬於選修核心（flexible core）的課程的學生必須達到以下三

個學習成果（learning outcomes），分別為（1）能夠從不同來源和觀點收集、解讀並評論

資訊（2）能審辨或分析證據和論點（3）能善用證據以口語或寫作方式來支持結論。

Flexible core 課程分類下又依學術領域和議題細分為幾大項，語言課程被歸類為「世界文

化和全球議題」。大學在「世界文化和全球議題」課程下有明列七項學習成果，其中必須

達成至少三樣的學習成果。本課的選擇為：（1）了解並能加以運用探討世界文化和全球性

議題（2）能從多元角度分析並描述全球化議題和多樣性文化的發展（3）能說聽讀寫英文

以外的語言並使用該語言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溝通。 

本課的三個學習目標和七項學習成果皆極為明確，除了課程本身要求的知識和語言能

力外，著重在訓練學生的思辨及組織能力，並通過口語及寫作方式來展現。從以上的學習

目標和成果為出發點，在第二階段需要蒐集的證據也就是如何決定評量方法也著重在評建

學生撰寫正式書面報告的能力，是否能有組織嚴謹地善用資訊和證據來支撐論點。學生要

能區分口語和書面語的不同以及正式與非正式場合用語的不同並能夠以口語或書面方式整

理評論資訊。最後還須展現對商業知識及語言的理解及運用能力。 

3.2.2 第二階段：多元評量  

本階段的重點是決定哪些評量方法能蒐集到有效的證據來證明學生達到當初設定的學

習目標和成果。高級商務漢語課程兼顧了普及商業知識及發展學生語言組織能力的學習目

標，課程內容組成較為複雜，因此多元化的評量方法較為可能評估出學生是否達到課程要

求的各項學習成果。本課程採用的評量方法有：線上小考、課堂考試、群組討論（網路和

課室討論），小組合作計畫（口頭報告和書面報告），期末個人寫作報告及同儕互評，自我

評鑑等。選擇評量方法的主要標準為能否將評量結果連結至學習目標。 

制式評分的線上測驗小考及課堂考試為測驗學生對商業知識的理解及中英文商業用語

對譯的能力。小組合作計畫的目的是藉由團隊合作搜集爬梳資訊並加以整合反思，作出正

式的商業口頭和書面報告。小組報告的評鑑標準依據事先發放的評分項目並由同學互相評

建給予反饋。期末的個人寫作報告為研究報告，深度調查某公司或產業的表現，提出數據

或其他證據支持觀點並且須有組織地寫出簡潔、嚴謹的書面報告。最後期末也請同學自我

評鑑在正式和非正式場合中對中文口語及書面表達的理解及進步程度。 

寫作方面，除了重視語言的流暢度和準確度外，評鑑標準主要是採用美國外語教學協

會頒布的寫作評量標準（ACTFL writing and speaking proficiency guideline）。ACTFL的寫

作標準分為五大等級，從高至低依序為優異、優秀、高級、中級和初級。從高級以下再各

分為三等。本課程一般要求學生必須達到高級中等以上的表現（各級評分標準見附錄 2）。

由於寫作能力為高級語言課程最重要也最富挑戰性的一環，對於個別學生的寫作要求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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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因其個人語言背景而加以調整。 

3.2.3  第三階段：計畫教學活動和學習經歷 

確定了評量方法後，教學方案設計的要點便是在於如何幫助學生在學習經驗中培養發

展能通過評鑑的能力。什麼樣的授課方式和教學策略能令學生更完整地了解知識、習得技

能。教師可以運用哪些資源，如何安排學生的學習模式等皆是此一階段需要深思的問題。 

本課的上課時間為每周一百五十分鐘，分為一百分鐘的課室教學和五十分鐘的網路課

程。採用的教材為求實商務漢語（2013）年並結合網路資源和財經新聞報告，課本的編寫

方式為一課一個商學知識（如：市場營銷、匯率）。由於同時整合商業知識和語言能力的

心理認知負擔（Cognitive load）較重（例如了解匯率、熟記匯率相關的中文專有名詞並以

中文討論匯率概念同時牽涉了商學知識和語言知識），在一百分鐘的課室教學中，教師盡

量以講授專業內容為主，在學生理解了內容之後再在網路作業以目標語完成學習任務。以

目標語和同學討論課堂已講授過的概念和知識。此外因學生背景多元，也希望學習經驗能

涵蓋各種不同專業、家庭、文化背景的學生的交流，藉由交流檢視自己立論的缺失並能更

完整地表達自己的立場及觀點，因此有網路討論及同學相互批改的教學設計安排。另外布

置了不同形式的引導寫作作業（Guided writing assignment）；這些寫作功課皆有前置說明，

明確規範學生寫作的模式（敘事性或列點方式報告），篇幅及用語的限制及各種不同文體、

整理資訊的說明。舉例來說，有要求學生在閱讀商業新聞報告後提出自己贊同或反對的觀

點文章或是瀏覽企業網站並簡要總結該企業的文化。或是分析資訊後提出企劃書。這些作

業的用意除了讓學生了解寫作模式會因目的和閱讀人不同而須改變外也作為他們撰寫更長

篇幅需要更多寫作技能的團體和個人報告的準備。表一列出了每周安排的網路作業，斜體

字部分表示該作業為正式的短篇寫作課業。 

此外，課堂上固定的小組討論之後，每組推派代表簡述討論結果也作為期中正式的口

頭報告的暖身練習。 

表 1 每周網路作業 

每周作業 作業一 作業二 

第一周 取得網路課程證書 線上測驗—課程大綱 

第二周 網路討論：我最喜歡的廣告  

第三周 報告--開店計畫  

第四周 線上測驗-外匯單元  

第五周 小組計畫大綱  

第六周 摘要寫作—企業文化核心價值  

第七周 線上測驗—何謂抄襲  

第八周 摘要寫作—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 期中問卷調查 

第九周 簡述稅的定義 觀點寫作—你喜歡高稅率
還是低稅率 

第十周 個人計畫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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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周 報告—理財規劃  

第十二周 網路討論：智財權爭議  

第十三周 同學交換批改期末報告草稿  

第十四周 教師反饋；定稿  期末問卷調查 

四、總結 

LSP 課程規劃的難處在於要結合專業知識和語言能力還需仔細審視各方的需求並且也

難覓適合的師資與教材。在課程設計方面猶如有多頭馬車指導，以商務漢語為例，除了內

容容易顧此失彼，在教學活動選擇上，也常見角色扮演抑或個案討論佳的爭議。若能從學

生及專業上的需求出發，以此為考量基準制訂出明確的學習目標和可供評量的學習成果，

再由終點出發反推出為了達成此目標可進行的教學活動，相信能為陷入課程設計迷霧中的

教師提供一條清晰指引的道路。由於在設計的一開始便以確認終點，為了達到終點所設計

的教學活動和評量方法也不會成為無用之功。 

參考文獻 

1. 陳其芬（n.d.）談 ESP 教學：以語言使用「適切性」為重點，Retrieved from 

210.59.19.199/mediafile/epaper/10108/class.pdf. 

2. ACTFL Writing Proficiency guidelines (2012) (Chinese-Traditional Characters). 

https://www.actfl.org/publications/guidelines-and-manuals/actfl-proficiency-guidelines-

2012/chinese/traditional-characters/%E5%AF%AB%E4%BD%9C. 

3. Chen, Q., Tang, L., & Zhao, Q. (2013). The Routledge Course in Business. 求實商務漢語
(1st ed.). Routledge. 

4. Trace, J., Hudson, T., & Brown, J. (2015). An overview of language for specific 

purposes. Developing courses in languages for specific purposes, 1-22. 

5. Wiggins, G., & McTighe, J. (2001). What is backward design?. Understanding by design, 7-

19. 

附錄 

1. 2017秋季班學生來美年齡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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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CTFL語文能力大綱 2012版——寫作 

優異 

優異水準的寫作者可以完成正式的寫作任務，例如公務信函、立場聲明及期刊論文等。

他們可以就專業、學術及社會性問題進行分析式寫作。此外，優異水準的寫作者可以用高

度概念化的方式討論國際問題。 

優異水準的寫作者的代表技巧是可以使用勸說型及假設型的話語，這使得他們可以擁

護一個並非是自己的立場。他們還能表達出細膩微妙之處。優異水準的文章內涵豐富，面

向的也是內涵豐富的讀者。處於這個水準的寫作者為其讀者而寫作；他們為了讀者而修改

自己的語言。 

優異水準的文章密集而複雜；但是，表達簡練仍是其特點。文章寫法純熟，並以反映

目標文化思維模式的方式結構寫成。對於優異水準而言，長度不是決定因素。優異水準的

文本可以短至詩歌，也可以長如專著。 

優異水準的寫作者表現出對複雜的詞彙、語法、句法以及文體特點的掌握。話語結構及標

點符號的使用也富有技巧，不僅使含義具有條理，而且予以深化。採用的慣用表達大多適

於文本情態及目標文化。 

優秀 

優秀水準的寫作者可以就多種社會、學術及專業議題撰寫大多數類型的正式及非正式

信函、深度概要、報告以及研究論文。他們對這些問題的討論超越了具體層面，向抽象發

展。 

優秀水準的寫作者展現出解釋複雜事物的能力，並能用有力的論辯和假設來展示意見

並加以佐證。他們對議題的討論因為有效使用結構、詞彙和寫作慣例而錦上添花。他們組

織並將觀點合理排序，向讀者傳達哪些是重要的資訊。由於遵循組織、闡述原則（例如因

果、對比、時間順序），觀點之間的關係自始至終都很清楚。該水準的寫作者能夠就一個

論題展開詳盡討論，這通常要有至少幾個段落，但也可以擴展到幾頁的篇幅。 

優秀水準的寫作者顯示出對語法和句法、通用及專業/職業詞彙、拼寫或符號書寫、

銜接手段及標點的熟練掌握。他們的詞彙精確而富有變化。這個水準的寫作者為其讀者寫

作；他們流暢的寫作減輕了讀者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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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水準的寫作者通常並未掌握目的語的文化、組織或文體模式。在優秀水準上，寫作者

不表現出任何錯誤模式，但可能會偶爾犯一些錯誤，特別是在低頻率的結構中。這些錯誤

即使出現，也不會影響理解，也很少會讓母語讀者分神。 

高級 

高級水準寫作者的特點是能夠撰寫常規的非正式及部分正式信函，以及屬於事實性

質的敘述、描寫和概要。他們可以在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主要時間框架內進行敘述和描

寫，通過變換措辭或詳細闡述使文章清晰。高級水準的寫作者能寫出成段且結構清晰的

連貫話語。在這個水準上，寫作者顯現出對最常用結構及通用詞彙的良好掌握，因此不

熟悉非母語寫作的讀者也能理解他們。 

高級高等 

高級高等水準的寫作者能夠非常精確細緻地就多個話題來寫作。他們可以根據適宜

的慣用技巧撰寫非正式及正式信函。他們可以撰寫屬於事實性質的概要和報告。他們還

可以就特定興趣或特別專業領域有關的話題作長篇著述，儘管其寫作往往側重於這些話

題的具體方面。高級高等寫作者可以很有把握地在主要時間框架內進行敘述及描寫。此

外，他們能夠展示出應對優秀水準的相關寫作任務的能力，例如闡述論證及構建假設，

但無法自始至終保持這個水準；在涉及一系列需要抽象或概括討論的話題時，他們無法

持續寫出優秀水準的文章。他們對一系列語法結構以及相當廣泛的通用詞彙有較好的掌

握。在高級水準寫作時，他們大多顯示出出色的自如表達，但是在優秀水準的寫作任務

要求下，會出現錯誤模式。高級高等水準寫作語言的局限偶爾可能會分散母語讀者對訊

息的注意力。 

高級中等 

高級中等水準的寫作者能夠滿足一系列工作及/或學術寫作的需要。他們顯示出在所

有主要時間框架內進行細緻敘述和描寫的能力，並能良好地加以把握。他們能夠就普遍

關注的話題撰寫明確的概要。他們的寫作在長達數段的文本中表現出多種銜接技巧，對

目的語中最常用的句法結構以及一定範圍的通用詞彙有良好掌握。最常見的是用一定的

詳盡闡述來清晰表達和論證觀點。這類寫作綜合了目的語以及寫作者母語的結構特點，

有時會類似於口語表述。不熟悉非母語寫作的母語人士能夠容易地讀懂高級中等水準的

寫作。如果讓他們應對優秀水準的相關任務或討論問題，高級中等水準寫作者的寫作品

質及/或數量都會明顯下降。 

高級初等 

高級初等水準的寫作者能夠滿足基本的工作及/或學術寫作的需要。他們對在所有主

要時間框架內進行敘述和描寫有一定的把握。他們能夠就熟悉的話題起草簡單的概要。

高級初等寫作者能夠將句子組合連接出段落的長度和結構。儘管他們的寫作能夠達到高

級水準的標準，但未必具有實質。高級初等水準的寫作者能夠使用有限的幾種銜接手

段，行文可能有些冗長或累贅重複。他們依賴口語表述的模式以及母語的寫作風格。這

些寫作者只能勉強掌握高級水準相關的常見結構和詞彙。不熟悉非母語寫作的母語人士

能夠讀懂他們的寫作，不過可能要多花精力來閱讀文本。如果試圖完成優秀水準的相關

任務，他們的寫作水準將明顯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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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華語教學中的台灣職場倫理探討 

陳麗宇、李欣欣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教授、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國際商務系副教授 

liyu@ntnu.edu.tw、cindylee@ntub.edu.tw 

摘要 

目前坊間商務華語教材已超過百部，其中九成為大陸出版之教材，文化教學偏向中

國商業文化輔以傳統文化作為教學重點。然而，台灣商業文化與大陸有異，以台灣為主

體的商業文化教學研究目前在台灣本地商務華語教學領域中是欠缺的。本論文經由深度

訪談，描繪台灣華人商業文化面貌，未來可提供兩岸及國際間發展商務華語教材文化內

容的參考，也可作為全球商務人士來台經商時學習適應台灣商業文化的依據。 

本研究採用 Hofstede (1980, 2005)的文化模型，以五大文化面向的分析描繪出國際人

士大致上的文化價值觀和行為模式，本論文選取文化面向中的「位階關係」進行分析，

配合「高、低權力距離」來設計訪談主題進行深度訪談。訪談工作開始前經過研究倫理

審查，確定研究步驟合理可行後才進行所有訪談工作。本研究共訪談 25 位產、官、學

界的專家，以分析台灣商業文化群相。 

關鍵詞：商務華語、台灣商務文化、跨文化商務溝通、文化教學 

一、前言 

隨著大中華圈的經濟力量崛起，商務華語是近年來華語教學中蓬勃發展的一個領

域，但是商務華語教學以及中華商業文化的教程、教材、教法，卻一直未奠定紮實的理

論基礎，有關台灣商務文化的研究也尚在起步階段。 

目前兩岸四地的商務華語教材中的文化教學主軸完全偏向中國大陸地區的商業文

化，並輔以中華傳統文化作為教學重點。即使是台灣本地出版的商務華語教程、教材，

也缺乏台灣當代的商業文化內容。然而，語言和文化息息相關，為了顧及商務華語學門

在台灣發展的主體性，以及吸引外籍學生前來就讀的市場價值，我們認為有必要深入研

究台灣商業文化，並將之融入商務華語教程與教材中。 

本研究通過研究倫理審查，案件編號 201606HS008，完成審查後進行深度訪談，共

計訪談 25 位產、官、學界的專家，以分析台灣商業文化群相。研究者期望發展出以台

灣在地商業文化為主體的論述，此次針對台灣商務人士、外籍商務人士和商務華語教師

五個等不同群組的受訪者，以他們對台灣業界人際層級和關係的認知為主軸，進行研究

以建構相關知識內容體系。期望未來可協助在外籍商務人士和外籍學生，不僅能夠認識

台灣商業文化，也能增進其優遊於大中華地區工作時所需的商務溝通能力。 

二、文獻探討 

2.1台灣商業文化 

在華語文教學領域中，關於台灣商業文化的研究文獻十分稀少，即使在商學研究領

域中，以台灣商業文化為研究主體的論文也不常見。如王俐容(2005)＜文化政策中的經

濟論述：從精英文化到文化經濟？＞、柯承恩(2008)＜商業模式與文化產業發展在台灣

＞、王志宏與高郁婷(2015)＜生意是門好文化？零售業的文化行銷策略與張力＞等，這

                                                      
 本論文得到科技部計畫的經費補助，計畫編號 105-2410-H-003-097-，特此致謝。 

此次訪談得到多位學者、專家、本國和外國商務人士以及商務華語教師的協助，在此深致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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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商學領域的論文都提出台灣商業文化的某些視角，但還沒有宏觀具體的研究產出。 

研究者所蒐集的文獻中，包含企業管理顧問公司文獻(eDiplomat,2015) ，和商業顧

問文獻 (Kwintessential, 2015)，這兩份文獻都提及台灣商業文化並給予外籍商務人士相

關建議，此部分內容原稿為為英文，在本文中除了翻譯摘要與整理之外，也加入文化面

向標類加以說明。首先，eDiplomat 企業管理顧問公司文獻(2015)描述台灣人重視以下工

作價值觀：「努力勤奮、耐心毅力、謙遜友善、以及尊重他人」。他們認為台灣人重視家

庭，家庭也是每個人重要的經濟資源。在一般商業文化方面，他們提到台灣有以下幾項

特色：（1）初次見面：在台灣，商務人士初次見面或一般招呼時，點頭致意是有禮貌的。

一般來說，毛遂自薦並不常見，經由第三者引薦比較能被接受。 名片印製的習慣是一

面英文、一面中文，在台灣所使用的字體是繁體中文，並非每個人都能辨識大陸地區的

簡體中文。（2）群體主義：拜訪台灣企業尤其是參與決策會議時，可能的話可以派遣二

至四位人員，其中至少一位資深人員，這會增加參與會議人員的專業形象及反應對於會

議的重視性。 

類似以上的文化說明與建議，另一篇商業顧問文獻(Kwintessential, 2015)也有台灣商

業文化與禮儀的介紹，以下是幾個要點：（1）群體文化：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台灣文

化偏向於群體文化，人們傾向歸屬於一個比自己更大的團體例如家庭、學校、公司、政

黨、國家等。他們會避免在公開場合令他人沒面子；自我情緒也易受到團體影響。（2）

溝通風格：在台灣謹慎陳述訊息是受到重視的，商務人士在說明核心訊息之前通常會有

背景說明，簡潔的溝通方式不特別受到肯定。來自溝通風格比較直接的文化的商務人

士，在台灣進行商務溝通時應更有耐心且傾聽。在開會時，由於大家會避免在公開場合

中令同事難堪，他們多會溫和地表達想法，在不同意他人時，會以靜默取代直接反對。 

這些在外國商業公司顧問網站中所提供的資訊，應有其參考價值，但仍然缺乏實證

基礎，也可能落於刻板印象。這也是本研究希望考證之處，希望能透過調查訪問以瞭解

在台灣有工作經驗的本國和外籍商務人士對於這些台灣職場文化描述的看法，提出真正

適宜融入於商務華語學程中，值得學生學習瞭解的台灣商業文化內容。 

2.2商務華語文化教學 

目前兩岸出版的商務華語研究專書並不多，只有《2011國際商務漢語年度報告》在

第七章「課程設置」有部分論述提及商務文化課程在商務漢語課程中的搭配方式，其餘

的專書對於商務文化的研究都較少觸及。 

在期刊論文方面，對於商務華語文化研究的議題就比較豐富多元，大陸有幾位學者

進行了探討，如朱黎航（2003）、樓益齡（2004）、邱曉蕾（2006）、康曉麗（2009）、覃

俏麗（2009）、聶學慧（2010）、喬曄（2011）、莫若華（2012）、孫紅、鞏喜云（2014）

等。整體而言，這些研究除了 2009 年康曉麗＜商務漢語教學初探：以泰國皇太后大學

為例＞一文中，曾針對大學商務漢語專業的 13 位全職漢語教師進行深度訪談之外，其

他的論文大都僅提出一些作者觀察到的現象，並沒有進行深入的實證研究與分析。 

台灣有楊亞璇＜台灣商務華語教材之文化分析－以《實用商業會話修訂本》與《遠

東商務漢語》為例＞（2017），這篇論文以商務華語文化交際評估項目進行分類，分析

台灣出版的兩套商務華語教材。其他的論文如＜商務華語暨文化教學法探析＞(李欣

欣、陳麗宇 2012)、＜當代初級商務華語教材之文化研究＞(陳麗宇、李欣欣 2012)，以

及＜為什麼商務華語中的 Yes 可能是 No？＞(陳麗宇、鄭錦全 2014)等。這些論文嘗試

進行較全面的文本內容分析、深度訪談，或是語料的引用與論述，是研究者與同仁之前

發表的相關研究。 

2.3英語文獻中的跨文化溝通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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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英語文化教學與商務華語有所不同，由於英語目前為全球性的國際商業語言，

商務華語主要是在大中華圈使用，或是外籍商務人士在本國希望以中文和來自大中華地

區的商務人士交際使用，因此商務英語的性質和商務華語仍有差異。在此前提之下，商

務英語中的跨文化商務溝通比較自成一門獨立的學問，可能在語言課程當中被提及，也

有可能在其他專業課程中（如談判學、國際行銷學、國際企業管理、國際人力資源管理、

國際貿易等）討論。在國際商務文化的分析方面，當然有涵蓋亞洲和中華商業文化在內

的教學，這些跨文化溝通的理論和相關的研究因而值得商務華語文化教學關注。     

一些比較早期但具有影響力的文獻，包含 Hall (1966)的高低情境的溝通文化研究，

中華商業文化一般被視為接近高情境的溝通文化。另外，Kluckhohn and Strodtbeck (1961)

發現人們基於人類生活的基本需求發展五種基本的信仰和價值觀如：人性、天人關係、

時間觀念、活動形態、社會關係。而後，這些觀念被 Gesteland (1999)加以整合成為四種

主要的商業文化形態；Tomalin and Nicks (2010) 則更進一步地發展了三種說明國際商業

文化的形態：有計畫的、彈性的、傾聽的三種商業文化形態。在他們的書中提及，人們

來自不同的商業文化會有著不同的行為模式，決策的方式和結果也深受不同的文化價值

觀影響。因此，為了要避免國際商務人士彼此之間不必要的誤會，學習跨文化溝通技能

以及認識不同的商業文化形態是必要的，這樣的認識和瞭解，才能真正促進跨文化溝通

的效果。研究跨文化溝通學者們相信，人們彼此間的溝通成效和口語表達其實只佔了一

小部分，「文化智商」（“CQ”） (Livermore 2011)相對於「情緒智商」是在跨文化商務溝

通中很關鍵的部分，來自不同文化的商務人士彼此間的互相瞭解，尤其是對文化背景和

文化價值觀的認識，會深深影響溝通的效果，大家應在異中求同，在尊重彼此文化價值

觀的情形下洽商合作互利，尋找共同的目標一起努力(Gibson 2002; Hinner 2009)。     

在跨文化溝通理論與教學的領域中，或是在商務英語課程中被引用最多的，應該還

是屬 Hofstede (1980, 2005)的文化模型，五大文化面向的分析描繪出國際商務人士大致

上的文化價值觀和行為模式，每一個文化面向都有二個極端，在這二個極端中不同的文

化呈現不同的量度，這五大文化面向分別是（1）身份認同有群體主義和個人主義二個

極端，（2）位階關係含高權力距離和低權力距離，（3）性別角色有男性主義及女性主義 ，

（4）真相認同有對於確定性的高低容忍度差異，（5）美德認知有短期傾向和長期傾向

的差異。當商務人士來自不同的商業文化，卻又無法相互理解時，在溝通上便會產生誤

解甚至破裂，因此在外語教學中適當地融入跨文化知識以及對跨文化溝通的認識，是商

務英語教學中常見的一種教學策略 (Frendo, 2008) 。 

以上在商務英語教學中常用的跨文化教學內容與方法，是商務華語可以借鏡的，尤

其是在初期比對外籍商務人士的文化學習需求後(Lee and Chen 2014)，我們可發現外籍

白領職工想學習到的核心文化內容，比如華人對層級制度和關係的認知、華人對時間性

別角色和危機的理解、華人和文化價值與生活哲學，其實有著大量的跨文化溝通知識中

所提到的各種文化面向，透過比較分析去理解跨文化差異，從差異性出發去思考適應和

磨合的方式，這應是學習商業文化的趨勢。 

三、研究成果 

3.1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 Hofstede (1980, 2005)的文化模型，以五大文化面向的分析描繪出國際人

士大致上的文化價值觀和行為模式，本次針對文化第二面向中的「位階關係」進行分析，

配合「高、低權力距離」來設計訪談主題進行深度訪談。 

本研究所採行的深度訪談，並非標準化訪談，而是所謂的探索性訪談。依據陳向明

（2002）的建議，訪談問題型式的類型可分為三種：一是開放型與封閉型；二是具體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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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抽象型；三是清晰型與含混型。第一類開放型無固定答案與問題模式，封閉型則只由

訪談者以選擇題讓受訪者回答。本研究以開放型問題為主，因為封閉型訪談很容易使訪

談者本身，對於事物的概念定義、分類方式或好惡等強力加諸於受訪者的身上。研究者

期許受訪者能有充分表達想法的空間。另外，訪談過程中，具體型的問題會比概括性、

總結性的抽象型問題來得有意義，清晰型問題更會比含混型問題具有價值。 

其次，針對訪談方法，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首先列出訪談重點但絕不預設任

何立場或答案，問題形式以開放性問題為主，並注意具體且清晰的語意和問題設計，訪

談者盡量引導受訪者發展自己的想法，廣泛且深入地談論相關的主題。所有的訪談都徵

求受訪者的同意以錄音形式存檔，打成逐字稿，再進行深入分析。 

至於訪談的時間和模式，「訪談」可根據正式程度、接觸方式、受訪人數，及訪談

次數進行分類，正式程度又可分正規型及非正規型；前者指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事先約定

好時間、地點，就一定的問題範圍正式提問與交談；後者指研究者根據受訪者日常生活

與教學的安排，在與受訪者共同參與活動時，依情況訪談，本研究採取正規型訪談。 

3.2訪談名單 

本研究訪談名單如下文表 1至表 5所示，其中第二群組的官方或半官方單位人員，

由於資料較具敏感性，僅列示機構名稱，不列出受訪者姓氏。外籍學生只訪談具有在台

企業工讀經驗的學生，其中大部份修習過商務華語。 

表 1  企業同仁與主管 

編號 姓名 年齡 性別 工作資歷 

1 日商林先生 31-40歲 男 日商公司專員 

2 台商 1林小姐 31-40歲 女 台商貿易公司專員 

3 美商周小姐 31-40歲 女 美加商公司專員 

4 台商 2林小姐 31-40歲 女 台商紡織公司副理 

5 黃先生 31-40歲 男 德商遊戲公司業務總監 

表 2  官方或半官方單位人員 

編號 姓名 年齡 性別 工作資歷 

1 醫師公會人士 41-50歲 男 醫師、公會會員 

2 台灣電化學會人士 41-50歲 男 大學副教授、台灣電化學會 

3 網商協會人士 50歲以上 男 大學副教授、空中教育學會理事 

4 品牌創新協會人士 41-50歲 男 企業執行長、創新事業協會 

5 音樂發展協會人士 31-40歲 男 
音樂產業公司總監、音樂城市發

展協會 

表 3  商務華語教師 

編號 姓名 年齡 性別 工作資歷 

1 華語中心沈老師 31-40歲 女 華語教師 

2 華語中心何老師 31-40歲 女 華語教師、在台文創公司 

3 國語中心黃老師 50歲以上 女 華語教師 

4 國語中心王老師 50歲以上 女 華語教師、在台貿易公司 

5 華語中心馮老師 31-40歲 女 華語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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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外籍商務人士 

編號 姓名 年齡 性別 工作資歷 

1 泰國台商航空業林小姐 20-30 歲 女 海外台商公司 

2 在台美商朴小姐 31-40 歲 女 在台外商公司 

3 越南台商職工阮小姐 20-30 歲 女 海外台商公司 

4 德商(一)A先生 20-30 歲 男 德國家族企業經理 

5 德商(二)J 先生 20-30 歲 男 德國酒商執行長 

表 5  外籍學生 

編號 姓名 年齡 性別 工作資歷 

1 人力仲介徐小姐 20-30 歲 女 在台外商公司 

2 KTV 服務生賴先生 20-30 歲 男 在台娛樂業 

3 餐飲服務生範小姐 20-30 歲 女 在台餐飲業 

4 美語刊物編輯黃小姐 20-30 歲 女 在台語言機構 

5 工廠作業員戴小姐 20-30 歲 女 在台電子公司 

3.3訪談內容彙整 

本研究訪談題目如下：請描述在您的產業職場中，同仁和主管應對相處的方式及觀

感為何？ 

本研究的重點訪談題目為職場關係，根據 Lee and Chen（2014）的研究，外籍商務

人士對於華人職場中的上下關係感到興趣。在本研究中，我們訪問中外籍受訪者，請之

描述在台灣職場一般和主管應對相處的觀感為何，並詢問受訪者做一些比較，並說明覺

得哪一種模式是個人比較能夠喜歡或接受的。在題目引導中，我們也給予了一些主管類

型的提示，例如：權威的（主管對於下屬有絕對的權力也期待部屬對上司有一定的尊

重）、家長式的（主管像家長一樣關心部屬但也會希望部屬能回應他們的期待或要求）、

民主式的（會主動詢問部屬的意見比傾向讓部屬自由發揮）、平等的（不論在日常相處

或業務處理時主管和部屬分野不大只是權責不同而已）等。 

在以上 25位受訪者的訪談資料蒐集完成後，先整理為逐字稿，而後進行彙整分析。

在初步檢閱大量資料後，我們得到幾個值得關注的議題： 

第一，所有受訪者如為外籍人士，不論是白領或是基層人員，受訪的國籍包含歐美

與東南亜國家，所有的受訪者一致表示喜歡偏好『平等式』的職場關係，都希望主管能

平等的對待他們，而更有趣的是，這些受訪者表示在他們所來自的國家權威式的主管居

多。在台灣，多數外籍受訪者表示，最上位的主管多半離他們距離很遠，他們認為最上

級的主管應該都是權威式的，需要絕對的尊重。但他們自己的直屬主管，或中級主管，

就比較是家長式或民主式的居多。他們覺得台灣的主管，很多都很親切。像是韓籍、越

籍、印尼籍等受訪者比較，相較於他們國內的主管，台灣主管相對沒有那麼嚴厲，會給

予比較多的工作空間和體諒，比較「親切」，但也有人提到，外國人在台灣工作會說中

文的話，會比較有幫助。 

第二，在專業職的產業或體系中，像醫療產業、公協會等，大家都是專業職，工作

關係比較平等，同仁彼此互相尊重。例如，以醫療產業為例，受訪者表示：「在醫院中

有兩個系統，行政體系的主管像是主任是由醫師兼任的，所以大家都算是平等的，可能

要真的到院長等級才會對醫師有管轄權。有兼任教職的醫生就是像在大學裡面的系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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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教授對副教授或講師並沒有管轄權其實也是平等的，只是資深與否不同。因此，在

台灣的醫療體系中，醫生之間還是滿平等的，但多會互相尊重就是了。如果是指醫生跟

其他醫護同仁，那麼醫生還是比較高階的，因為是主要醫療診斷者，給予處方和醫囑，

其他同仁需要依照醫師指示執行業務，但即使如此，可能也不是像大家想像中的那樣，

所有醫護同仁都會對醫生唯命是從畢恭畢敬的那樣，應該多半還是會平等互重的相處。」 

一般而言，學術界裡也是一樣的，教師即使有兼任行政職，彼此都還是互相尊重的

多，畢竟沒有絕對的上下管轄權。但即便如此，職場倫理還是一項潛規則。以上述的醫

療產業為例，「實習醫生是學生，住院醫生是到醫院受訓的，在醫療體系中還是有點像

師徒制那樣，所以會建議年輕的醫生尊重主治醫生，因為他是要向主治醫師學東西的，

就應該把主治醫師當作老師或師傅看待，謙遜真心地學習，主治醫師應該也都會盡量幫

助年輕人，但大家都很忙壓力都很大，如果沒有尊重就不是很好了。另外住院醫師最後

是否能留院服務，主治醫師也有很大的推薦權，如果在受訓期間就沒有展現良好的態度

的話，可能大家也不會希望這樣的年輕人成為同事吧。」 

另外，在台灣大量的中小企業是很大的特色，在中小企業中，公司成員可能都不多，

組織看起來也很扁平，但扁平的組織，並不表示就是人人平等，以受訪者提到的網商協

會便是很好的例子：「許多電商都是屬於中小企業或家族企業，公司規模可能都不大，

20-30 人，但是他們的外銷貿易金額卻可能是很大的。因為公司規模小，組織階層算很

扁平，也許就是總經理，經理，跟職員這樣 2-3層級。換言之，每個人都可以直接跟老

闆回報，老闆是大家的主管。雖然大家要有獨立的工作能力，但主要決策者應該還是老

闆。最近很多公司也開始有第二代接班的現象，因此，在公司內部升遷的話，最上面的

總經理董事長還會是家族人員。」換言之，扁平的組織中，大家還是以老闆為尊，主要

的決策者還是公司老闆，或是老闆的親友也可能位居要職。 

第三，也有多位受訪者表示，在台灣的職場，「上下」關係不見得只存在主管與部

屬之間，即便是同位階的同仁，也可能存在著資深與資淺，年紀大和小這樣的關係。有

受訪者表示，儘管職級相同看似平等，但有些年長者或資深者，會情緒性地倚老賣老希

望受到比較多的尊重，或是在言語上壓制其他同仁，而年輕的資淺的同仁，也可能會與

之對抗、閃避，因此產生摩擦對立都是可能的。有受訪者表示，在台灣職場中不可能有

人人平等大家都是朋友的來做事，他認為，這些制度上的或心理上的上下關係權力距

離，都是台灣上班族需要去面對和拿捏的工作之一。若是外國人來台灣的職場上班，肯

定也是會對這部分趕到疑惑，因此能深入了解台灣當地的文化的話，也許工作生活會更

自在些。 

第四，儘管上述外籍受訪者在描述自己國內的主管時，多半覺得是權威式的，但也

有些台籍受訪者覺得嚮往「外國」的管理風格，會覺得「美加」公司或很多外商公司主

管是採取民主式的，只問績效和結果，中間的做法允許個人依照自己的專業和能力自由

發揮，不像很多台籍主管雖然親切會關心部屬，但其實都會希望部屬依照自己的意思做

事很不放心，這樣部屬反而沒有發揮的空間了。 

四、結語 

目前兩岸四地的商務華語教材出版量已有百部以上，在所有專業華語中一枝獨秀，

但商灣出版的常用教材只有五本，這些教材中文化教學偏向中國商業文化輔以傳統文化

作為教學重點。有關主管與員工的相處模式，台灣的商務華語教科書很少論及，在《遠

東商務漢語 II》第一課的市場調查中，經理經由民主的方式在傾聽員工的多方建議後，

以全體人員的想法為參考方向，提出如何執行下一步驟的指示，以上這樣的文化內容在

教科書中並不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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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本次的訪談內容呈現出台灣職場的幾個種要面向，包含：台灣最上級的

主管以權威式居多，但中級主管則偏向家長式或民主式；其次，儘管有些職場數於平等

式的相處關係，但新進同仁對於前輩仍需表達尊敬；再者，台灣的中小企業裡，還是以

老闆為尊，主要的決策者是公司老闆，老闆的親友也可能位居要職。最後，台籍主管雖

然會親切關心部屬，但可能不會給部屬太多發揮的空間。本次訪談所獲得的台灣職場倫

理內容，期望有助於外籍商務人士和外籍學生認識台灣商業文化，關於制度上的或心理

上的上下關係權力距離，是台灣上班族需要理解的工作之一，如果能深入了解台灣當地

的文化，未來的職涯發展將能更為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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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商務華語需求與教學實務調查研究 

彭妮絲 

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 

pengnise@yahoo.com.tw 

摘要 

研究者於 2017年兩度赴印尼進行商務華語需求田野調查，調研對象為：商務人士、

商務漢語教師、補習班業者、報社總編輯、大學中文系商務華語教師等。本研究進行印

尼商務華語實務調查研究，進而探討印尼商務漢語需求內容為何？商務漢語教學如何進

行？本研究結果顯示：1.國外商務華語需求產業，多為國際貿易進出口業，以及傳統產

業；2.需諳華語的職務為秘書、會計，以及行銷採購人員；3.商務華語技能需求主要以

聽說為主，其次閱讀；4.商務華語教學具針對性、個別化、情境化與多元化；5.學習者

多呈現工具型動機，強調即用即學；6.商務華語教師更需具備課程與教材設計能力。 

關鍵詞：商務華語、調查研究、融合型動機、工具型動機、商務華語教學 

一、前言 

需求分析主要在於瞭解學生對華語文教學的需要，分析學生的薄弱環節，確定華語

文教學過程中的問題所在。需求分析是專門用途華語文教學的重要環節，它決定了教學

內容、教學途徑、教學手段等，甚至影響學生的學習動機。商務華語的學習需求多種多

樣，學習需求的層次和類型也比較複雜，商務華語教學應針對這些不同層次和類型的需

求，分門別類進行研究和開發。 

商務華語發展初期主要是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對經貿領域的華語本體進行調查研

究，如陳章太(1985)在〈叫賣語言初探〉中研究了「叫賣語言」的語言風格、語音、詞

彙、語法方面的特徵，爾後慢慢注意到學習面的需求問題。商務華語的學習需求多種多

樣，學習需求的層次和類型也比較複雜，商務華語教學應該針對這些不同層次和類型的

需求，分門別類進行研究和開發，針對具體情況進行需求分析。根據張黎(2006)的分析，

這主要分為以下五項：1.由教育的目標來看，分為學歷教育與非學歷教育；2.由學習時

間的安排來看，分為全日制與非全日制學習；3.由教學組織方式來看，可分為集中學習

與分散學習；4.由學習者自身的漢語水準來看，可分為入門學習與進階學習；5.由語言

學習內容範圍來看，可分為單項語言技能與綜合語言技能學習。張黎(2006)研究則指出

對商務華語教學需求的多樣性。 

華語相關之需求分析，如 Fangyuan Yuan (2003)研究，是以稍具華語水準之華語學

習者為對象，調查其對商務華語的學習需求，研究結果顯示，需求由高至低為：學習中

文商務術語及用法、提高中文寫作水準、瞭解中國經濟狀況、瞭解中國資本市場和銀行

體制；而最低的分別為漢語語法、修辭和商務工作實際技能。Haidan Wang(2006)針對夏

威夷大學學生進行調查，其訪問 14個MBA畢業生、4個在中國的美商工作人員，以及

6個美商駐在中國的訓練人員，結果得出學習商務華語後仍需加強或感到有所匱乏的是：

和同事的日常交際溝通、打電話安排或聯絡業務、長篇演說或說明、以及公司各部門之

互動；這項結果顯示的是商務華語課程的訓練，在打電話、演說、和業務溝通上都需再

強調。關道雄(2006)的研究調查，限定學生自以下四項學習目的中選出兩項：提高用中

文進行交際的能力、獲得中國經濟發展資訊、瞭解商務活動中的中國文化、以及學習商

務活動職業技能。關道雄的調查對象為中華語水準達中級以上者，亞裔學生佔 65.5％，

其中 96.7％表示修習商務華語的目的在獲得中國經濟發展資訊，其他非亞裔學生則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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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瞭解商務活動中的中國文化居多，佔 70.4％。 

為了更好的分析商務華語在實際商貿領域中的使用情況，張黎(2012)「漢語在國際

商務領域使用狀況調查與分析」問卷，調查了分別來自 26 個國家和地區的 232 個商務

人士，其背景均為企業人士、母語非華語並且都學過華語，工作範圍也遍及交通、金融、

生產製造等各個領域，並得出以下結果：1.漢語被廣泛運用在對工作有用的業務範圍內；

2.外籍商務人士最常使用漢語作為工具交際的對象為中國同事或客戶；3.「說」和「聽」

是外籍商務人士使用最多且需求較大的語言技能；4.即便已具備較高的漢語水準，但大

多數的商務人士仍想繼續學習漢語。 

李育娟〈商務華語學習者需求分析〉研究，以在臺灣的華語學習者為物件設計問卷，

搜集學習者對商務華語的學習動機，以及想要學習的主題範疇、工作類別、課程內容等，

藉以瞭解學習者的需求；並從中分析學習者需求與現有教材之間的落差，以提供今後教

材編輯上的一個參考。兩篇文章研究對象均為：於目的語環境中的學習者。學習者為二

語環境學習者，抑或為外國語環境學習者，其學習動機不盡相同，其學習需求自然不同。

在臺灣或中國學習商務華語的環境，與在海外學習商務華語的環境，有著根本上的不同；

商務華語在海外是外國語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而在中國及臺灣則為第二語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ESL)。因此本研究即擬透過海外華語教師深度訪談，以瞭

解海外商務華語教學實務狀況。 

誠如上述所述，商務華語必須針對具體情況進行需求分析，因此研究者於 2017年 4

月 4日至 4月 9日，以及 8月 26至 8月 29日，兩度赴印尼進行商務華語需求田野調查，

調研對象為：商務人士、商務華語教師、補習班業者、OO 大學商務華語老師、報社總

編輯等。本研究海外商務華語需求調查，以及商務華語教學實務探究，以印尼為例，進

而探討印尼商務華語需求內容為何？商務華語教學如何進行？本研究並針對調研結過

進行分析、探討與建議，俾供商務華語教師教學之參考。 

二、文獻探討 

以下就二語學習動機、動機分類，及商務華語需求研究，分述之。 

2.1二語學習動機 

Dörnyei (2001)給動機做了簡要的定義，其認為談到動機，人人腦中想到的或許不同，

但無非都與行為的前身與起源有關，動機包含了三個要素：選擇 (choice/direction)、行

為的強度(effort/ magnitude/intensity)、持續力(persistence)。從教育心理學的角度看，學

習過程中影響學習效果的最大因素之一是學習者的情感控制。情感因素主要包括動機、

態度和個性特徵。動機是激勵人去行動的內部動因和力量。 

Lambert 和 Gardner(1972)提出了第二語言學習的社會心理模式和社會教育模式，並

在此基礎上指出：動機可分為兩種基本類型—工具型動機(instrumental motivation)，即用

語言作為工具達到某個實際目的；和融合型動機(integrative motivation)，即瞭解和融入

目的語文化。外語學習中的動機主要分為融合型動機(或內在動機)和工具型動機(或外在

動機)，前者指學習者希望對目的語及目的語所在文化有興趣，希望通過學習掌握這門

語言，並有朝一日被該社團所接受並成為其中一員，得以融入該團體；後者指學習者抱

有一定的目的性，如通 過某種考試、獲得獎學金或免受某種懲罰、獲得某一職位等。 

Gardner 與他的研究團隊進一步澄清他們的核心概念，將動機 (motivation) 與取向 

(orientation) 兩種概念區分開來。他們認為取向代表的是學外語背後的原因，如融合型

取向 (integrative orientation)與工具型取向(instrumental orientation)等。而動機是學習語言

時的投入程度(motivational intensity)、想學習的欲望(desire to learn)與學習語言的態度

(attitudes toward learning the language)的綜合體 (Gardner, Masgoret, Tennant, & Mi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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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p.4)。 

Gardner等人 (Gardner, 1985; Gardner & Lambert, 1972) 的研究處於加拿大雙語(英

語及法語均為官方語言)及雙文化的社會環境。其研究發現學生的動機有兩種不同的取

向，一種為融合型取向(integrative orientation)，有這種取向的學生通常擁有一種較深層

的、強烈的動機，他們很喜歡所學的語言背後的文化，希望能融入這個語言所代表的族

群。另一種為工具型取向 (instrumental orientation)，有這種取向的學生多半是為了工作、

考試、個人發展前景而學外語。Gardner 等人的研究發現有較強融合型取向的人學習動

機較強、外語學習成就也相對的較高。 

Lamb (2004)對印尼學英語的學童做調查，他發現在這群學童中，融合型取向與工具

型取向幾乎難以區別。在全球化氛圍下，英語學習者的融合型動機產生了某些質變。

Warden與 Lin (2000)及 Chen、Warden、與 Chang (2005)以自行研發的問卷為研究工具，

對非英文主修的臺灣大學生做了廣泛的調查，並進行統計分析。他們發現這些臺灣大學

生在英語學習的動機上顯現出工具型取向，也有 Ely(1986)所指出的課程要求

(requirement)取向，但過去文獻中一向強調的融合型取向並不突出。不同教學場語(如二

語、外國語)，其取向調查結果亦不盡相同。 

2.2動機分類 

以下分述工具型動機與融合型動機、外在動機與內在動機。 

2.2.1工具型動機與融合型動機 

動機概分兩類：一為融合性(integrative)動機，有這類動機的人，會願意與其他文化

或群體的人互相溝通並和好相處，在學習語音、腔調、用詞等方面會學習得比較地道，

早期來臺灣的傳教士多半說得一口地道國語或台語，就是因為他們願意融入當地民眾的

生活中，真心接納當地文化；二為工具性(instrumental)動機，有這類動機的人多半有較

為直接而明確的目的，例如修課、謀事、做研究等，這些人在學習語言的部份技能上會

有較佳的表現，一般而言寫作能力也優於說話能力。 

融合性動機與工具性動機除了一般性的學習動機理論外，Gardner 與 Lambert 於 

1972 年以社會學的觀點提出語言的學習動機理論模式，探討動機和目標間的關係，將

動機分為融合性動機與工具性動機(Gardner, 1985)。融合性動機指學習語言的目的是嚮

往所學語言的文化，渴望成為所學語言團體的一份子，希望被說第二外國語的國民所接

納及認同，是對於學習所發出個人的、真誠興趣的內在反應。另一種 為工具性動機，

指學習者學習語言的目的是為了功利價值，如想求得更好的職 業、升官、賺錢或閱讀

專業文章等，是希望獲得此種語言作為在工作提高待遇、 在社會上流動的一種工具或

溝通媒介，即對學習語言的實際利益的動機。 

2.2.2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  

有些學者以內在的、個人的特性，如需要、興趣、樂趣和好奇為根據來詮釋動機；

另有些學者的詮釋，則以外在的、環境的因素為基礎，如獎賞、懲罰、榮譽、社會壓力

等，即通常把動機歸納為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Deci & Ryan, 1985)。此外，內在與外在

動機並非對立的兩極，而是可以並存，教師可透過內、外在動機激勵學生的學習行為

(Pintrich & Schunk,1996)。Yang(2003)調查 342位美國東亞語言學習者的動機和特定學習

者變項，研究發現，融合型動機比工具型動機重要，學生想學習聽說、更甚於讀寫；此

外，性別、學習者文化背景、需求和語言精熟，對動機都有顯著的影響，尤其文化背景

最重要。 

本研究主要著眼於工具型動機與融合型動機，不同學習動機或呈現出不同的華語學

習需求，以及華語教學實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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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3.1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深度訪談，採用此方法的主要原因在於它的基本假設：意義是鑲嵌在人們

的經驗之中，所以從當事者的觀點來瞭解他們的內在心靈世界和對周遭人、事、物的看

法是自然且真實的（Patton, 1990; Merriam, 1998）。本研究的目的在於試著透過和商務人

士、商務漢語教師、補習班業者、報社總編輯等的晤談，從經驗中去深入瞭解其專業發

展的現況，透過雙方有目的對話，從每位參與者個別的經驗中，發現共同且具有意義的

觀點。  

在質性研究中的個案訪談所抽取的樣本數少，為使樣本更具代表性，必須是能提供

「深度」和「廣度」的資料為標準，求得資訊的豐富性和可靠性，故訪談對象的選取，

來自不同型態商務華語教學場語。資料搜集過程中，同時進行資料編碼與分析。本研究

採用三角檢測法、審核、追蹤，以及利用研究者每日所記錄的反省日誌來確保資料的可

信度。 

3.2研究對象 

2017年 4月 4日至 4月 9日，8月 26日至 8月 29日，兩度赴雅加達及三寶壟進行

商務華語教學實務調查，晤談對象為商人、華語教師、報社總編輯、開設華語補習班、

臺北學校華語老師、OO大學商務華語老師，主要進行深度晤談。A1為報社總編輯，也

是商人，出版數十本書籍，對印尼華人活動知之甚詳。A2、A3及 A5為華語老師，A5

商務華語教學經驗尤其豐富；A4 則為臺北學校華語老師，主要還是以教授生活華語為

主。A6雖有不少商務華語學生，是以傳統方式進行教學(識字、生詞)。A7為雅加達 OO

大學中文系商務華語老師，已有十幾年商務華語教學經驗。 

表 1 深度晤談對象 

 編號 身分 地點       晤談時間 

 A1 報社總編輯、經商 雅加達    2017/4/4 

 A2 華語老師、經商 雅加達    2017/4/4、4/5 

 A3 華語老師、開設華語補習班 雅加達    2017/4/4、4/5 

 A4 臺北學校華語老師 雅加達    2017/4/6 

 A5 華語老師、開設華語補習班 三寶瓏    2017/4/8 

 A6 商務華語老師 雅加達    2017/8/26 

 A7 大學商務華語教師 雅加達    2017/8/27 

四、研究分析與討論 

以下就需求場域、商務華語課程需求、商務華語教學法、商務華語教材幾個面向，

來探究印尼商務華語教學實務狀況。 

4.1需求動機 

商務場合常使用英文，以英文溝通，如此是否還需要學習商務華語？英語在印尼也

很普遍，做生意或者是談判，常以英語來進行，為什麼還會學華語？針對這個問題，A6

受訪者也無法回應，訪問同時正好有一位商務華語學生，所以受訪教師逕問學生。這位

商務華語學生已大學畢業數年，主修法律，在印尼漁業部長身旁，從事律師事務相關工

作，她認為雖然談判多以英文進行，但間或能以華語進行，主要是因為：1.建立關係，

拉近彼此的距離；2.英語畢竟非彼此母語；3.避免產生誤會。受訪回應如下。 

0826A6：他叫我轉告，他說可以說明三個點。第一個，Building relationship。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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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不是他們的母語，雖然說他會講英語，但是不是他的母語，如果你能

跟他這樣溝通的話，會感情融洽。第三個，避免無中生有，避免不必要的

誤會。他很聰明，他知道自己要學什麼。他們要一對一就是這樣。 

至於學習動機是為了外派，還是留在印尼工作？A6教師認為：「很多外派。有的到

香港，有的到新加坡，有的到馬來西亞、台灣。」A5 受訪者則認為留在印尼工作者佔

大多數。 

4.2需求場域 

4.2.1行業別 

在印尼的商務華語需求，主要在中小企業(0404A1)。中資企業在印尼投資，也是使

用中文管理(0404A1)，中資企業大部分為開礦、基礎建設工程、紡織、中小企業進出口

等行業；華語需求產業，基本上還是傳統產業中的中小企業居多。。 

0404A1：中資企業…，他們是開礦，他們有很多人才，這邊還有就是做基礎設施的

工程。哦，就陸橋啊、路、建築、高速公路阿的基礎設施，還有做電啊、

電路的、電子，如華威。 

0404A1：台商…，呃，像萬隆的紡織業，紡織業他們做得很好。 

0408A5：比如說工廠那個紡織廠、鐵工廠，或是食品工廠。 

除了商務外，還有跟商務活動相關的律師、金融業、房產業(炒地皮)、採礦業。 

0826A6：他現在正在跟印尼的漁業部長，跟中國的漁船。因為這些中國的漁船來到

印尼的沿海，他就跟他們交涉。印尼在保護他的領海。 

0826A6：中國銀行，他要職員，招聘他們的時候，看他們的能力是在哪兒，想知道

我怎麼選定這個人可取不可取， 

0826A6：如果是中國人的，他們的比較小；大型的公司不是中國公司。有一段時間，

大概在兩年前，那個時候採礦業特別紅。 

4.2.2職業別 

在印尼的公司什麼職位需要華語人才，除了中小企業老闆自己學外，主要有秘書、

會計、進出口行銷等。秘書或會計，只要會說、聽就好，其他商務知識可以邊看邊學，

可以不用到補習班學。秘書、行銷等進出口人員，要求華語能力，較能理解；至於會計

這職業，之所以需要懂華語，主要源于華人老闆有審視會計帳的習慣，希望會計能逕以

華語說明。 

0404A2：不過現在在印尼，他們(聽不懂)，我剛好有一位朋友，他的孩子是，他念

了研究所在印尼的大學，他寫了履歷表，後來去面議，面議差不多要成功

了，就是百分之九十，後來貿易的人事部問他一句話：「你會講國語嗎？」

他說：「我不會」。他是華人但是他不會說華語，原本以為他會，他是會計。 

0405A5：是在商業部的，商業部就是要秘書，秘書接電話、打字。…還有 export。 

0405A5：他畢業要去美國，他的媽媽跟我說：「幸虧我的孩子進了僑中，學了中文，

就可跟中國那個老闆溝通。」 

0408A5：很多是他們自己本身就是老闆，本身自己就是老闆，老闆很需要學。 

4.3商務華語課程需求 

以下就零起點商務課程需求、語言技能需求、商務文化課程需求，分述之。 

4.3.1零起點商務課程需求 

商務華語從何時開始教？或認為具備中級華語程度者再來學習，然海外商務華語學

習者，零起點者為數頗眾。商務漢語教學作為對外漢語教學的一門分支學科，隨著經濟、

社會的快速發展已然成為需求度最高、發展速度最快的專業類漢語教學，其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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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間還非常之大。學術界內對商務漢語是否應該開設零起點教學一直存在著分歧。多

數的學者認為：商務漢語教學的專業性很強，因此必須在進行初級通用漢語教學之後，

學習者對漢語基本的語音、詞彙、語法有了較為紮實的掌握，才可進行商務漢語教學。

然而，現實的狀況是：國內外的眾多商務漢語學習者往往具備很少甚至沒有漢語基礎，

且培訓時間較短，不能通過常規的對外漢語教學來完成基礎通用漢語的學習，但又迫切

需要在工作中運用商務漢語進行有效的交際。其他課程如基礎的電話教學，到專業華語

的採購、行銷等，均為商務華語課程需求內容。 

0404A2：這應該是在這邊學到的大部分都是零起點啊。 

0404A3：自我介紹一定要，電話教學、採購。你如果要買東，你如果要做貿易，

就要做採購。 

0408A5：其實案例應該是這些人在學的，已經學了一些中文，因為假如說單純的

案例閱讀其實太有一點難…。 

這樣的調查結果如同 Haidan Wang(2006)所做的需求分析調查，顯示商務華語課程

的訓練打電話、演說、和業務溝通上都需再強調。反映出海外商務華語課程內容工具型

需求傾向。 

4.3.2語言技能需求 

聽、說、與閱讀，是海外商務華語學習者迫切需求。印尼地須會講華文者較少，只

要會聽即說技能，找到工作的機率較大增(0405A5)；企業主主要學習的語言技能也是聽

和說，或者再加上閱讀，但遇到正式簽約場合時，主要使用語言還是以英文為主(0405A4)。

這部分呈現出工具型學習動機傾向。 

0404A3：所以在那個部分來講，經驗來講的話是，其實他們只要會聽說就好了，

因為寫得就寫英文。 

0408A5：如說我是老闆，那我來跟你買東西，那我會一點中文，我會 conversation，

那我這邊是誰來 settle down這個 document，…那我認識一個那個三方，

甲方乙方中間還有一個仲介，…我碰到是新加坡人，新加坡人他懂中文、

懂英文，他在中間來幫他們看合約，我是碰到過一個這個，所以其實他自

己可以不用帶一個會中文的秘書，所以是他只要中間有人的話，他就可以

自己去跑，所以我看他們這個他們大概也是中小企業。 

0405A4：我看到的現象是這樣，他們學華語基本上華人聽跟聽一點，ok，說、寫

基本聊天的 ok，但如果他們用在商務上，真的要做到，比如說要跟你簽合

約，要跟你溝通，那種要那種細節的部分，他們基本上都用英文去溝通。

那如果用到華語去溝通這些細節的話，就變得比較少，因為他們其實也會

怕，因為他們覺得我不是那麼的好。所以基本上再做這種比較正式的這種

簽約的或是這種狀況的話一般都是用英文這樣子。 

0408A5：老闆…他們主要學聽說就好，大部分學聽說，寫的部分其實就比較用不

到，但有的人他要，因為他想要看、會看，他不一定會寫，別人寫他能夠

看，因為他是假如說我在合約的時候，我多多少少懂一點，我不會被人家

騙。 

也有因為犯錯才來學習華語的，A5 老師陳述學生之所以來學習商務華語的過程：

「我有一次學生更好玩，她之前沒有跟我補習，她已經會差不多了，她跟香港的她那個

做那個布工廠，然後對方來打電話過來跟她說，我要訂幾個幾個貨櫃，那你的一尺布是

多少錢，那可是他的音調就是不對，四跟十的錯誤，然後他就回答他說，本來是一尺十

萬噸，然後香港人就聽成四，然後他就跟他說，好啊那我再加一個貨櫃給你。然後，但

是他們還要傳真嘛，你口語的承諾可是你還是要傳真嘛，當他傳真的時候，傳真過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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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對方就回：『你不是說四萬嘛怎麼現在變十萬』。像這種得也會後來就被他們老闆罵，

然後他後來到我那邊來學中文，他們犯錯了就來學中文(0408A5)。」因為發音不正確犯

了錯，差點釀成糾紛，所以來學華語。 

為了避免失誤，合約的簽訂以英文進行。如國際商務合約，指一國法人或其他經濟

組織同另一國法人、經濟組織或個人之間為實現特定經濟目的，確定相互的權利義務關

係所達成的協議。國際商務合約具有涉外因素，合同當事人至少有一方是外國人，這是

國際商務合約最明顯的特徵，這一特徵使國際商務合同具有了特殊性。國際商務合約是

一種具有法律效力的檔，雙方就某一具體事務的權利義務協商一致達成書面檔，直接關

係到當事人的經濟利益，所以締約的雙方對合同的內容、語言的表達，詞語的使用都十

分關注。從總體上看，國際商務合同的語言屬於法律語言的範疇，這就決定了其語體和

語言結構的特點：準確、嚴謹、凝鍊、樸實、古體、行文規範。 

4.3.3商務文化課程需求 

除了語言技能需求外，商務文化課程也是需求重點。受訪者表示，其所需要的商務

文化，主要是「做生意的潛規則」(0404A2)。 

0404A2：還有一個，我們的問題就是說，這三個地方(中國、印尼、新加坡)，這個

地區的華人做生意的那種潛規則，或者是文化原則上不一樣。其實不是一

般的文，其實就是做生意，做生意的文化。 

0408A5：還有一些習慣可能可以加進來，文化上面的交流。 

朱黎航(2003)討論了商務華語的特點，並總結如下：1.商務華語是商務專業用語與

交際漢語緊密結合的專業漢語；2.做為一種跨文化經濟交際的載體，商務華語滲透了大

量的中國文化因素和文化知識；3.商務華語具有莊重文雅的語體風格。除了同樣具有交

際性的概念，朱黎航也提出了商務華語跨文化的概念。針對商務華語文體與一般華語不

同的部分做了說明；本研究晤談結果，亦呈現出對於商務文化的需求，商界人士較能體

認跨文化溝通的重要性。語言與文化不可分割，而商務華語更是處處體現文化的特色，

這也是商務華語教學中需要教授的重點。至於班級大學，有一對一，也有小班制(見下)。 

4.4商務華語教材 

受訪者因為找不到合適的商務華語教材，多個別教學，針對學習者需求，自行編寫

講義。0826A6 受訪者，強調無適合的教材、強調華語基本功建立，所以自行編纂，然

不論職業別、對象程度，所使用教材都一樣。至於三寶壟受訪者則不同，談及其上課方

式，第一次上課先聊天，聊學習者需求，第二次上課，就請學習者帶些所要學習的商務

專有名詞資料過來，比如自己公司的型錄、公司產品品名等實務性資料，受訪者再據此

翻譯成中文，以此作為上課的教材，達到即學即用的目的。 

0408A5：就聊啊就聊啊。因為我是上補習班不是學校，所以有各種不同的層次，

有醫生啦、商業、工業等，然後他們來，我覺得可能一般是跟針對他們需

要的，然後我來幫他們設計，然後就第一天來就跟他們講，我說你下次先

來第一節課不上課，我們先來聊你要什麼東西，然後完了以後，他需要的

我再針對他需要的我再來。 

0408A5：這個教材是案例，…，那我是覺得他有一個案例東西在這邊，可是問題

是說這個學生他能夠領悟多少，那如果沒有到中級以上的能力，對，那這

個是不是到到了某一個層次後，絕對，可能成功的不多，那他可能會到通

常或跟人家表達的時候不會，有時候沒辦法表達你你講什麼，嗯嗯，可能

我知道這個閱讀這些東西，但是我們有些情緒是我不知道他要講什麼，我

不能夠抓中他要講的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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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半都是案例加問題，就是 PBL那個問題導向，然後要不然就是案例必須加對話。

一個大的案例，裡頭各有實際可能的一兩種種情境，然後這個情境裡需要什麼樣的對話，

有好幾個對話就列出模組，以 abc組合；舉例說這個情境有出口，然後出口之前得談判，

所以我需要「問候+談判+出口」這樣的情境組合對話，這個就是模組教材的概念。受訪

者認為這樣的概念很好。但案例教學，對零起點學習者來說顯得困難，零起點學習者只

能以聆聽的方式瞭解案例，而無法透過閱讀。 

4.5商務華語教學 

教學對象包括現職為商務的人士，也包括尚未進入職場的學生。因為零起點學習者

眾，所以受訪者在課程開始，多放入一些生活華語的內容(0404A3、0408A5)，然後再著

重情境教學，實境對話操練；在教學法上，也是如同一般生活華語教學，由下而上地教

生字、句段落，然後到篇章教學(0408A5)。也是有以傳統教學教授商務華語者，如 0826A6

受訪者。 

0826A6：…房租怎麼說，租用權是什麼，這些都是有一種專業性的術語，他們要

的是這個，所以實際來說，到底學生要怎麼掌握到這個階段，實際上這個

是功底，你功底好，這些生詞沒事。 

0408A5：就比如說他要去談生意，你要談什麼生意，他如果說進口的，然後我就

會跟他講說，好那你進口的你要，我們現在從最基本的，就是說你好你好，

因為他是完全零起點開始的，然後到跟他要什麼東西，但當然他程度不可

能很快看的那麼多，然後我說你去找一個英文的或是，來我再告訴你這是

什麼東西，然後完了以後我再跟他講說那好，現在我當你的客戶，做實驗

你來跟我談，我們是會這樣的做。 

0408A5：大概有兩種，一種是華語老師， 他們在教學的時候，有一些學生他還沒

有進入職場，那我們有涵蓋進去，而且這些老師建立案例的方式做教材，

案例就是可能拿一些閱讀，借著閱讀來來介紹說我們的行業他們有什麼策

略，有什麼標準示範。另一種教材就是比較 

0408A5：那可是如果是用我們傳統的就是生字生詞會話這種打上來的，那對方講

什麼我完全能夠理解他，所以錯誤上不會很多，他會比較更順利，我覺得

我在培訓的是這樣的，那我一定會給他們先生字生詞一定要背，然後再來

做短句然後再來做一個直接的來對話，然後一…就是情境式的教學，把它

融入情境，對，我覺得這個他這個有時候他學生出去以後，回來跟我講說

ㄟ老師原來我聽得懂他講什麼，嗯嗯，原來我知道怎麼回答。 

商業華語因為結合了商務專業術語與正常交際兩大屬性，更有其自身的獨特性，不

僅語言風格特殊，更兼具了許多商務情境與傳統文化元素。楊東升等人(2008)認為商務

華語重點在於學習者交際能力上的培養。專業性屬於商務華語的本質，因此不能忽略商

務專業知識和專業詞彙在商務華語中的地位。然而從另一個角度，因為經濟生活深入社

會，在商務活動與一般生活的流動下，商務華語與通用華語的界線是開放的、模糊的，

從語體的角度來看，商務華語接近於正式的語體，因此在教學中應該納入口語的正式語

體，讓學習者學習得體的應對。張黎(2016)即認為商務華語的口語特點也十分明顯，主

要有獨白體商務華語口語的話語結構。 

專業華語中有許多特殊詞彙，詞彙教學即成為教學的重點，如陳麗宇、李欣欣(2012)

研究，以師培觀點出發，考察商務華語教材中之商務詞彙，並分析商務華語教材中的特

性；其研究顯示，一般商務華語詞彙對師培生而言不構成困擾，但涉及特定行業或專業

領域的語言及專業術語則不在此列。華語老師一般認為商務華語專業詞彙教學是一大難

題，華語老師無法通曉各專業華語的專業知識。本研究個案對於此，主要請學生提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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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學的商務華語專業詞彙及詞彙解釋，然後再據此資料轉換成華語文上課教材，然後進

行教學設計。 

李育娟(2011：31)商務華語需求調查認為，「多數學習者希望從商務華語課學習到的

是語言技能及語言知識，而不是商務專業工作內容。因此商務華語教材，仍需以語言溝

通及專業詞彙為編輯開發的重點。這點與目前以口語為中心出版的商務教材發展方向是

一致的。」語言溝通及專業詞彙確實為海外商務華語教學實務重點，但商務專業詞彙也

是商務專業工作內容的一部分；商務華語的教學應側重商務專業知識、語言溝通知識，

以及商務文化。 

4.6教學建議 

商務華語教學運用的教學方法和一般對外漢語教學方法大體相同，有時甚或只是課

文換成相關內容，教學仍然是以生詞、語法、句型操練為主，在強調針對性、客制化的

商務華語教學環境中，如此不甚體現商務華語本身的特點，也無法符合學習者的需求。

在商務華語教和學的過程中，涉及到一些和通用華語教及學的不同之處，比如說內容以

商務活動為華語學習內容為導向，掌握一些華人商務活動方面的知識、資訊，在整個過

程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引導外國學習者進行商務華語的教和學。 

將案例法引入教學活動，就是將課程相關情境所遭遇的問題，通過真實的案例呈現

出，設計適當的案例問題，提供使學生從不同的角度探討單一問題情境，使學生在學習

過程中體驗靈活應用知識解決問題的歷程。案例教學法通過商務華語案例貼近學習者的

真實生活，並引入教學過程當中，讓學習者置身於真實的商務情景，大大縮短了課堂教

學情景與實際工作、生活情景的差距，因此案例教學法來進行教學，對於提高商務華語

教師思考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會有很大的幫助。本研究晤談物件 A5

亦認為商務華語采情境教學，是必要的教學方式。 

商務華語具有較強的針對性、通用性和交際性，這在實踐上使得在進行商務華語教

學設計時不再把目標僅僅停留在基礎級或中高級以上的商務詞彙、術語、表達方式、交

際等方面的專業教學，而必須進行多層次的商務華語能力培訓。 

五、結語 

從語言功能和學習者需求的角度來看：零起點的商務華語始終是學生所需求的，我

們有必要重新評估零起點商務華語教學的實踐意義和理論價值。針對多元、個別化的商

務華語學習需求，沒有一本教材可以符應如此多元的需求，商務華語教師更需具備商務

華語課程與教材設計能力。同時商務華語教學在強調針對性、客制化的華語教學環境中，

教學趨向注重以問題為導向的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案例教學與詞彙教學，

如此才能體現專業華語本身的特點，以符合學習者的需求。本研究海外商務華語需求調

研結果如下： 

1.國外商務華語需求產業，多為國際貿易進出口業，以及傳統產業。 

2.需諳華語的職務為秘書、會計，以及行銷採購人員。 

3.商務華語技能需求主要以聽說為主，其次閱讀。 

4.商務華語教學具針對性、個別化、情境化與多元化。 

5.學習者多呈現工具型動機，強調即用即學。 

6.商務華語教師更需具備課程與教材設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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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dentify merging language acquisition patterns in speaking, 

reading, and listening modalities in a colleg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using progressive 

assessment data collected over four years to show program designers, teachers, and learners 

themselves how language acquisition takes place. 

Key Words: Proficiency, Learning Outcomes, Assessment 

Introduction 
The need to increase the capacity of American college graduates to achieve usable language 

proficiency levels (i.e., professional proficiency) to handle a variety of workplace and 

professional tasks in business, the legal professions, and diplomacy is urgent.
1 Proficiency- and 

outcome-base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have become the focus. In this framework, 

instructors are responsible for setting proficiency targets for language learners in each course and 

assessing their performance at the end of the school year. Proficiency-bas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foster smooth articulation across levels so that students can develop their proficiency in a 

continuum. 

However, one of the challenges with implementing proficiency- or outcome-bas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for Chinese is that no proficiency data are available in relation to time-on-task (time 

spent learning the language) in each language modality. Without this information, instructors can 

only rely on their experience or student achievement test scores showing how much content they 

have absorbed from course textbooks. But this textbook-reliant assessment creates a huge 

problem for students who transition from institution to institution or between programs (e.g., 

from high school to college or from a community college to a four-year college). The grades on 

student transcripts do not tell much about the students’ proficiency either. As a result, students 

with a high proficiency can be enrolled in beginning Chinese while some students placed in 

advanced Chinese may not be able to handle the work because their proficiency is too low. 

Therefore, one significant advantage of adopting a proficiency- and outcome-bas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approach to language teaching is that the assessment data would objectively indicate 

student performance. This information could be used by faculty to inform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curriculum in order to make necessary instructional adjustments and differentiate instruction 

for learners based on their need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dentify the emerging language acquisition patterns in the 

speaking, reading, and listening modalities in a colleg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using 

progressive assessment data collected over four years in order to show program designers, 

teachers, and the learners themselves how long language acquisition takes place. And therefore 

it’s better to match students to Chinese language courses based on their current proficiency. 

                                                      
1
 Se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2017 Report on America’s Languages: Investing in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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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 some preliminary findings about students’ proficiency 

outcomes in relation to instructional time needed, based on four categories outlined by the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as follow: To reach professional proficiency, full-time students in 

language training schools for military personnel or government officials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an instructor with 1-4 students in each class in Category I languages such as French and Spanish 

require 720 hours whereas in Category IV languages, the most difficult for English speakers to 

learn, namely Arabic, Chinese, and Korean, students require 2400-2760 hours.
2 Because of the 

difficulty of acquiring Category IV languages, American college language programs usually offer 

5 hours per week of beginning and intermediate Chinese, Arabic, and Japanese rather than the 3 

hours for Spanish or French. To maximize student learning opportunities, in addition to lecture 

classes, small group drill or practice sections are offered. Some programs even offer individual 

sessions for students to practice conversation one-on-one. Intensive language training programs 

such as the language schools at Middlebury College have adopted the same approach, making the 

Chinese, Japanese, and Arabic summer schools nine weeks long, two weeks longer than the 

French and Spanish programs. 

Language category divisions are useful for teachers and learners as well as program 

administrators to get a general sense of how long it would take an adult learner to achieve the 

advanced level for a difficult language such as Chinese. However, they do not provide detailed 

information in terms of the time required for the acquisition of each modality nor provide the 

time required to move from a lower level to a higher level. Therefore, this study examined this 

progression to see how much time is required for adult learners to develop each modality in 

speaking, reading, and listening.
3

 

The data showed three types of learners: Chinese heritage, non-Chinese with no heritage 

background, and non-Chinese students with heritage background. These three types represent 

students in college Chinese language courses. One common phenomenon in colleg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s is that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e in heritage speakers. Research on heritage 

learners and non-heritage learners indicate that they each face different kinds of challenges, but 

there are no data depicting how heritage learners develop proficiency over time. Thus,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proficiency performance of heritage learne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speaking, 

reading, and listening skills. Comparisons of learning differences and outcomes were also made 

for both heritage and non-heritage students as well as non-heritage students with a Chinese 

background and non-heritage students with no Chinese background. 

As the Inverted Pyramid of the ACTFL Proficiency Guidelines 2012 shows, much more time 

is required to achieve higher levels as learners move up the language proficiency ladder.
4 But 

there have been no studies to definitively show how long it takes for adult English-speaking 

learners of Mandarin Chinese to achieve each major proficiency level, from novice to 

intermediate and from intermediate to advanced. It would be extremely useful for instructional 

design to know exactly how long it takes average language learners to move through these levels. 

In college Chinese programs, it is common practice to send students to study abroad for a 

summer or semester. For liberal arts colleges, students usually go during their junior year (aka 

Junior Year Abroad). The semester study abroad program covers a semester’s coursework at its 

                                                      
2
 Retrieved on October 22, 2017 from https://www.languagetesting.com/how-long-does-it-take 

3
 Writing is not included in this study because when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only one WPT test was available, and 

no computer-based tests were available for this skill. 
4
 Retrieved on October 22, 2017 https://www.actfl.org/publications/guidelines-and-manuals/actfl- proficiency-

guideline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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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institution. In addition, many universities run summer abroad programs that adopt 

American educational pedagogy and have drawn many students each year, for example, Harvard 

Academy and Princeton in Beijing, Columbia in Beijing, and Duke in China. These programs are 

for intensive language studies with the goal of covering one academic year of material so that 

when students return to the US, they can move to a higher level. These schools not only accept 

students from their own institutions, but also students from other institutions. Such programs 

often offer courses from beginning to advanced levels. Although research on study abroad 

experience has focused on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the cultural environment’s impact on language 

acquisition, it is not clear as to the best time to send students to study abroad. Therefore, this 

study also focused on students at different levels before they reach their post-summer study 

abroad program proficiency, in hopes of finding the level students need to possess in order to 

benefit most from study abroad. 

Research Questions 
This study used the following research questions: 

1. How long does it take a novice learner to reach the intermediate level in each modality? 

2. How long does it take an intermediate learner to become an advanced learner in 

each modality? 

3. Do students reach different skill levels at the same speed? If different, how? 

4.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if any, between heritage Chinese speakers and non-

heritage speakers in achieving these benchmarks? 

5. At what proficiency levels do students make the greatest gains in summer study 

abroad programs? 

There are many advantages in knowing how long it takes students to reach various 

milestones along the acquisition path. It can help program administrators provide adequate 

resources, set parameters for outcomes, and establish expectations for program success with 

concomitant timelines. Such information would b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learners as they make 

plans to invest valuable time and energy in learning a language. Given their many other academic 

obligations and requirements, it would be reassuring for students if they were given reasonable 

learning expectations that could help them plan their educational path accordingly. 

An analysis of students’ progressive assessment data that looks into each of the modalities – 

speaking, listening, and reading – would also shed light on how to improve a program’s 

curriculum and better allocate instructional time. It would also help language programs determine 

the best times to send students on study abroad programs. 

Course Set-up and Students 
The language program in this study was located in a public institution in the US. Many held 

a part-time job and 89% were receiving financial aid. Many were the first generation to attend 

college. Most admitted students to the college had a combined SAT score of 1050 or higher 

(RW+M), and an ACT composite score of 22 or higher. 

Each year, Chinese language courses at all levels are offered, three hours per week, with 

enrollment ranging from 10 to 15 students. In addition to three hours of large group classes, 

students attend 1.5 hours of small group class per week and 1.5 hours of one-on-one tutoring per 

week. Therefore, these students were receiving six hours of instruction per week. Furthermore, 

they do one intensive summer study abroad for eight weeks. If the students are not abroad, 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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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required to attend a domestic summer program for eight weeks, four weeks of face-to-face 

time for six hours per day and four weeks of online learning for two hours per day. 

About 100 students’ proficiency data were analyzed in this study. The program has both 

heritage and non-heritage speakers. Heritage students are defined as those who speak Mandarin 

Chinese or a Chinese dialect at home and who may or may not have had any formal 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 in a school setting. Non-heritage students refer to those whose native 

language is other than Mandarin Chinese. Non-heritage students are further divided into those 

with prior Chinese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those who entered the program as complete novices. 

The prior Chinese language background for these students included 41% of a non-heritage (no 

background), 40% non-heritage background, 30%, and heritage background, 29%. 

Methodology 
The student proficiency scores of 120 students used for this study included those for 

speaking, listening, and reading. Data from Oral Proficiency Interviews, both OPIc (computer-

based interviews) and OPI (human interviewers),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students’ speaking 

skills. Reading and listening proficiency tests developed by the Center for Advanced Second 

Language Studies (CASALS) of University of Oregon (CAP test),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and American Councils (AC) were used to measure reading and listening. STAMP tests were 

used to measure speaking, reading, and listening skills. It is necessary to point out that even 

though the proficiency data were generated from different types of tests, the test results of 

proficiency levels all corresponded to ACTFL’s proficiency rating scales. 

The proficiency tests are conducted in August and January each year. Students with 

background take proficiency tests when they enter the program. The proficiency test results are 

recorded for each student, including the dates taken, proficiency test types, and scores. Students 

who did not take proficiency tests within a 12-month period were excluded from the statistics in 

this study. 

Again,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heritage (29 students), non-heritage with 

background (30 students), and non-heritage with no background (41 students). The program 

tabulated the number of months it took for each student to reach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levels 

for speaking, listening, and reading. Mean, median, and average scores for each modality were 

calculated. Scor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heritage and non-heritage students as well as non-

heritage students with background and non-heritage students with no background. 

Proficiency Data Analysis Results 

1. Overall Results Regardless of Language Background 

The goal of this study was to discern the average length of time required for 100 students to 

move from novice to intermediate levels and from intermediate to advanced levels in speaking, 

reading, and listening, regardless of their language backgrounds. Specifically, the number of 

months from beginning to intermediate and from intermediate to advanced in speaking, reading, 

and listening were calculated regardless of the students’ language learning background in order to 

obtain an overall picture of the learning outcomes for the program over the past four year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t took around 5 months for 100 students to reach intermediate level 

in speaking and 19 additional months to reach the advanced level in speaking. As for reading 

proficiency, it took students roughly 7 months to reach the intermediate level and 9-10 additional 

months to reach the advanced level. Finally, it took students 7-8 months to reach the intermediate 

level in listening and 12 additional months (mean is 15 months) to reach the advanced level. 

352



Table 1 presents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these areas.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All Modalities (m= months) 

Time Needed to Reach Intermediate Time Needed to Reach Advanced 

 Speaking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Listening 

Median 5 m 7 m 7.8 m 19 m 9.3 m 12 m 

Mean 5.7 m 8 m 7 m 18.9 m 10.6 m 12 m 

Standard 

Deviatio

n 

2.09 4.73 5.86 9.19 5.93 10.65 

N-size 22 students 48 students 34 students 43 students 53 students 43 students 

2. Results for Heritage Students vs. Non-Heritage Students 

One research question addressed the issue of whether or not heritage students are at an 

advantage in terms of improving their overall language proficiency compared to non-heritage 

students. In order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heritage students’ scores as well as the time spent for 

reaching each major level proficiency were compared to non-heritage students (no background 

and with background). 

3. Results for Heritage Students 

Nearly all heritage students (28 out of 29) entered the program with an intermediate level 

proficiency in speaking. This is a reasonable level because it shows that home usage or informal 

acquisition can keep their language at the intermediate level for everyday conversation needs. 

One student entered with a novice proficiency. The average time needed for heritage 

speakers to go from the intermediate level to the advanced level is 12.5 months and the median 

and mode are 8 months. 

Heritage students who entered the program with a novice reading proficiency were able to 

reach an intermediate level within an average of 6 months (median and mode: 7 months). It took 

these students an average of an additional 9.7 months (median: 8.5) to reach the advanced reading 

proficiency. 

Heritage learners overall had some listening skills at the intermediate level when they 

entered the program. Only four heritage students started out with a novice listening proficiency 

(all with Cantonese background), but all reached intermediate listening within 6 to 7 months, 

which was much faster than the non-heritage students. Furthermore, the students spent an average 

of an additional 9 months (median: 8) reaching advanced levels. 

4. Results for Non-heritage Students With Background 

The study also examined the data on non-heritage students with prior and no background in 

their proficiency development. Thirty students were non-heritage with prior learning background. 

Most background students started out with an intermediate speaking proficiency (only 6 

started out with novice speaking). These students spent an average of 6 months (median and 

mode: 5) to reach the intermediate level. It took an average of an additional 17 months to reach 

the advanced level in speaking. 

As for reading proficiency, it is common that non-heritage students with background are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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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ovice level in reading. And it took these students an average of 7 months to reach the 

intermediate level proficiency (median: 6 months). Afterwards, these students spent an additional 

11 to 12 months to reach the advanced level in reading. 

Non-heritage students with background do not enter the program with strong listening skills. 

Eleven students started out at the novice level in listening. It took them an average of 7 months 

(median: 5 months) to reach the intermediate level in listening. Afterwards, these students took an 

average of an additional 10.5 months to reach the advanced level in listening. 

5. Results for Non-heritage Students With No Background 

Forty students started out as complete beginners. They took approximately 5 months to 

reach the intermediate level in speaking. Afterwards, these students took an average of an 

additional 18 months to reach the advanced level in speaking. Background students do not have 

advantages over the students with no background to develop speaking skills. For background and 

no- background students, it took about the same time to develop speaking proficiency from the 

intermediate to the advanced level. 

As for reading, it took absolute beginners an average of 8 months to reach the intermediate 

level (median: 7 months). Afterwards, these students spent an additional 10 months reaching the 

advanced level in reading (median: 9 months). In reading, the non-heritage students with 

background did not have advantages over the non-heritage with no background because it took 

the former approximately the same amount of time to develop proficiency in reading from novice 

to intermediate and from intermediate to advanced. 

It took non-heritage with no background students an average of 8 months to reach the 

intermediate level in listening (median: 7 months). Afterwards, these beginning students took an 

additional 18 months to reach the advanced level in listening (median: 15 months). Listening is 

an interesting case. Unlike reading, non-heritage students with background show some 

advantages over non-heritage with no background students: it took approximately 6 months more 

for no background students to reach the advanced level in listening than the background students. 

This suggests that a longer exposure to the target language is a factor in developing listening 

skills. They remained at the intermediate level longer. 

Comparison of Three Groups: Heritage, Non-heritage With 

Background, Non-heritage With No Background 
Almost all the heritage students (N=29) came to the program with intermediate level 

proficiency in speaking. Overall, there was not a big difference in speaking proficiency between 

non-heritage speakers with prior Chinese learning background (N=30) and those who started off 

as complete beginners (N=41). While students with background did start with a slight advantage 

in speaking proficiency, after completing two years of study, both background and non-

background students had similar proficiency levels. 

The heritage students’ stronger speaking ability did not give them an advantage over non- 

heritage students when it came to improving their reading skills. Also, there was not much 

difference between non-heritage students with and without background in developing reading 

proficiency. 

Heritage students appeared to have an advantage in developing listening skills, as they 

reached the advanced level in half the time of non-heritage students without background.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the non-heritage students with background took much less time than non-

heritage with no background to improve their listening from intermediate to advanced.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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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ht be due to the longer time exposure to the target language, as stated previously. 

Overall, it took the longest time for non-heritage students with no background to increase 

their speaking proficiency from the intermediate to advanced level. It took almost triple the time 

for these non-heritage students to increase their speaking proficiency from novice level to the 

intermediate level – the longest time required among all the groups to increase proficiency in any 

modality. Reading, to our surprise, took less time than speaking. But developing reading skills 

from intermediate to the advanced level took longer than from novice to intermediate. Similarly, 

listening skills also took longer to develop from the intermediate to advanced level. Listening 

skills seem much more difficult to develop from the intermediate to the advanced level than from 

novice to intermediate. This shows that more listening instruction is required at the intermediate 

level. Table 2 presents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time needed and set of language skills. 

Table 2 

Time Needed to Achieve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Proficiency in Speaking, Reading, and 

Listening 

Time Needed to Reach Intermediate Time Needed to Reach Advanced 

 Speaking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Listening 

Heritage 0 

(n=0) 

6 m 

(n=10) 

6 m 

(n=3) 

12.5 m 

(n=12) 

9.7 m 

(n=14) 

9 m 

(n=12) 

Non-H 

With B 

6 m 

(n=6) 

7 m 

(n=10) 

6 m 

(n=9) 

17 m 

(n=11) 

11 m 

(n=18) 

10.5 m 

(n=12) 

Non-H 

W/No B 

6 m 

(n=11) 

8 m 

(n=26) 

6 m 

(n=18) 

18 m 

(n=12) 

10 m 

(n=17) 

18 m 

(n=14) 

Study Abroad Proficiency Results 
The study examined 100 college students’ study abroad time and their outcomes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best time to send students to summer abroad programs. To do this, the students’ 

pre- and post-summer program scores were compared, i.e., reading and listening proficiency as 

well as speaking test scores, to see which proficiency-level students had the most linguistic gain. 

Forty-one of the students studied abroad after they had reached the intermediate-mid level in 

speaking. By the end of their time abroad, roughly half of these students had improved their 

speaking by one sub-level while the other half showed no improvement. Half of the students 

improved their reading by two sublevels while the other half improved by one. In terms of 

listening, most students improved by one sublevel. 

Twenty-four students studied abroad after they had reached intermediate-high in speaking. 

By the end of the summer abroad program, most of these students’ speaking had improved by one 

sublevel (meaning that they had reached advanced-low). Many students were also able to 

improve their reading and listening by one sublevel. 

Three students studied abroad after they had only reached advanced-low in speaking. Of 

these three students, students improved by an average of one sublevel in speaking but did not 

improve much in reading and listening. 

Eight students studied abroad after they had reached advanced-mid speaking proficiency. 

These students did not improve much in speaking or listening but improved by one sublevel in 

reading. 

Overall, once students reached the intermediate level in speaking (regardless of sub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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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speaking, reading, and listening improved by at least one sublevel after completing a 

summer study abroad program. Students who studied abroad at the advanced level in speaking 

(regardless of sublevel) had a harder time improving their speaking, reading and listening to a 

higher sublevel. 

According to the available data, students who had reached intermediate-high prior to 

studying abroad benefitted the most from attending study abroad programs. By the end of the 

summer program, these students had obtained advanced language proficiency. Those who studied 

abroad with an intermediate-mid level of speaking proficiency had a harder time improving their 

speaking proficiency; however, they typically improved reading by 1 to 2 sub-levels and one 

listening sub-level. Intermediate speakers of all levels (low, mid, high) typically improved their 

proficiency at a faster rate, while advanced speakers showed less improvement. This might be 

because it takes longer to improve language proficiency upon reaching the advanced level. Table 

3 shows the students’ proficiency level improvements after completing a summer study-abroad 

program. 

Table 3 

Student Proficiency Improvement After Summer Study Abroad 

Summer Abroad Language Improvement 

 Speaking 

Improveme

nt 

Reading 

Improveme

nt 

Listening 

Improveme

nt 

Post- Summer 

Proficiency 

Level 

Began with Novice-High speaking (n=2) 

Mean +2.5 sublevels +4 sublevels N/A Intermediate 

  Median  +2.5 sublevels +4 sublevels N/A Intermediate 

Began with Intermediate-Low speaking (n=4) 

Mean +1.3333 sublevels +2 sublevels +1 sublevel Intermediate 

  Median  +1 sublevel +2 sublevels +1 sublevel Intermediate 

Began with Intermediate-Mid speaking (n=41) 

Mean +0.56666 sublevels +1.5 sublevels +0.8 sublevels Intermediate 

  Median  +0 sublevels +1.5 sublevels +1 sublevels Intermediate 

Began with Intermediate-High speaking (n=24) 

Mean +1 sublevels +0.77 sublevels +0.77 sublevels Advanced 

  Median  +1 sublevels +0 sublevels +1 sublevels Advanced 

Began with Advanced-Low speaking (n=3) 

Mean +1 sublevels -0.333 sublevels +0 sublevels Advanced 

  Median  +1 sublevels +0 sublevels +0 sublevels Advanced 
 

 

Began with Advanced-Mid speaking (n=8) 

Mean +0.333 sublevels +0.857 sublevels -0.125 sublevels Advanced 

Median +0 sublevels +1 sublevels +0 sublevels Adv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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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Implications 
Although the sample sizes in this study were small, i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there is a 

rather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heritage speakers and non-heritage speakers in terms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most notably in speaking and listening skills. Heritage speakers typically 

enter the program with higher speaking and listening proficiency and tend to improve in speaking 

and listening proficiency at a faster rate than non-heritage speakers. However,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lso suggest that there is not a large difference in reading proficiency between heritage and 

non-heritage speakers. As for non-heritage students, while more students with background started 

out with a higher speaking or listening proficiency than non-background students, the non-

background students were able to eventually catch up to the background students. The weakest 

area for non-background students was listening. 

Given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proficiency analyses, offering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for 

heritage and non-heritage students is likely to be effective. Heritage speakers would benefit by 

focusing on literacy development at the beginning level. The results also suggest that more 

instruction in listening skill-building for non-heritage students without any prior Chinese 

language study is needed in order to move them from the intermediate to the advanced level more 

efficiently. 

Students develop speaking at the beginning stage faster than other skills. Using speaking to 

boost students’ confidence in Chinese at this stage would be a good strategy. Since it takes less 

time to develop proficiency in speaking from novice to intermediate levels, instructors could 

adjust their curriculum accordingly by allocating more time for development of speaking skills 

from intermediate to advanced since college students generally only have four years to study the 

language. To reach the advanced level, many factors that do not seem to be important at lower 

levels play important roles for advanced-level speaking performance, for example, acquiring 

knowledge about China and Chinese culture as well as training in formal language usage. 

Thirdly, the higher the proficiency level, the more accuracy is required. Therefore, learners 

must be aware of their patterned errors. Teachers should use explicit instruction to help students 

notice their shortcomings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m. 

Reading in Chinese seems very difficult at the beginning and for nearly a year learners do 

not show signs of improvement in reading skills. However,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eachers can 

skip teaching reading at the beginning level and only focus on teaching speaking. The foundation 

work still needs to be carefully laid so that students can gradually make measureable progress. 

After students overcome the hurdles of building a repertoire of commonly used characters 

and vocabulary, reading skills would eventually improve, and as our data show, it actually 

requires less time to reach the advanced level than developing speaking skills. 

Character frequency studies of Chinese print materials provide critical information for 

literacy development. Fluent readers need to know the 3000 most commonly used characters. 

Knowing 1000 characters means that for every 100, there will be 10 unknown characters; 

knowing 2000 commonly used characters, the unknown characters will be reduced to 5 or less. In 

other words, before someone knows 1000 characters, he or she does not possess any reading 

skills. From the pedagogical point of view, this means students need to accumulate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characters as soon as possible through a well-designed literacy curriculum from 

beginning level. 

Another important factor in developing literacy is in developing a knowledge of the written 

style of Chinese or Shumianyu (book language) with a written style vocabulary and sen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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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s for composing in Chinese. The use of Shumianyu appears everywhere, from 

advertisements and signs to simple descriptions, all of which should be designated at the novice 

level. However, without Shumianyu knowledge, students will not be able to decipher Chinese text. 

Shumianyu instruction has not received attention by instructors because many students do not 

make it to advanced Chinese. Without an adequate curriculum design for learning Shumianyu, 

students will not be able to develop literacy skills effectively. 

Regarding listening, it is clear that achieving a high level of this skill entails time and 

exposure to the target language. Therefore, the instructor must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listen to authentic materials. Shumianyu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for 

Chinese because it is used in public announcements, commercials, children’s stories, etc. 

Therefore, listening skills also take a long time to develop. One of the criteria for listening is a 

learner’s skills in understanding Shumianyu. To this end, reading helps listening and vice versa. 

Teachers should start using authentic Chinese materials when students are at the beginning level. 

Another important factor for developing listening skills is in training students to listen to 

Chinese spoken with a Mandarin accent. China is a massive country of Mandarin being spoken 

with a variety of accents. At the advanced level, learners must understand Mandarin in standard 

pronunciation as well as that spoken by people with regional accents. 

Our analysis of the data suggests that students at the intermediate-high level benefit the most 

from summer study abroad and have the largest proficiency gains. The study results also confirm 

that it would not be very beneficial to allow students to study abroad in the summer immediately 

after achieving the intermediate-mid level in speaking. The post-summer results showed that 

students were not able to achieve as much proficiency growth as they would have had they gone 

abroad when their proficiency levels were at a solid intermediate-mid or higher level. 

Finally, it is important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proficiency testing opportunities. Currently, 

the cost of proficiency assessment is very high. Having reliable and affordable assessment tools is 

very important to promote proficiency-bas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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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補語「起來」是華語中應用廣泛的詞語。因為其使用頻率較高，大多數華語詞典或者

是華語教材都將此詞的意義和用法記錄下來。然而，因為其語義類型複雜，句法形式多

變，補語「起來」的用法對於第二語言學習者而言，是學習華語的重點和難點之一。 

問題是，在所見的華語詞典中，各家對補語「起來」的搭配情形卻有不同的解釋，例

如：「X+起來」之中 X的詞類，在《教育部國語重編辭典修訂版》中，是動詞。但若翻看

《現代漢語八百詞》或是《現代漢語大詞典》，X 也可以是形容詞。這種情況令人感到困

擾。 

歷年來，學術界關於補語「起來」的相關研究不少。多半注重在動詞後補語「起來」

的語法與意義分析，反而對「形容詞+起來」只有籠統地解釋為表示一種狀態開始發展，

程度繼續加深（房玉清，1992；劉月華，2001）。這樣的解釋不夠清楚說明「形容詞+起

來」的用法，也無法回答「什麽樣的形容詞可以搭配「起來」？什麽時候用「形容詞+起

來」？此結構跟其他詞語的搭配情況如何？」等。這些也成為本文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 

故本文以「中央研究院漢語平衡語料庫」為研究範圍，進一步去蒐集與「起來」搭配

的形容詞。從中進行梳理，總結形容詞搭配「起來」的語義和用法。語料分析結果顯示，

「形容詞+起來」不但廣泛使用，其結構還可以跟「不」，「了」搭配。然而，由於「不」，

「了」的影響，「形容詞+起來」在不同句法當中，其表達意義都有差異。本研究也發現，

形容詞須有「非定量、可控性」的語義特徵才能進入此結構。 

關鍵詞：形容詞，起來，語義特徵，語料庫 

一、前言 

補語「起來」的用法是華語教學的重點之一。在漢語詞典或是教科書裡都找得到。但

各家對「X+起來」之中 X 的詞類有著不同的看法。在《教育部國語重編辭典修訂版》

中，X 是動詞。但根據《現代漢語八百詞》或是《現代漢語大詞典》的記載，X 也可以是

形容詞。這種情形讓人感到困擾。 

另外，前人有關「形容詞+起來」的探討還不夠深入和詳細。大多數只有籠統地解釋

為表示一種狀態開始發展，程度繼續加深（房玉清，1992；劉月華，2001）。究竟「形容

詞+起來」的句法結構有哪些？其句法語義功能是什麽？哪些形容詞能進入此結構？這些

是筆者想要解決的問題。 

依據上述研究問題，本文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描述「形容詞+起來」的句法結構； 

(二)、分析「形容詞+起來」的句法語義功能； 

(三)、找出「形容詞+起來」結構在形容詞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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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獻探討 

筆者想要探討「形容詞 + 起來」的用法。在討論之前，要給形容詞做界定。本小節主

要討論兩部分：語法學家對形容詞的看法、提出本文對形容詞的定義，再回顧現行的辭

典、教科書與各家學者對「形容詞+起來」的討論、並從前人文獻梳理出此結構的句法形

式、語義功能及「形容詞+起來」在形容詞上的限制。 

2.1 本文對形容詞的界定 

漢語形容詞是一個有爭議的詞類。對於形容詞的詞類地位，語法學家的觀點不一：將

形容詞當成動詞的一次類有趙元任（1968）、鄧守信（2012）；認為形容詞是個獨立的詞類

有呂叔湘（1942）、朱德熙（1956）、劉月華（2001）、張斌（2010）等語法學家。 

語法學家在給詞分類的時候都有自己的考量。就語言本體研究而言，筆者認為把形容

詞當做獨立的詞類比較適當，其原因有兩個方面。其一，人類用語言對物質世界和內心世

界分為事物、動作與性質。那麼也可以把描述世界的實詞分為三大類：名詞，動詞，形容

詞。其二，儘管動詞與形容詞都是謂詞，互相間有時發生糾葛，我們仍可以根據語法功

能，把兩者區分開來。宋亞雲、張蓉（2012）曾經提出，鑒別現代漢語形容詞要考慮到四

個方面：是否能夠作定語，是否能夠作謂語（作謂語時不帶賓語），是否能夠受程度副詞

修飾，是否能夠用於比較句。這也是本文選取語料的原則。 

朱德熙（1956）將形容詞分為簡單形式（即性質形容詞：大，紅，多，快，好，乾

淨，大方，糊塗）和複雜形式（即狀態形容詞：熱乎乎，綠油油，冰涼，鮮紅）兩類。這

種分類有語義上的依據（性質形容詞表示事物的性質1，狀態形容詞表示事物的狀態）。因

而早已廣泛使用。本文在借鑒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給形容詞分為兩類：性質形容詞和

狀態形容詞。其中，性質形容詞表事物的性質，狀態形容詞描述性質在某個特定的程度

上，比如：「貴」是性質形容詞，「昂貴」是狀態形容詞。 

2.2 辭典、教科書對「形容詞 + 起來」的說明與相關的研究 

2.2.1 線上詞典對「形容詞 + 起來」的說明 

表 1 

線上辭典 意義 例子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

典修訂版 

置於動詞詞尾，表示開始

發生或興起2。 

鳳姐又在一旁幫說「過日他還來拜老祖

宗」等語，說的賈母喜悅起來。 

百度百科3 表示情況開始並且遞進。 天氣漸漸冷起來。 

 

2.2.2 紙本辭典對「形容詞 + 起來」的說明： 

 

                                                           
1
筆者認為描述人的心理、感覺、性格... 的詞語是形容詞，即心理形容詞。然而將心理形容詞當做性質形容

詞的一次類，比如：認真，寂寞，緊張，愉快，開朗，輕鬆... 
2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版所寫為「置於動詞詞尾，表示開始發生或興起」。但在本文對形容詞的界定

下，例子裡面的「喜悅」是形容詞，所以也列入表中。網址：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

bin/cbdic/gsweb.cgi?ccd=OskkA5&o=e0&sec=sec1&op=v&view=0-1，載取時間： 2017 年 1 月 1 日。 
3
百度百科網址：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B7%E6%9D%A5/47125，載取時間：2017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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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紙本辭典 意義 例子 

現代漢語大詞典

（2009:989） 

表情況開始並且遞進。 天氣漸漸冷起來。 

現代漢語常用詞用法詞典

（2010:933） 

表示一種狀態的開始。 一開學，大家都忙了起來。 

2.3 語法專書對「形容詞 + 起來」的說明： 

表 3 

書名 意義 例子 

實用漢語語法 

(2001: 566） 

表示新的狀態開始。 （1）他平時很節儉，今天怎麼大方起

來了？ 

（2）周圍的同學這麼關心愛護他，使

他逐漸活潑開朗起來。 

現代漢語八百詞
(2015 : 442) 

表示一種狀態在開始發

展，程度在繼續加深。 

他的身體正一天天好起來。 

 

2.4 「形容詞 + 起來」結構的相關研究 

近年來，「形容詞  + 起來」的相關學術研究有不少的成果。下文主要探討房玉清

（2001），邢福義（2004），張亞明、趙艷（2007），封帆（2010），林正軍、王克非

（2012），馬琦敏（2012）的說法。 

2.4.1 「形容詞 + 起來」的句法結構 

房玉清（2001：309-313）對「起來」的變換形式做了一個全面的考察。其中，「起

來」與形容詞結合時，共有四種句式：形容詞+起來、形容詞+起來+了、形容詞+了+起

來、形容詞+不+起來。然而，因為「起來」出現在不同的語法位置，這幾個句式之間在語

義上有一定的差別：「形容詞 + 起來」表示狀態開始出現或發展；「形容詞 + 起來+了」表

新狀態出現或發展，並且還在持續下去；「形容詞 + 了+起來」也用來描述新狀態的出現，

但這個狀態可能已經結束，也可能在延續；「形容詞 + 得/不+起來」表示主題有沒有能力

實現動作的某一種結果。作者指出那些句式在語義上有差別，但其論述還不夠深入。再

者，造成此差別的原因究竟是什麽？筆者認為，透過分析「了」和「不」的句法功能和語

義功能，我們可以解決這兩個問題，找出一個更清楚的解釋。 

2.4.2 「形容詞 + 起來」的語義功能 

林正軍、王克非（2012）按照「起來」在實際中不同的句法功能和語義差別，概括出

含有「起來」的各種句法構式及研究其句法語義功能。他們指出在「主語+謂語（非位移

類動詞或形容詞）+補語（起來）」句式中，「 起來」原本的「位移義」被謂詞（動詞或形

容詞）所表達的語義壓制。此時「起來」表示動作或狀態的起始、發展或結果。 

馬琦敏（2012）用意象圖式、隱喻、轉喻等三種認知模式來解釋「X（動詞或形容

詞）+ 起來」的語義擴展理據。首先，補語「起來」由趨向動詞「起來」虛化而來。「起

來」表示方向，所以「動詞+起來」自然也表示「方向義」。再來，若 X 是動詞，在被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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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範疇投射到了時間範疇後，因為「起來」原本表示移動，所以「動詞+起來」有「起

始義」；若 X 是形容詞，該結構又被從時間概念引申到心理空間的概念中，此時「形容詞

+起來」表示開始一種新的狀態。接著，若意象圖式突顯的是目標，淡化出發點，「X+起

來」則表示「完成義」。最後，換另外一種隱喻，從空間範疇投射到言語行為範疇。在空

間範疇表示開始的意象圖式在被投射到言語行為範疇後，其意義也改變了，表示一個新話

題的開始。「動詞+起來」因而有「評估義」。「X+起來」表示哪個義項，受到謂詞與語境

的影響。根據作者的統計結果，「X+起來」表示「開始義」的例句佔總數 60%。 

以上得知，「形容詞+起來」早已用來表示狀態的開始。其語義擴展途徑可以用意象圖

式、隱喻與轉喻三種模式來解釋。但是在真實語料裏，這「開始義」是怎麼體現的？為何

要用「形容詞+起來」而不用其他表達方式（比如「開始+形容詞」）？這也是本文想要了

解的地方。馬琦敏說語境對「X+起來」所表示的意義影響很大。那麼我們可以透過分析

語料、了解語境去找答案。 

2.4.3 「形容詞+ 起來」在形容詞上的限制 

邢福義（2004：87）在談形容詞進入動態化模式時，已以「X + 起來」為例，探討形

容詞的入位條件。為何能說一個人「壯大起來」而不能說一個人「偉大起來」？這是作者

的疑問。他的答案是，形容詞要具有「有級差、可加強」的語義特徵才能進入「X+ 起

來」。這兩個語義特徵，「壯大」有，但「偉大」沒有，所以不能講。再者，不管是積極義

或是消極義，只要那個形容詞在語義上具有那兩個特徵就能說「X + 起來」，比如：清楚

起來-糊塗起來、認真起來-馬虎起來、謙虛起來-傲慢起來。本文從作者的結論中得到很大

的啓發。什麽是「 有級差、可加強」？為何「壯大」有，「偉大」卻沒有？只要找到這兩

個問題，再從形容詞本身的語義特徵思考，我們也許可以解開這個難題。 

張亞明、趙艷（2007）討論了「形容詞+ 起來」的漸變義和突變義（既性質變化的起

始義和性質變化的逐步展開義）的產生機制。兩位認為這兩種意義能產生與否，取決於形

容詞自身的量度特點。性質形容詞因為沒有固定的量，容易發生變化，所以能與「起來」

組合。但事實並非如此。比如「壯大」與「偉大」，兩個都是性質形容詞。為何我們可以

說「壯大起來」，卻不會說「偉大起來」？是否跟性質形容詞的特徵有關？ 

封帆（2010）分析「起來」分別在動詞、形容詞、名詞以及擬聲詞後的情況。研究結

果指出「起來」用在形容詞後表示句子開始取得某種性質或進入某種狀態。作者也發現，

在正向和負向的形容詞之間，「 起來」通常與正向性質形容詞結合，如「大、高、亮、聰

明、熱鬧」等。由於「 起來」原本表示從下往上的移動，因此我們一般也覺得「 起來」

會跟正向形容詞結合。但是此結論與邢福義提出的想法剛好相反（上文已經提過，邢福義

認為正向形容詞與負向形容詞都可以跟「 起來」結合）。 

總之，目前辭典、教科書的記載與各位學者對「形容詞+ 起來」的說明多從三方面來

陳述：1.可以跟「不」、「了」同現，構成四類句式，2.表示新狀態的開始，3.形容詞的入

位條件是具有「正向、表性質」或「有級差、可加強」的語義特徵。借鑒於前人的研究成

果與啓發，本文將進一步探討「形容詞+ 起來」在實際生活中使用的情況，找出此結構在

不同句法形式上的語義相異，及其在形容詞上的限制。 

三、研究方法與步驟 

3.1 研究方法 

362



語料庫和語料庫分析方法為語言本體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對華語老師而言，

語料庫提供更多真實例子，使上課內容更貼近現實生活情境。鑒於此，本文採用語料庫分

析方法，以「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4為語料基準，探討「形容詞+起來」的用法。 

3.2 研究步驟 

一、 本文以中研院所建構的「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為研究範圍，以「起來」為

搜尋關鍵詞，共有 2731 筆資料。 

二、進行人工檢查，過濾不符合「形容詞 + 起來」結構的資料。最後得到了 119筆資

料。 

四、 討論分析 

語料蒐集結果顯示，「形容詞+起來」在句中可以做謂語與補語。例如： 

（1）身體精神好轉，臉也豐滿起來。 

（2）但在名古屋前進入中央汽車道，前行不遠，空氣就清涼起來。 

（3）有時骯髒的東西經過描寫之後反而變得漂亮起來。 

（4）莫非這些年連鰣魚也變得精明起來，直接在大海裡生兒育女，不再呆呆地游到

長江裡來產卵了麼？ 

以上，在句（1）、句（2）中，「形容詞+起來」做謂語；在句（3）、句（4）中，「形

容詞+起來」做補語。因為「形容詞+起來」在句子主要做謂語，因此本文主要分析在句中

做謂語的「形容詞+起來」所在的句式（本文之探討陳述句，祈使句不在研究範圍內）。 

4.1 「形容詞+起來」的句法結構 

「形容詞+起來」充當句子謂語時，可以與「不」，「了」搭配。「形容詞+起來」主要

有以下四類句式： 

a. 形容詞+起來 

（5） 那我覺得戴了是舒服，但不曉得為什麼又整個眼睛都紅起來。 

（6）而當商業真正繁榮起來後，臨時裝卸用的倉儲因地價上漲而被迫外遷。 

b. 形容詞+不+起來 

（7）而自己的病卻須忍受如此的折磨，半點都浪漫不起來。 

（8）怪不得我這一輩子總是發達不起來，原來是身邊有這麼一個剋星。 

c. 形容詞+了+起來 

（9）有了這些隊形，使整個舞活潑了起來。 

（10）忽然為之一改，山上堆滿厚厚的積雪，雪花也突然肥大了起來，禁不起地心的

引力，往下墜落。 

d. 形容詞+起來+了 

（11）蔡振南變成另一個人，不再沮喪，變得有自信，人也胖起來了。 

（12）想起天地的偉大，不知不覺的，心情就開朗起來了。 

                                                           
4
 「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 簡稱「中研院平衡語料庫」（Sinica Corpus），是專門針對語言分析而設計的

語料庫，蒐集現代漢語分配在不同的主題和語式上。資料收錄時間從 1981 年至 2007 年。語料庫網址：

http://asbc.iis.sinica.edu.tw/，載取時間 2017 年 1 月到 2017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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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形容詞+起來」的句法語義功能： 

在「形容詞+起來」與「不」，「了」搭配使用時，由於「不」，「了」的影響，每個句

式的語義功能都有差異。下文就每個句式展開討論。文中的動態助詞「了」，標為「了

1」，語氣助詞「了」，標為「了 2」。然而，因為句式 a與 b在語義上的差別由「不」之影

響而來，本文先討論 a，從分析 a的結果去了解 b的表達意義。再者，由於句式 c與句式 d

佷相似（只有「了」的位置不同）。爲了釐清兩者之間的差異，本文就採用對比的方式，

將兩個句式一起討論。 

a. 形容詞+起來 

「起來」用在形容詞後表示新狀態的開始。其主要功能是描寫人物或環境從已有的狀

態進入一種新的狀態。 

（13）她咯咯兒的笑著，使得我鬱悶的心情也漸漸地明亮起來。 

（14）那我覺得戴了是舒服，但不曉得為什麼又整個眼睛都紅起來。 

在句（13）中，「我」原本在鬱悶的心情，現在因為「她」的微笑而有所改變，心情

變得「明亮」了。也就是說，主語從「不開心」的狀態進入了「開心」的狀態。前後兩個

狀態在轉換的過程中存在著一個轉折點。若設狀態 1為 T1，狀態 2為 T2，我們就可以把

轉換的過程圖示如下： 

                                                     T1         T2          

 

                                                           T 

此時「起來」成為時間線上的標記 T。就在這個時間點，狀態 1結束，狀態 2開始。

然而狀態 2出現後，其程度也可以隨著時間的移動而繼續加深。 

又如句（14），「眼睛都紅起來」，就語境上看，這事件有可能是：一個人戴了隱形眼

鏡，剛戴上的時候，覺得很舒服的。但過了一會，又覺得不舒服，眼睛也開始紅了。眼睛

從「不紅」到「紅」，此過程是：眼睛不舒服開始紅有點紅紅紅紅很紅。「紅起

來」強調「紅」的出現。若與「眼睛變紅」作對比，其表達意義顯得更明顯。兩句同樣用

來描述「眼睛紅」這個現實。但「變紅」著重於「戴眼鏡」的結果，既「眼睛紅」，不涉

及到後面的發展。「紅起來」主要突出「眼睛紅」的開始點，並且「紅」的狀態出現后，

還可以繼續加深，眼睛會越來越紅。 

由此可見，「形容詞+起來」表示狀態開始，描述事物從一種狀態開始發展到另一種狀

態，具有凸出開始點的語義特徵。只要形容詞所表示的性質，經過變化後可以進入新狀

態，該形容詞可以跟「起來」結合： 

（15）以前幾次與蛇打交道的情景，也在眼前漸漸清晰起來。 

（16）備嘗困苦的小女孩，也由於童年遭遇不佳而心靈敏銳起來。 

（17）我好希望表弟身體趕快健康起來，把病魔趕走，使外婆家恢復以前的熱鬧氣

氛。 

（18）因他小時候多病荏弱，就學在外住校，身體反而健壯起來，也少生病，母親

說：「這種小孩在家裡是長不大的，讓他去無所謂啦！」。 

b. 形容詞+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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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討論過「形容詞+起來」的表達意義。從語料分析得知其結構表示開始體。現

在進行討論「形容詞+不+起來」。 

（19）牠們的汙染量是全省人口的３、４倍，難怪河川乾淨不起來。 

（20）是我很會吃，我每餐都吃好多，食量好大，那我就是胖不起來。 

在句（19），說話者想要傳達的訊息是「河川污染太嚴重，沒辦法使它變得乾淨」。這

句子提到兩個狀態：現在的狀態（狀態 1）-「污染」，理想的狀態（狀態 2）-「乾淨」。人

們希望河川乾淨。但是因為污染量太多，沒辦法把垃圾等污染物收拾好，所以達不到目

標，進不去「乾淨」的狀態。在句子裡，「不」的否定範圍是「不」後面的全部詞語。在

此，「不」的否定對象是「起來」。上文已討論過「形容詞+起來」具有表示狀態開始的功

能。那麼「不」的否定對象就是新狀態的開始。然而，新狀態之所以沒出現，是因為沒達

到可以稱為「乾淨」的標準。從哲學上看，事物總是從量變發展到質變，然後又開始新的

量變。若達不到要求的「量」，「質」也不變。可說「形容詞+不+起來」的表達意義是：某

個事物因為達不到一個標準-「量」還不夠，所以進不去新的狀態-「質」沒辦法變。又如

句（20），說話者雖然很努力吃東西，卻體重沒上升。此時的「胖不起來」表示，「我」的

體重沒有增加，一直停留在「瘦」的狀況，「胖」不了。 

c. 「形容詞+了+起來」與「形容詞+起來+了」 

（21）甚至，一些簡單的交往，挨到臨頭，竟也變得錯綜複雜了起來。 

（22）想起天地的偉大，不知不覺的，心情就開朗起來了。 

這兩個句子的結構相似，想要了解兩者之間的差異，我們可以從結構，語音去探討。 

首先，從句法結構上看，以兩句中的「形容詞+起來」結構為探討對象，我們有：  

複雜了起來 

開朗起來了 

若按照劉月華（2001：362）對「了 1」、「了 2」的分法，我們有：「複雜了起來」的

「了」是「了 1」，表示狀態的出現，即「複雜」的開始。「開朗起來了」的「了」，其位

置在形容詞之後，也在複句裏第二分句的句末，「了」可以是「了 1」，也可以看成「了

2」：若「了」是「了 1」，表狀態「開朗」的開始；若「了」是「了 2」，具有肯定事態出

現了變化的作用-由「不開朗」到「開朗」，或說話者對此變化表示肯定的語氣（此刻，我

心情真的很開朗）。「了」與兩個結構的結合情形如表 4。 

表 4 

「了」 複雜了起來 開朗起來了 

了 1   

了 2   

因此，從句法結構上看，「形容詞+了+起來」與「形容詞+起來+了」有意義上的差

異。前者表示新狀態開始，並且可以繼續加深。後者反而比較偏向結果義，強調新狀態已

成為事實，後面的發展不在句子傳達的訊息上。 

再者，就語言的內容與形式之關係來說，內容決定形式，形式是內容的表現。但形式

又作用於內容，影響內容。語音的表達形式和語義的表達內容密切相關。因而從音節上的

停頓能看出說話者想要強調的部分。「複雜了起來」與「開朗起來了」在語音停頓上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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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表示兩句的重點不一樣：「複雜了起來」的停頓是「複雜了//起來」，凸顯出「複

雜」狀態的出現，可延續，發展；「開朗起來了」的停頓是「開朗起來//了」，「開朗起來」

與「了」之間有停頓，強調的是「開朗起來」整個過程的出現。具體解釋如下： 

 「複雜了起來」的層次是「複雜了//起來」。前一個層次是由「不複雜」到「複

雜」的過程，後一層次是「起來」對「複雜」的狀態進行延續；「了」是「了

1」，有凸顯新狀態「複雜」的作用，並且也突出了「複雜」從無到有的發生。因

此，「複雜了起來」表示「複雜」這狀態已經出現了，並且還持續下去； 

 「開朗起來了」的層次是「開朗起來//了」。「開朗起來」表示新狀態「開朗」的

出現、放在第一層次裏。後一層次是「了」。「了」可以是「了 1」，也可以是

「了 2」。若是「了 1」，其有凸顯出整體過程已經發生，並成為事實的作用。換句

話說，這裡的「了 1」突出了「開朗起來」這過程的結果。然而，「了」也可以是

語氣助詞「了 2」，表說話者對「心情開朗起來」這件事的感想，例如：我心情變

成很開朗，好開心等語氣。此時「形容詞+起來+了」突出新狀態從無到有這整個過

程的結果。兩個結構的層次及「了」的結合情況如表 5。 

表 5 

「了」的劃分 複雜了起來 開朗起來了 

了 1 複雜了 1//起來 開朗起來//了 1 

了 2  開朗起來//了 2 

那麼，「了」在「形容詞+起來」結構中的位置，有一定的側重點：「了」在形容詞之

後，「起來」之前，表新狀態的出現，可以繼續加深；「了」在「形容詞+起來」之後，表

「形容詞+起來」這個狀態的改變已成為事實。因而，我們可以說由於「了」的影響，「形

容詞+起來」和「了」一起出現在不同句式時，具有語義上的不同：要突出新狀態的出

現，並且這狀態還可以延續、發展，用「形容詞+了+起來」；要凸顯狀態改變的結果，用

「形容詞+起來+了」。 

總結上面的分析結果，我們有： 

「形容詞+起來」表示開始體，描述事物從一種狀態開始發展到另一種狀態，凸出開

始點。比如：(23) 他漸漸地有些氣短起來。 

「形容詞+不+起來」表示某個事物因為達不到一個標準（「量」不夠），所以進不去新

的狀態（「質」沒變）。比如：(24)「三貸同堂」的財務壓力，可就讓人輕鬆不起來了！ 

「形容詞+了+起來」表示一種新狀態開始、並且還可以延續，突出新狀態的出現。比

如：(25) 水晶臉色白了起來。 

「形容詞+起來+了」也表示一種新狀態開始，但重點放在狀態改變的結果。比如：

(26) 兩個爭鬧了十多年的漢子，突然間親密起來了。 

4.3 「形容詞+起來」結構在形容詞上的限制 

上文已提到，有的學者作出結論說，「起來」通常與正向性質形容詞結合。語料蒐集

結果卻顯示，負向性質形容詞依然能進入此結構。例如：複雜、緊張、懶，恐慌，孤獨、

慌亂，猶豫、困惑、模糊等形容詞。那麼「正向」語義特徵不是形容詞入位的關鍵。 

接著，是否所有性質形容詞都能跟「起來」結合？語言事實告訴我們並非如此。除了

「壯大」和「偉大」這例子之外，其他還有很多。比如：棒，高尚，可愛，優秀，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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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色等。同樣是表屬性的性質形容詞，為何能說「漂亮起來」而不說「可愛起來」？說

「認真起來」而不說「天真起來」？究竟規律在哪裡？條件是什麽？想解決這些問題，我

們要從形容詞本身的語義特徵去找答案。 

張國憲（2000）對現代漢語形容詞的典型特徵做了全面的描述。其中，「量性特徵」

決定形容詞的類型：性質形容詞卻沒有固定的量，狀態形容詞的語義內涵有固定的量（可

描述為「性質+量」），比如：「白」是性質形容詞，「雪白」是狀態形容詞。我們不妨以

「量」為劃分依據，給所蒐集到的形容詞分類。分類結果顯示，能跟「起來」結合的形容

詞，可以分為兩類：A 類沒有固定的「量」（簡稱「非定量」）、B 類有固定的「量」（簡稱

「固定量」），A/B的比例是 117/2： 

A.  富、懶、複雜、充實、熱絡、健康、富裕、明亮、清晰、流行、 

  重要、高興、豐滿、親熱、溫和，快樂、驕傲，乾淨，活潑、繁華、 

 興旺、舒暢、輕鬆、緊張、清明、溫暖、浪漫、開朗、熟悉、健壯... 

B.  冰冷，滾熱 

從這個結果來看，「非定量」是大部分形容詞要進入「形容詞+起來」的語義特徵。 

上文提到的一部分性質形容詞不能跟「起來」結合（下文稱為 C組），如下： 

C. 棒、真、高尚、偉大、優秀、厲害、出色、天真、可愛...  

A組和 C組裏的性質形容詞區別在哪？究竟是什麽因素決定兩組形容詞的不同？從形

容詞本身的語義去分析，我們會發現兩組之間的差別。雖然 A 組和 C 組裏的性質形容詞

所描述的屬性都跟人有關（感覺、性格、精神、表現），但是兩組存在著「可控」和「非

可控」的區別5。具體說，A 組形容詞具有「可控」的語義特徵，C 組形容詞具有「非可

控」的語義特徵。何謂是「可控」？何謂是「非可控」？所謂的「可控」，是說形容詞所

表示的屬性，人可以控制的。譬如，A 組的驕傲、浪漫：「驕傲」表示一個人對事對人的

態度、我們可以控制的、可以使自己不驕傲，「浪漫」也是人可以製造出來的一種氣氛。C

組形容詞卻不一樣：「偉大」用來形容一個人有很大的貢獻、偉大不偉大、是社會評價

的、不是自己決定，「天真」是天生的、對方觀察自己的想法、行為來評價、不是自己想

天真就天真的。因此，「可控」語義特徵也是形容詞的入位條件。 

問題是，「冰冷」與「滾熱」這兩個具有「固定量」的狀態形容詞，為何也可以跟

「起來」結合？要如何解釋這個現象？筆者認為，我們可以從語用角度去探討這問題。上

面已經討論過「形容詞+起來」的語義功能是表示新狀態的開始。事物從第一狀態進入第

二狀態，整個轉換過程需要時間：中間這段時間越長，變化越慢；時間越短，變化越快，

主題還沒意識到的時候，新狀態已經出現了。新狀態來得如此突然，說話者想強調其變化

的程度與速度，所以用一個本身具有程度的形容詞，即狀態形容詞。比如，在「我呆了一

呆，接著手足冰冷起來。」，說話者想強調自己受到了很大的驚嚇，手足因此而冷得很

快，很厲害，所以用「冰冷」而不是「冷」。這是筆者根據語境去推測，詳細的解釋，還

需要更多的語料與深入探討。 

                                                           
5
參看袁毓林（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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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可知，一般來說，能進入「形容詞+起來」結構的形容詞須有「非定量」和「可

控」兩個語義特徵。它們的語義特徵可概括描寫為：X [+ 非定量，+ 可控]。 

五、結語 

以上分析說明，「形容詞+起來」早已廣泛使用。此結構有四類句式：「形容詞+起

來」、「形容詞+不+起來」、「形容詞+了+起來」、「形容詞+起來+了」。四個句式的語義功能

有著明顯的差異。形容詞要具有「非定量」和「可控」兩個語義特徵才能進入此結構。

「形容詞+起來」的語用功能，怎麼教給外籍生等問題還需要深入探討。希望將來有更多

對「形容詞 + 起來」的相關研究，對本體研究或者華語教學，都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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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漢語詞綴（affix）常與自由語素（free morpheme）結合為合成詞（complex word），

成為新興詞彙，詞綴用法具有高結合性及推衍意義，掌握同一詞綴的功能及用法，教與

學才能夠事半功倍。然而，教材及詞表鮮少單獨編列詞綴，且以往研究著重於探討詞綴

的生成、定義、功能及類型，多侷限於質性研究，本文則立基於大量語料而提出兼具質

性及量化之研究成果，旨在探討由語料庫篩選出的高頻詞綴之語意及分級，期能提供教

材研發者、教師或學習者系統性的詞綴列表。 

本研究以語料庫統計法為主，專家諮詢法為輔。使用的語料庫為國家教育研究院華

語文應用語料庫，統計覆蓋率達 90%的 17,329 詞作為篩選的對象。首先，經專家諮詢

法研擬詞語篩選及整併原則，再以語料庫統計法計算各級詞彙中合成詞詞綴的詞頻及構

詞率，將能產性較高，且無衍生意義的詞首、詞尾詞加計詞頻至該詞綴。 

研究結果為 62 項詞綴，每一詞綴皆包含加計後的總詞頻、加計詞及其統計序位等

資訊。分級參照「國教院華語文能力指標描述」及「詞彙表各級累積詞量」，分為基礎、

進階、精熟 3 等，基礎有 1-3 級，第 1 級 500 詞、第 2 級 800 詞、第 3 級 1,200 詞，進

階有 2 級，包括第 4 級 2,500 詞及第 5 級 5,000 詞，精熟也有 2 級，包括第 6 級 9,000

詞及第 7級 14,000詞。詞綴表初步即以詞彙表各級詞量為依據，以「~性」為例，加計

詞最高頻者為「可能性」（為該類別於語料庫中最早出現的帶詞綴詞彙），於語料庫中排

序第 1,933名，則列為第 4級，依此類推。分類後再諮詢資深華語教師，完成 62項詞綴

分級：第 1 級 6 詞綴、第 2 級 5 詞綴、第 3 級 10 詞綴、第 4 級 14 詞綴、第 5 級 23 詞

綴、第 6 級 4 詞綴。學習者藉由學習型詞綴列表可輔助詞彙學習、明確知悉詞綴用法，

本研究成果亦有助於華語教學及教材編輯等參考及發展。 

關鍵字：語料庫、詞綴、詞彙分級、分級標準 

一、前言 

華語合成詞或複合詞研究中，具有廣泛結合功能的附加成分越來越多元，這類詞不

獨立成詞且具類化功能，多數學者稱為「詞綴」或「類詞綴」，像是「~性」、「~化」等，

常與自由語素結合為合成詞，成為新興詞彙，如「識別性」、「法治化」等。詞綴用法具

有高度結合性及推衍義，然而，以往針對詞綴的研究主要在探討其生成、定義、功能及

類型，多侷限於較為主觀的質性研究（尹海良，2011；沈光浩，2014；湯廷池，2014）；

隨詞綴的使用率及用法穩定性增高，多項研究提出的詞綴數量較以往增多，這些詞在教

學或教材中卻常淪為缺口，罕視為獨立學習的一環，且難易度也多為主觀認定。 

針對同類型的詞綴使用，如能一起學習該推衍用法，並依據不同詞綴的難度排定學

習次序，在教與學上必定能夠事半功倍。據此，為符合學習者需求且使教材研發更具階

段性及系統性，詞綴亟需客觀的、大量數據支持的研究，以提供教材編撰、教學設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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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評量等參考。本文以具規模的語料庫為本，旨在探討高頻詞綴之語義及分級，並提

供詞綴所包含的具體詞彙內容，提出兼具定性及定量之研究成果，有助於教學者於課堂

之應用、學習者類推學習及教材編輯者編定相關詞彙之參考及發展。 

二、文獻探討 

2.1 詞根（root）、詞綴（affix）與類詞綴（quasi-affix） 

華語的詞彙組成（word formation）比印歐系語言複雜， 趙元任（1968）最早提出

華語自由（free）及黏著（bound）語素（morpheme）的討論，由於根據英語詞構分析，

「詞綴」即是附著語素，「詞根」是不含詞綴的主要語義單元。因此嚴格說來，華語典

型的詞綴唯有如「桌子」、「老師」的「子」和「老」等。在詞語形態變化較為豐富的語

言，如偏向屈折語（inflectional Language）的英語，詞綴與詞根的界限相當分明，如：

girls 的 girl 是詞根，-s 是詞綴；相形之下，在缺少形態變化而主要依賴詞序來表示語法

關係的分析性語言（analytic language），如華語裡，「詞綴」與「詞根」的界限並不明確，

如：女孩兒。華語借用「詞綴」的概念來分析合成詞，多半是取其定位的特徵，即印歐

語系中有前綴，如 un-、中綴，如-infix-、後綴，如-ing 的區別，華語中也有「阿、老」

等前綴，「得、不」等中綴，及「子、頭」等後綴；而且，華語詞綴也有語義虛化、不

能獨用及可改變詞性等特徵，與英語的-ness、-ly 類似，因此，採用西方語言學詞綴的

概念來分析華語似乎很恰當。然而，符合上述具定位、語義虛化、能標註詞性的華語典

型詞綴不多，學者間對哪些詞屬於詞綴也多有歧見（黃怡嘉，2008），遂產生了「類詞

綴」此一類別。 

呂叔湘（1942）早期將詞綴分為三類：(1)「子、兒、頭」等(2)「士、師、人」等(3)

「起、來、著」等。他並未提出類名，但根據所舉的例子，可推敲出第一類為語義已虛

化的詞綴，第二類為仍包含語義的詞綴，第三類則為動詞詞綴。王力（1945）以記號

（marker）來取代「詞綴」這個外來語，1他將「子、兒、頭、著」等稱為一般記號，而

將透過翻譯得來的「性、化、度」等稱為新增記號，他認為這些具有實在意義的詞才是

真正的詞綴。趙元任（1979）提出了以意義、頻率、列舉性和重音等標準來檢驗詞綴。

湯廷池（2014）依據語意是否具合成性、孳生力的強弱、列舉性等方面來判定。然而這

些說法都無法明確切分「詞綴」與「非詞綴」的界線。呂叔湘（1979）後期提出「類前

綴」和「類後綴」的術語，他認為「類詞綴」是詞彙功能轉化的中間階段。由於這個說

法符合語言發展的漸變性，受到許多現代學者的支持（黃怡嘉，2008、占勇，2009、沈

光浩，2011、蘇寶榮及沈光浩，2014）。占勇（2009）認為，詞綴的形成是一個動態的

過程，即由自由語素或不定位語素轉化為附著及定位之詞綴的歷程。由於華語中典型的

詞綴很少，所以這種構詞力強、構詞位置相對固定的語素，雖然還不能算是真正詞綴，

應該也足以構成「類詞綴」的類別了，例如「準~、~星」等。沈光浩（2011、2014）也

認為，類詞綴是介於詞綴與詞根之間的語素，而語法化過程是一個漸變的、長期的演變

過程，導致了在語言系統的某些層面之間會存在一些過渡性的單位；實語素虛化為類詞

綴的過程就是一種典型的語法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會伴隨著使用頻率大幅度增加、原

有意義趨向虛化、成為一種附著成分等一系列語法化過程的特點。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

說，類詞綴是介於詞根和詞綴之間的過渡成分，是實語素語法化為詞綴時必經的中間狀

態。 

綜上所述，具衍生性的類詞綴隨著時間、使用頻率及使用現象等因素而持續變化，

                                                      
1
王力（1945）對記號的定義為：「凡語法成分，附加於詞、短語或句子形式的前面或後面，以表示它們的

性質者，叫做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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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語言的長期演變來看，類詞綴並不具穩定的內容與數量，需透過大量且長期累積的語

料來觀察。因此，各家對類詞綴的統計數目不一，像是呂叔湘（1979）列舉了 18 個類

前綴和 23個類後綴；而尹海良（2011）列舉了 16個類前綴和 34個類後綴，沈光浩（2011）

則認為現代漢語有類前綴 10個和類後綴 32 個。 

2.2漢語詞表的詞綴界定及收錄情況 

華語八千詞表（2016）收錄臺灣現代用語 8000詞，自 2003年起經由第一線華語教

師、學習者及考生的回饋陸續修訂，目前的版本與之前相同，均未特別分析詞綴，僅將

後綴「子」與詞根列為同一詞條，如「鴨（子）」。 

中國國家漢辦（2009）施行的新漢語水平考試（新 HSK）提出 5,000個詞彙，共分

為 6級，並無獨立詞綴表，僅收錄單純詞及少數合成詞，舉例來說，含有「室」的詞彙

列表包括「教室、辦公室、臥室」，並未分析合成詞及詞綴用法。 

《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共收錄 9,706 詞，分二學習階段。詞表編撰係由語言學角

度出發，考察了詞語的構詞性質及在各地使用的分布情況，也考量了收詞的系統性，提

出一些組詞能力高的詞綴，如「者、室、商」等，其雖不能獨立運用，但是容易類推成

詞，如「讀者、實驗室、廠商」等，藉著在搜尋介面上輸入單字詞綴，即能查找出相關

詞群（陳瑞端，2017），如表 2。 

表 2《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範例 

 

綜上所述，華語八千詞表、新 HSK 詞表及《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皆以學習者出

發，提供一定規模的詞表，然在合成詞方面，收錄詞量較少，且非階段性、統整性的獨

立學習材料，僅僅斟酌收錄具詞綴的衍生詞數個，在學習或教材編製方面，較不易取得

屬該詞綴語義及用法的完整資料。 

三、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文以語料庫統計法為主，專家諮詢法為輔，以完成符合語言使用情境及學習者能

力之詞綴分級。研究步驟如圖 1。詳細說明如下： 

 
圖 1詞綴分級流程 

語料來源 詞語篩選 統計分析 

專家調校 初步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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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語料來源 

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及專家諮詢（專家資料詳表 3），採用國家教育研究院（以下稱

國教院）華語文應用語料庫之書面語語料及口語語料（許添明等，2017），以一億兩千

萬字的書面語語料進行分析，取覆蓋率達 90%的 17,329詞作為篩選的對象。 

表 3諮詢專家身分及專長一覽表 

 身分 專長 

專家 A 大學教授 
語法學、語用學、言談分析、社會語言學、比較詩學閩

客方言研究 

專家 B 大學教授 
心理與教育統計、學習評量、教育心理學、測量理論與

技術、學習力研究 

專家 C 大學教授 歷史語法、漢語語法、語言學、句法學、詞彙學研究 

專家 D 
大學教授 

語用學、社會語言學、跨文化溝通、言談分析、寫作教

學、遠距教學研究 

專家 E 
大學教授 

電腦輔助語言教學、遠距華語教學、語言課程設計、語

言政策、國際華語發展、海外華裔中文教育研究 

專家 F 大學教授 語言與文學、漢語教學、中國語文學研究 

專家 G 大學副教授 語言學、聲韻學、訓詁學、梵文、方言與文化研究 

 

3.2詞語篩選 

透過文獻探討及專家諮詢，擬定分級標準、詞語篩選原則、詞語整併原則。屬合成

詞者，將其詞頻加計至代表詞綴「(詞首)~」或「~(詞尾)」，建立「詞綴表」，共彙整 62

項詞綴。如「副~」表「居次的、附帶的」義，加計了「副總裁、副總統、副院長、副

主任、副總經理、副官、副教授、副產品、副本、副主席、副使、副將、副部長、副局

長、副校長、副董事長、副總、副研究員、副食品、副業、副總理、副處長、副主教、

副秘書長」等詞的頻率。 

3.3統計分析 

依前述原則完成篩選、整併詞語，產生各個詞綴的總詞頻及加計詞的統計原始序位，

產生詞綴表初稿，詞綴表示的方式及內涵，舉例如：(1)「~性」作為代表詞條，語義為

「範圍/方式/表程度的」，總詞頻為 57355次，於詞綴表排名第 3位，加計「可能性(1933)、

重要性(2094)、創造性(6957)、代表性(8105)…」等詞彙的詞頻，括號中的數值為書面語

語料庫中原始統計序位，序位值可供後續專家調校參考，這些加計詞則為詞綴表的參考

詞彙；(2)具多義項的詞綴分列詞條，如「~部」分為「~部 1」、「~部 2」，分別指「單位/

機構」、「方位/部分」，加計「交通部、教育部」、「東部、頭部」等不同詞彙。 

3.4初步分級 

如前文所述，透過專家諮詢及語料庫統計法訂定三等七級詞彙表之各級(累積)詞彙

量：基礎 1級(500詞)、基礎 2級(800詞)、基礎 3級(1,200詞)、進階 4級(2,500詞)、進

階 5級(5,000詞)、精熟 6級(9,000詞)、精熟 7級(14,000詞)，詞綴初步分級即以詞彙各

級詞量為分野，以前述「~性」為例，加計詞最高頻者為「可能性」（為該類別於語料庫

中最早出現的帶詞綴詞彙）於語料庫中排序第 1,933 名，則列為進階 4 級(介於第

1,201-2,500之間的詞)，依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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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專家調校 

本研究參考國教院研發之三等七級能力指標（許添明等，2017），諮詢資深華語教

師（資料詳表 4）依據能力指標描述、詞綴統計數值等資訊調整詞綴等級。 

表 4華語教師專長及經歷 

 專長 學經歷 

教師 A 

華語文教學、華語文

閱讀與寫作教學、華

語文教材教法、華語

文教學測驗與評量等 

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臺灣師

範大學國語中心華語教師、國語日報語文中心

寫作班教師等 

教師 B 
華語文教學、華語文

測驗與評量 

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美國猶

他州楊百翰大學近東語言學系講師、日本東京

拓殖大學講師等 

教師 C 

華語文教學、詞彙分

析、漢語語法、漢語

文言文教學、華語文

教學法、教材編寫 

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中央

大學語言中心專案講師、臺灣大學國際華

語研習所專任華語教師、臺灣大學國際華

語研習所教務主任等  

教師 D 華語文教學 
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博士、臺灣師

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教師 

教師 E 
詞彙教學、華語文教

學 

臺灣大學語文中心中國語文組教務老師、臺灣

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教師、臺灣師範大學華

語文教學研究所華語文教材編審委員、僑委會

海外華語文巡迴教學講座教師等 

 

四、結果與討論 

關於詞綴的研究，前人文獻多探討其生成、定義、功能及類型，侷限於定性研究，

本詞綴表則立基於大量語料而提出兼具定性及定量之成果：藉由語料庫統計法得出各級

詞彙中合成詞詞綴的詞頻及構詞率，將能產性較高，且無衍生意義的詞首、詞尾詞加計

詞頻至該詞綴，透過加計頻率的方式，可得出各個詞綴的總頻率、作為分級參考，統計

分級結果為基礎 1 級 1 詞綴、基礎 2 級 0 詞綴、基礎 3 級 6 詞綴、進階 1 級 15 詞綴、

進階 2級 13詞綴、精熟 1級 16詞綴、精熟 2級 7詞綴，初步分級共 58項詞綴。 

接著，輔以專家諮詢法完成分級，並新增 4項詞綴「~們、~樂、~費、~場」。綜上，

詞綴表收錄有「~人、第~、~性、~力、~面、~月、~家、~方、~長、~會、~期、~學、~

部 2、~日、~得、~員、~度、~化、~室、~院、~者、~權、~層、總~、~機、~邊、老~、

~處、~量、~生、~感、~館、~品、~部 1、~師、~族、~區、初~、~所、星期~、~率、~

客、~史、~社、~界、~商、~式、~科、~團、~店、副~、~觀、~類、~節、~局、~錄、~

業、~體、週~/周~、~系、~們、~樂、~費」等詞綴，共計 62 詞，分級結果為基礎 1 級

6詞綴、基礎 2級 5詞綴、基礎 3級 10詞綴、進階 1級 14詞綴、進階 2級 23詞綴、精

熟 1級 4詞綴，每一詞綴皆包含加計後的總詞頻、詞頻排序、說明/語義、加計詞及加計

詞的統計序位等資訊，詳表 5。 

唯本研究所收錄的詞綴為「帶語義的類詞綴」，排除「~子」、「老~」，及具地域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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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語法功能的兒化韻詞彙，此類詞已於詞語整併階段收錄於主詞表2中，如「老虎/虎」、

「車/車子」、「鞋/鞋子」、「一會/一會兒」，故未再另列於詞綴表。 

表 5分級詞綴表（截取部分） 

等級 詞綴 總詞頻 詞頻

排序 

說明/語義 加計詞彙(統計序位) 

Pre-A ~人 134427 1 具某類型、

身分的人 

年輕人(1003)、中國人(1114)、日本人(2021)、

一般人(2059)… 

Pre-A ~面 51069 5 表層/方向 前面(955)、上面(962)、後面(1022)、外面

(1432)… 

Pre-A ~邊 14420 26 方向/周圍 那邊(2194)、這邊(3527)、左邊(3706)、右邊

(4040)… 

A1 第~ 110517 2 次序 第一(145)、第二(261)、第三(606)、第四(1470)… 

A1 ~部 1 23886 13 方位/部分 內部(1700)、腦部(4495)、頭部(4657)、北部

(4771) … 

A1 ~館 11129 32 場所/場地 圖書館(2264)、博物館(3453)、美術館(6034)、

茶館(8268)、咖啡館(9261)、體育館(9581) … 

A1 ~店 6742 42 陳列貨物以

出售的地方 

書店(3148)、分店(8565)、雜貨店(10400)、連

鎖店(13040)、咖啡店(13121) … 

A1 週~/

周~ 

1464 60 表時間的單

位 

週六(13988)、週五(17349)、週一(20210)、周

四(28103) … 

A2 ~方 30089 9 區域/位置/

地位的一邊 

西方(1292)、東方(2309)、北方(2501)、南方

(2864)、前方(3110) … 

A2 ~員 19927 16 某職業/一

份子 

球員(2765)、店員(3600)、職員(5079)、運動員

(5941)、學員(5987) … 

A2 老~ 13107 27 年長的、年

紀大的 

老太太(4403)、老漢(5373)、老先生(5442)、老

年(6016)、老夫(10150) … 

A2 ~生 11446 30 學生/一群

人 

大學生(3980)、新生(6115)、研究生(6287)、服

務生(6629)、畢業生(7005) … 

A2 ~式 5802 48 規格/樣式/

方式 

美式(8577)、京都式(10236)、新式(13034)、老

式(13796)、開放式(15318)、舊式(15888) 

A2 ~節 3574 54 具特殊意義

的日子 

聖誕節(7756)、春節(12506)、耶誕節(14403)、

音樂節(16839)、感恩節(18020)… 

B1 ~力 53694 4 力量/能力 注意力(1781)、創造力(2635)、影響力(2737)、

動力(2915)、想像力(3495) … 

B1 ~家 36256 7 具某專長的 科學家(1084)、藝術家(1754)、心理學家

                                                      
2
國教院辦理華語文八年計畫「建置應用與料庫及標準體系」分級標準關鍵績效目標之一為建置分級詞表，

即將前述覆蓋率 90%的詞經篩選、整併後，依分級流程分為三等七級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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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1862)、企業家(4113)、哲學家(4852) … 

B1 ~長 29528 10 主管、領導

人 

校長(2108)、董事長(2802)、院長(3632)、部長

(4654)、執行長(4938)、社長(6775)… 

B2 ~性 57355 3 範圍/方式/

表程度的 

可能性(1933)、重要性(2094)、慢性(5651)、惡

性(6139)、創造性(6957) … 

B2 ~會 30609 8 團體/組織 委員會(1250)、教會(2736)、基金會(3053)、總

會(3199)、研討會(4702) … 

B2 ~期 27317 11 一段時間 長期(983)、早期(1592)、初期(2546)、短期

(4566)、後期(4700)、青春期(5322) … 

B2 ~化 18727 18 轉變成某種

狀態或性質 

現代化(4765)、全球化(5388)、合理化(7028)、

自動化(7438)、標準化(8018) … 

B2 總~ 16928 21 統括/全部 總會(3199)、總經理(3443)、總督(3956)、總理

(5352)、總部(5626) … 

B2 ~者 16098 22 人或事物的

代稱 

現代化(4765)、全球化(5388)、合理化(7028)、

自動化(7438)、標準化(8018) … 

B2 ~感 11424 31 自我認知的

看法 

安全感(3555)、罪惡感(5238)、成就感(6917)、

責任感(9516)、幽默感(9721) … 

B2 ~部 2 10715 34 單位/機構 經濟部(6639)、教育部(7188)、禮部(7781)、財

政部(8254)、刑部(8435) … 

B2 ~率 6842 41 比例中相比

的數 

現代化(4765)、全球化(5388)、合理化(7028)、

自動化(7438)、標準化(8018) … 

C1 ~層 15072 24 級/等次/量

詞 

深層(5735)、底層(9162)、雲層(10733)、斷層

(11192)、年齡層(13752)、富裕層(14346) … 

C1 ~史 5956 44 過去的事跡

或其書籍 

清史(8910)、文史(12058)、正史(12272)、野史

(13840)、近代史(14187)… 

五、結論與建議 

詞綴對於華語詞彙的豐富化和生動化產生很大的影響，藉由詞綴可以產生許多新詞，

如失落感、現代化；也能靈活的運用既有詞彙更精確的表達現代語義，如：出國熱、哈

日族等。由於詞綴具有語義類化的功能，透過詞綴來學習詞彙事半功倍，如已習得「科

學家」為「研究科學的專家」，再類推學習「藝術家」、「教育家」、「音樂家」等便更為

容易；而且，同類的大量合成詞也可以縮減為單一詞條，精簡主詞表的詞量與內容。總

之，詞綴在華語文教學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近年來逐漸受到重視。 

本研究成果除了確認詞綴的範圍及數量（定性），亦賦予各詞綴數值以比較其使用

頻率、作為習得順序參考（定量），主要有助於以下面向發展：教學方面，教師使用一

般教材時，若遇相關合成詞或詞綴用法，可參考本詞綴表內容，提供學生不同難度的加

計詞內容或該詞綴的推衍功能；學習方面，學習者藉由詞綴列表可輔助詞彙學習、明確

知悉詞綴用法，亦可用在自我學習、擴充詞彙量；教材編輯方面，具階段性及系統性的

詞綴列表，必可輔助學生學習，建議未來教材編製者可參考本表內容，作為學習附表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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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詞「的」之隱現─以語料庫為本的觀察 

張莉萍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副研究員 

lchang@ntnu.edu.tw 

摘要 

本研究欲透過學習者語料庫呈現學習者實際使用「的」的隱現情況，分別從不同能

力學習者、不同母語背景、不同性別、不同場合等向度來討論。發現與 Li（2010）的研

究結果不盡相同，例如，程度越高的學習者並沒有越少使用「的」的現象；不同母語背

景者使用「的」的頻率則有顯著的不同；男女使用「的」的頻率沒有顯著差異。從變異

分析的角度來看，本國人在很多情況下，會省略「的」，例如，「發現他錢包在我背包裡」

這個句子，是本國人會說的句子；不過，教師可能還是會告訴學生，在「他」和「錢包」

之間要加上「的」。因為不這麼做，就很難對學生解釋為什麼「因為除了我車以外，幾

乎沒有車輛」這個句子不好，得在「我」和「車」之間加上「的」。「的」用法的複雜性

是造成學習者無法充分掌握「的」隱現的理由。從教學的角度，先防堵偏誤，還是比事

後補救來得有效。 

關鍵詞：華語、助詞、隱現、語料庫 

一、前言 

在對外漢語的教學語法中，不論在描述語法點或是評定語法點的難易度時，名詞短

語常常被忽略或遺忘。當然，這也可能是傳統教學上，強調句式的重要性，而從詞、詞

組（或稱短語）過渡到句子的階段非常短，相對而言，詞組的教學也就不太受重視。一

般做法，是將名詞短語的教學化整為零，分別在說明助詞「的」的用法時或介紹關係子

句名詞時說明。 

究竟華語學習者實際產出的名詞短語樣貌如何，唯有知道實際產出的情形，偏誤的

分布與習得情況，才能進一步探討難易的問題。而我們從學習者產出的名詞短語語料中，

可以發現「的」的使用問題最為普遍，包括一般常見的遺漏、誤加或錯序。例如，*他

老師…（遺漏了「的」）、*生了她的第一個的孩子（第二個「的」為誤加）、*她的最喜

歡的麵包（第一個「的」為誤加）。在這個動機下，本文藉著一個一百萬字左右的學習

者語料庫來初步觀察學習者在名詞詞組中「的」的隱現情況。 

二、文獻探討 

關於什麼時候用「的」，什麼時候不用「的」的學術討論很多。早在范繼淹（1958）

提出這個問題開始，朱德熙（1961）、劉月華、潘文娛、故韡（1996）、Chappell and Thompson 

(1992)、張敏（1998）、Li (2010) 分別從音節、定語的語法類型、語用、認知語言學、

社會語言學等不同角度探討「的」的隱現。Chappell and Thompson (1992) 指出前人所提

出的隱現規則都可以從實際語料找到反例，似乎並沒有規則可循。這也是我們在觀察標

記「的」偏誤時，常遇到的狀況。因為語言的變異性，即使本國人使用「的」的偏好也

因人而異。因此在有限的篇幅內，文獻僅舉 Chappell and Thompson (1992)、Li (2010)這

兩篇從語用、社會語言學觀點出發的研究以及教材中的語法點。 

2.1 Chappell and Thompson (1992) 

Chappell and Thompson (1992) 藉由 440筆書面語與口語語料，利用量化分析方法，

分析用不用「的」的因素。研究首先經過 Goldvarb 2.0分析語料，得出 12項假設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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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現與否的應變因中，只有其中六項確實相關（如下表）。一項和 NP1有關（即

定語），三項和 NP2（即中心語）有關，兩項和整個表達方式有關。 

表 1  影響「的」出現與否的應變因 

1 NP1的內在語意 (Inherent semantics of NP1) 

5 NP2的內涵語意 (Inherent semantics of NP2) 

6 NP2是新訊息還是舊訊息 (Recency of mention of NP2) 

9 NP2的修飾語 (Modification of NP2) 

10 後置的相關詞語 (The whole associative expression) 

11 三個以上的詞組 (“Tandem” associative expressions) 

具體結果敘述如下： 

C1. NP1的語義概念。研究指出用不用「的」，與NP1的語義概念有關，似乎可以排列出右

邊這樣的連續體（continuum）：第 1人稱 (34%) > 第 2人稱 (47%) > 具體的 (55%) > 第 3

人稱/有生命的 (67%) > 機構/地方 (68%) > 半抽象或抽象的 (89%)，這個階層的最左邊代

表的是 NP1是第 1人稱時和「的」共現的機率最低 (34%)；最右邊代表 NP1是半抽象或

抽象名詞和「的」共現的機率最高。 

C2. NP2的語義概念。研究也排出一個連續體：方位 (9%) > 親屬 (26%) > 地方/機構 (33%) 

> 身體部分 (59%) > 具體 (74%) > 有生命的 (75%) > 抽象/半抽象 (82%)。最左邊和「的」

共現的機率最低 (9%)，如，「我們家房子後頭」，「後頭」是方位名詞；最右邊和「的」共

現的機率最高，如，「他的話」，「話」為抽象/半抽象名詞。  

C3. NP2是新訊息還是舊訊息。新訊息和「的」共現的機率是 63%；顯示如果NP2是新訊息，

傾向於使用「的」。 

C4. NP2的修飾語。除了語義以外，結構的結合也是其中一個因素，例如，NP2是否帶有其

他修飾語、是否被形容詞或定量詞修飾。如，你自己屁股、我們那個狗。和「的」共現的

機率是 36%，顯示多個修飾語，傾向不帶「的」。 

C5. NP2是否有後置詞。如，我屋裡、我腦子裡頭。當有後置詞出現時，只有 16%的比例出

現「的」。 

C6. 三個以上的名詞組會影響「的」的選用。如，「我們家的小孩」、「我父親的公司」。三個

NP時，NP1和NP2之間比較不容易出現「的」(21%)；NP2和NP3之間使用「的」的比

例是 56%。（四個名詞組的例子在這個研究的語料中，只出現一次，如，「我們家房子後頭」，

沒出現「的」）。 

這六項影響「的」出現與否的應變因，只有一項和 NP1 有關，其他都和 NP2 或整

個關聯詞語有關，顯示 NP2為語義中心，對「的」的影響應該比 NP1大。分析 12項應

變因後，研究進行第二次的分析。將 NP1和 NP2的內含語義（NP1有六項、NP2有七

項）分別提出與其他 10 項變因共同分析。結果發現，有四項因素有高度相關（上述表

格中的 6、9、10、11）。透過第二次分析的結果印證 NP1的各項內涵語意在第二次的分

析中都和「的」出現與否的相關性較低，這再次證明了，是 NP2，亦即中心語的語義有

較高的相關性。 

從量化資料顯示，顯示 NP1或 NP2是抽象概念時，離說話者或其他類別的 NP2的

概念距離最遠，最容易帶有「的」。該研究採用 Haiman(1983, 1985)的經濟性和象似性動

機(economic and iconic motivations)來解釋。因為經濟性動機，當 NP1和 NP2或說話者

的關係越近時，多使用一個關聯助詞的必要性就越低；在象似性動機方面，當 NP1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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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2 或說話者的(抽象)概念越接近，「的」出現的可能性就越低。另外，當 NP2 為空間

性詞組時，例如「後頭」，帶有「的」的情況只有 9%。這數據映證了「象似性」的看法：

因為某個物體的上、下、左、右…等為該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比分類中任何其他

類別都還要更「接近」該物。 

即使找出這些影響因素，但因為這些因素會互相影響，因此說話人到底什麼時候用

「的」，什麼時候省略的這個問題，並沒有簡單的答案。例如，當 NP1為第一或第二人

稱，又帶有空間性的 NP2 時，強烈傾向省略「的」。不過，當 NP2 是身體部位或其他

NP2類別時，「的」就會出現。 

2.2 Li (2010) 

Li (2010) 企圖從更廣的角度來分析，也就是不是只侷限在語言學上的因素探討，

而從社會語言學的方法來分析以中文做為第二語言學習者「的」的使用。他的研究樣本

來自於 12位本國人（6男 6女），他們是中國大陸東北大學講師，說流利華語，和 CSL

受試者的教育水平和年齡相當。作者收集他們日常生活的聊天以及課堂語言。學習者研

究樣則來自母語為韓、俄、英、日各 5名人士，共 20名學習者（8個 high-intermediate，

12個 advanced）。這些學生每週有 20個小時課堂時間，每天 1到 2小時 1對 1的課，每

週有很多時間和中國朋友的活動。收集語料方式有兩種，一是，和受試者就他們熟悉的

主題談話、聊天。於 2006年 3月和 6月各一次。二是，讓受試者看 The Pear Story (Chafe, 

1980)，讓他們用中文再說一遍故事。最後所蒐集到的名詞詞組筆數有：本國人 3903筆、

教師語言 2458筆、教材語言 2535筆、學習者 12420筆統計「的」在這些名詞組使用的

頻率，結果如下： 

      分類   本國人  學習者      例子 

(1) Conditional clause 100% 100%  如果你真的不想告訴我們的話，… 

(2) Nominalization  93%  93%   韓國人不喜歡吃的 

(3) Relative clause  92%  99%   他認識的韓國人 

(4) Verb    86%  92%   輸的人 

(5) Phrase   77%  91%   對我們的印象 

(6) De+dem/cl  45%  78%   同寢室（的）一個朋友 

(7) Genitive   31%  84%   我（的）朋友 

(8) Adj+noun   28%  55%   好（的）方法、中國（的）老師 

(9) Lexicalized term 0%  0%   男朋友 

 

也就是在條件句中，「的」百分之百的使用。在關係子句名詞組中，則是學習者 99%

使用、本國人 93%使用1。從上述對比呈現可以看出，在(6)(7)(8)項目的使用上，本國人

與學習者的差異較大。 

對於影響學習者使用「的」的因素，作者採用變異分析的方法統計，顯示功能、性

別、居住長短和語言能力達到統計顯著性。但學習者的母語這個因素在他選用「的」上

沒有顯著性。歸納而言，作者研究學習者使用「的」的結果是： 

L1. 女性傾向多使用DE。 

L2. 居住愈長，因為與本地人交流多，傾向於少用DE。 

                                                 
1
 Li一文所指學習者在關係子句時省略了「的」的 5個例子(23)-(27)，其實在我們認定中都不是關係子句。

請參見張莉萍（2017:48）對關係子句的定義。但因為該文沒舉本國人省略關係子句「的」的用例，是否

省略的情況真為關係子句，則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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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3. 語言能力越高，傾向於多省略DE。 

L4. 母語並沒有扮演顯著性角色。 

同時該研究也發現學習者傾向於多用「的」，因為語言教師和教材裡的「的」都比

母語者使用得多。這些學習者的表現是否與本研究學習者語料庫中的表現一致，我們將

在第 4小節呈現。 

2.3 教材中相關的語法點描述 

從上述的研究文獻可以看出，選用「的」的複雜性。這可能也是教學語法或教材中

的語法點在呈現「的」時，一直以來，描述很有限的原因。我們以台灣最新的一套教材

當代中文課程為例，將所有提到「的」用法的語法點摘要如下表。 

表 2  當代中文課程「的」的語法點摘要一覽表 

項

目 

冊/

課 

標題 摘要說明 例句 

1 1/2 的 possessive De用在擁有者與擁有物中

間；有時可省略。 

我爸爸、我哥哥 

*李先生爸爸 

2 1/2 Modifier marker 

的 

De用在修飾語和中心語中

間；有時可省。 

哪國人、*台灣人比哪國的

人、*台灣的人常用 

3 1/4 de-phrase with 

the head noun 

omitted 

如果中心語從上下文已知，

中心語可以省略。 

A：新手機貴不貴？ 

B：新的很貴。 

咖啡，你要熱的嗎？ 

4 1/6 Locative marker 

在 

Abbreviations of locative 

phrases without 的 are 

common. When 的 is 

omitted, the suffix 面 in 裡

面, 外面, 上面 can be 

omitted.  

樓下 not *樓的下面 

地上 not *地的上面 

房子的裡面-> 房子裡 

杯子上面-> 杯子上 

5 1/10 Clause as 

Modifiers of 

Nouns 

小句也能修飾名詞，在中心

語前面也必須有「的」 

現在去那裡玩的人比較少 

6 1/9 …的時候 It indicates the time an event 

takes, took, or will take place. 
放假的時候，我喜歡去逛夜

市。 

7 1/10 Intensification 

with 

Reduplicated 

State Verbs 

狀態動詞重疊後，後面要跟

著「的」。 

這杯茶香香的。 

*這杯茶香香. 

8 1/12 To focus with

是…的 

在這個格式裡的是資訊的焦

點；焦點可以主語、方式、

地方、時間等等，但不能是

賓語。有時「是」可省。 

他是昨天晚上到臺灣的。 

學費是公司替我付的。 

*我是這間房間最近租的。 

我(是)坐計程車來的。 

9 2/11 其他的, 別的, 

另外的 

其他的, 別的, and另外的 all 

occur before the noun as a  

modifier 

我不喜歡吃牛肉，我們點別

的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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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13 To offer 

assurance with 

會…的 

表達說話者對未來事件的確

定語氣。 

句尾沒有「的」，表達的是事

實，不帶個人情感。 

你放心，你被老闆罵的事，

我不會告訴別人的。 

試比較： 

她會來參加我們的婚禮的。 

她會來參加我們的婚禮。 

第三冊以後語法標題中有「的」的還有：的話、受到…(的)影響、像…的 + noun、

各 V各的、跟 B有關的 A 

從這個摘要表中，可以看出入門課程中，對於「的」的用法，何時用、何時可省（如

表中 1-5項），已經做了大致的說明。但對於中心語前面出現多個修飾語時，「的」的使

用則沒有任何描述。這些是否足夠，我們可以根據學習者的習得狀況再來評論。 

三、研究方法 

3.1 學習者語料庫 

本研究主要採取的是語料庫為導向的研究方法，所使用的語料庫為 TOCFL 學習者

語料庫（張莉萍，2013）。這個語料庫所收集的語料是母語非華語的外籍人士參加華語

文能力測驗(TOCFL)所寫的作文。寫作時間為 2006到 2012年。TOCFL寫作測驗採用分

等分級的考試方式，運用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架構（CEFR）的能力指標來命題，當時的

考試方式是參加某一等級考試的考生需要完成兩個不同文體的作文2：A2等級（即初級）

是完成實用性的便條和看圖說故事的文體；B1 等級（即中級）是書信和一般記敘文；

B2 等級（即中高級）則是應用文（特定功能的書信）和論說文（表達對特定事件的看

法）；C1 等級（即高級）是報告類（圖表說明）和論說文（提出理由支撐觀點）。每篇

字數規範從 70-800 不等。該測驗的評分方式為級分制，分為 0-5 級分，3 分為通過門

檻，每份作文都經過兩位以上閱卷老師評分。該語料庫涵蓋 39 種不同母語背景、不同

能力考生所寫的作文，共 4567篇，71個主題，約 150萬字。 

由於是考生自由報名參加的分級考試，考生能力未必達到該等級。為了確保研究的

語料都具有該程度學習者應有的水平，我們只取通過考試門檻，也就是三分以上的作文，

共 2837篇 (999,617字)，做為我們觀察的語料，並為這個語料庫進行了偏誤標記（張莉

萍，2016），於 2015年底開放此語料庫的檢索系統（http://tocfl.itc.ntnu.edu.tw/）供有興

趣的教師或研究生使用。表 3是本研究所使用的語料庫語料分布情況。為行文方便，以

下所稱的 TOCFL語料庫指的是帶有偏誤標記的語料庫。 

表 3  帶有偏誤標記的 TOCFL學習者語料庫語料分佈情況 

能力等級 主題數 篇數 字數 

A2（初級） 21 850 131,574 

B1（中級） 24 1,388 539,870 

B2（中高級） 14 503 279,418 

C1（高級） 3 96 48,755 

小計 62 2837 999,617 

在 TOCFL學習者語料庫中，將學習者的偏誤分為遺漏（M）、誤加（R）、誤代（S）

和錯序（W）這四大類。我們利用這個帶有偏誤標記的語料庫來檢索有關「的」的使用

                                                 
2
 2015年開始，考試方式已於當時的設計不同。詳細說明請參考網站 http://www.sc-top.org.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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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關於語料庫的偏誤標記工作，雖然人員都經過訓練，不過「的」的選用與否，牽

涉的範圍太廣，多是語用因素，即使是本國人的用法都不同，因此在偏誤語料庫中，讀

者還是會看到一些不一致的地方。 

3.2 研究步驟與初步結果 

我們首先分別檢索出Mde, Rde, Sde, Wde的語料，由於 de這個次類主要包括「得、

的、地」等三個詞，因此需要人工再篩選出屬於「的」的偏誤語料。在語料庫中所有使

用助詞「的」的句子總共有 39771 個用法，而四類偏誤加總的用法共 1948 個。偏誤率

是 4.9%。下表是不同類別的分布情況，從表 4 中可以看出，遺漏類最多，佔所有偏誤

的一半，次為誤加類，兩類將近佔所有偏誤的 80%。 

表 4  四大偏誤類別的分布 

 Mde Rde Sde Wde 小計 

偏誤用例 975 540 355 78 1948 

% 50.1% 27.7% 18.2% 4.0% 100% 

對於不同能力學習者的偏誤分佈請見表 5。從表 5 中，可以看出幾個現象，在 A2

到 B1之間的偏誤率從 7.3%降到 4.1%，有顯著的進步；但 B1到 B2之間，則偏誤率又

提升了一點，不過還是比 A2低，也比 C1高。也就是說，只有在 B1和 B2，呈現偏誤

率不降反升，即一般所謂的高原現象。另一方面，是從四大類的分佈來看，我們在前述

所提的遺漏和誤加佔大多數的情況，在不同能力學習者身上則有不同的表現。B1 的遺

漏類最顯著，佔了偏誤的半數以上；錯用類則明顯少於其他能力學習者，只有 8.9%。

原因我們留待未來繼續研究。 

表 5  不同能力學習者的偏誤類型分布 

CEFR  Mde Rde Sde Wde 小計 總用例 偏誤率 

A2 
偏誤用例 107 79 53 11 250 

3421 7.3% 
比例 42.8% 31.6% 21.2% 4.4% 100% 

B1 
偏誤用例 519 281 82 39 921 

22237 4.1% 
比例 56.4% 30.5% 8.9% 4.2% 100% 

B2 
偏誤用例 324 166 207 25 722 

12640 5.7% 
比例 44.9% 23.0% 28.7% 3.5% 100% 

C1 
偏誤用例 25 14 13 3 55 

1473 3.7% 
比例 45.5% 25.5% 23.6% 5.5% 100% 

四、學習者「的」的使用情況 

這一節呈現在語料庫中學習者使用「的」的情況，主要的討論會以 Li (2010) 同樣

以學習者語料為本的研究來比較、討論。分別從不同能力學習者、不同母語背景、不同

性別、不同場合等面向來觀察學習者的使用頻率。除了學習者語料外，為了了解使用狀

況和本國人的差別，關於本國人的標準我們以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500萬詞）的頻

率為基本來對比討論（中研院詞庫小組，1998）。這兩個語料庫都屬於書面語料庫，就

語體上屬於較正式的語體，非日常對話。  

4.1 不同能力學習者的使用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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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利用 TOCFL 語料庫先統計出不同能力學習者使用「的」的頻率訊息如表 6，

觀察學習者的傾向。「的」在學習者語料庫的平均頻率是 6.63%（79220/ 1136486），這

和本國人的使用頻率 5.82%（中研院詞庫小組，1998），相距不遠，甚至比本國人還高

些。這個不難理解，從 Li 的研究也可以看到學習者有使用較多「的」的傾向，該研究

解釋因為受語言教師與教材的影響。 

表 6  不同能力學習者使用「的」的頻率一覽 

 A2 B1 B2 C 平均 

使用頻率 4.49% 6.82% 7.69% 7.52% 6.63% 

從不同能力的學習者表現來看，則大致可以看到頻率由低至高的趨勢。尤其是由初

級到中級階段最明顯，平均數由 4.49%升到 6.82%。不過 B2到 C 的階段，則沒有上升

趨勢，有點下滑，但沒有顯著性3。這個趨勢和 Li (2010) 的研究結果不一致，Li 的研究

指出語言能力較強或和母語者有較多互動的學習者，傾向於省略「的」。我們推測不一

致的原因至少有三個，一是初級水平學習者還沒能很自主的使用「的」，從使用率來看，

甚至低於本國人；二是初級寫作題目通常跟個人或周遭環境相關的人、事、物相關，例

如，談自己生長的地方，或邀請弟弟的朋友來參加慶生會等等，這些 NP1 和 NP2 之間

的親近性可能造成少用「的」（Chappell and Thompson, 1992）。第三個原因可能是 Li的

研究對象，不同語言能力的學習者是中高級和高級的區別，學習時間從半年到 5年多不

等。而我們語料庫中的 A2 到 B1 學習者，是一般所謂的初級和中級學習者，在台灣學

習時間是 4個月到 1年半之間。 

我們語料庫呈現程度較高學習者並沒有少用「的」的傾向，不過，我們的頻率計算

方式和 Li 不同，簡單地說，Li 的頻率計算方式是以名詞組中出現「的」與否來統計，

而我們語料庫因為語料量太多的關係，光是含「的」的名詞詞組就有近 4萬筆，不可能

人工一筆一筆去挑出所有名詞詞組。僅能以「的」出現的次數除以語料庫的總詞數來計

算。未來或許可以嘗試從高頻名詞觀察起，看看組成的名詞詞組「的」的頻率表現。 

4.2 不同母語背景學習者的使用頻率 

Li 的研究顯示不同母語背景（日、韓、俄、英）在「的」的選用上並沒有顯著不

同。表 7是我們統計語料庫中母語人數最多的前六名資料，從表中可以看到日語、韓語

背景的學習者使用「的」的頻率較高，這個顯著性已經在張莉萍（2014）得到解釋，主

要原因是日、韓學習者在表達假設句時，使用「的話」的頻率比其他母語背景者高。而

使用「的話」這個形式，自然地「的」不能省，也就導致「的」的使用頻率提高。另一

個顯著性是，越南語、泰語學習者顯著地少用「的」。初步推測越南語、泰語都屬於向

右分枝，也就是中心語置左的語言類型（陳俊光，2007:236），越南學習者學習中文時因

此會出現下面這樣的句子（例句採自黎光創，2011:225）： 

*這是一個朋友我媽媽。 （這是我媽媽的一個朋友） 

*第一個印象他給我留下很深。 （他給我留下的第一個印象很深） 

表 7  不同母語背景學習者使用「的」的頻率一覽 

日語 英語 韓語 越南語 印尼語 泰語 

7.51% 6.84% 7.34% 5.84% 6.44% 5.72% 

更深入的探討、驗證將留待日後。 

                                                 
3各等級間表現的差異是不是具有顯著性，我們採用 Hawkins and Buttery (2010)關鍵特徵的作法，兩級間

的差異至少要達到 29％，才是顯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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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不同性別的使用頻率 

另外在 Li 的研究裡，顯示「性別」這個因素會影響「的」的選用。為此，我們也

做了男性與女性的使用頻率分析。由於早期語料有些沒紀錄寫作者的性別資料，因此我

們只能以有紀錄的語料來統計，共 2024篇。男性所寫的作文篇數有 818篇，A2有 315

篇，B1有 460篇，B2有 40篇，C1有 3篇。女性所寫的作文篇數有 1206篇，A2有 424

篇，B1有 693篇，B2有 87篇，C1有 2篇。「的」的使用頻率統計如下表4。從表中我

們看不出男性、女性在使用「的」的差異。Li在研究中也提到，性別這個因素也不能用

來單獨解釋「的」的選用 (p. 396)，因為該研究中的學習者男性平均住在中國的時間比

女性長；平均學習的時間長度也比女性長，隱含可能受母語者影響。我們的語料在性別

這個因素則是顯示不出差異，而且我們使用的語料量也比 Li的研究來得多。 

表 8  不同性別學習者使用「的」的頻率統計（以字數為統計基礎） 

 篇數 總字數 出現次數 頻率 

男 818 254009 10104 4.0% 

女 1206 377081 15353 4.1% 

4.4 正式/非正式場合的使用頻率 

Li研究結果指出非正式場合的口語與正式的情境中，前者「的」的頻率較低。這個

結論其實是從一般會話中的「的」出現得比語言教師或教材中的頻率少，而學習者的語

料傾向於後者，所得出的結論。我們覺得這樣的推論並不很嚴謹，因為所謂正式的情境，

僅以語言教師和教材的語料為範本，缺乏說服性。我們則是對比中研院平衡語料庫（偏

書面語）5.82%的頻率和中文口語語料庫詞頻表中 3.89%的頻率5，可以看出本國人在書

面語料使用「的」的頻率高於口語語料（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如果「正式性」是影

響學習者使用「的」的因素，那麼在前面我們提到 TOCFL 語料庫中，較高程度語言能

力的學習者並沒有少用「的」的傾向，可能也跟「正式性」的因素有關，因為，B2 的

作文多是議論文，主題有：對網路交友的看法、對提早接受正規教育的看法等等。而初

級 A2、B1 的寫作題目都是和個人相關題材，體裁有便條、有一般記敘文。就語體上，

中高級（B2）語料是比較正式的語體。 

五、結語與未來工作 

這個研究報告是極為初步的觀察，對華語教學的意義還不是那麼大。就變異分析或

社會語言學的角度，「的」的可用可不用都沒有錯，只關注使用者的使用趨向。而且從

變異分析的角度來看，本國人在很多情況下，傾向於省略「的」。但這「很多情況」至

今都很難說清楚。如果從事第二語言研究或教學者無法說清楚，那麼學習者將無所適從，

反而造成更大的問題。例如，「發現他錢包在我背包裡」這個句子，是本國人會說的句

子；不過，教師可能還是會告訴學生，在「他」和「錢包」之間要加上「的」。因為不

這麼做，就很難對學生解釋為什麼「*因為除了我車以外，幾乎沒有車輛」這個句子不

                                                 
4在這一小節之前的頻率統計都是以詞為單位，這個表中的頻率則是以字為單位，因此頻率看起來較平均

頻率為低。 
5
 「中文口語語料庫詞頻表」是根據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對話語音語料庫內容所計算出的詞集及詞頻統計。

對話語料庫由 30個自由對話，26個地圖導引對話與 29個主題對話的內容整理而成。對話總長度約 42

小時。經中央研究院詞庫小組自動斷詞與詞類標記系統處理後，約計 40萬詞。該語料庫詞表於 2012年 4

月公開，可在

http://museum02.digitalarchives.tw/ndap/2001/MandarinCorpora/mmc.sinica.edu.tw/resources_c_02.html 下載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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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得在「我」和「車」之間加上「的」。好與不好間，雖然不是個絕對值，但是從教

學的角度，先防堵偏誤，還是比事後補救來得有效。 

因此，未來工作一方面應該將語言學中已經做出來的一些可靠成果彙整出來供教學

使用，一方面則要深入地分析學習者使用「的」的隱現情況。但由於語料量很大，應該

有針對性的觀察，否則因為語料量大，可能流於走馬看花，也可能因為語料量大，一開

始就打退堂鼓了。例如，從 Li（2010）的研究中可以知道名詞短語中含有數量詞或指量

詞，學習者使用「的」的情況和本國人差異不小，那麼可以針對語料庫中這種結構深入

分析，以提出有效的教學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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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語料庫為本之近義詞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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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據《HSK 近義詞區別與練習》一書對近義詞作的統計及分析，「討論」、「商量」

屬於漢語水平考試中常出現的高頻詞，因此筆者將三本市面上常見的華語教材《實用視

聽華語》、《新實用漢語課本》以及《當代中文》做一比較，結果發現三本教材對於該組

詞彙均標示一項表動詞的語義及用法，之後便無其他對該詞的解釋及練習。因此學習者

在學習及使用該組近義詞，是否會因華語教材及平衡語料庫對於詞性的不同看法，與華

語工具書及教材中對詞彙過於簡化的解釋及用例而感到困惑，使學習者在面對語境相似

的句法時，產生詞彙使用的混淆，這是華語學習者在學習華語詞彙的難點之一，亦是近

義詞教學為近來華語教學研究重要的原因之一，故本研究主要以「討論」及「商量」兩

個詞彙作為研究比較對象。 

本研究採用的研究方法為語料庫語言學，透過中研院平衡語料庫之語料，分析考察

兩詞實際運用情況，根據閏從發（2006）的研究說明以及相關專書、教材中顯示「討論」

和「商量」的解釋不多，也過於簡約，故不容易區辨兩者的差異性，導致使用上容易產

生混淆的情形，如：「有事好商量，別生氣。」中的「商量」不能以「討論」進行替換，

否則會形成病句。故筆者嘗試以語義和搭配關係辨析兩詞的差異性，幫助華語學習者對

此詞彙建構完整的體系及認知。 

在分析過程中發現「商量」和「討論」兩者在語料庫的詞性分析結果顯示，均有動

詞及名詞，動詞部份分別占了 99%和 79%，在主語搭配關係上，大都是有生為主，分別

占了 91.3%和 61.9%，其次才是無生者。基本上兩者在詞性及主語搭配上的差異並不足

以作為區辨的因素，若從使用角度進行分析，則兩者的不同便顯而易見，「討論」的使

用語境偏向觀點，使用者與接受者地位平等，且語境偏正面；但「商量」使用語境偏向

態度，使用者與接受者地位具有高低的分別，感情色彩也較負面。希望藉由分析的結果

提出相關教學建議，使前線的華語教學者能迅速掌握教學方法，也讓華語學習者能正確

的使用。 

關鍵詞：商量、討論、近義詞 

一、前言 

1.1 研究背景 

詞彙是學習者最先接觸一個語言的基本要素，詞彙的運用與選擇相當重要，「近義

詞」的學習與使用對華語學習者而言，亦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主題，那些意思相近的近義

詞之間具有相似的語義，其背後的原因以及劃分的界定是什麼，需要有明確的語法規範

及語義區隔，才能讓學習者有一個可以分辨和學習近義詞的依據。查找坊間的華文教材、

專書等，其對於近義詞的詞意解釋不是過於簡化，就是未對該詞意加以明確的說明，故

產生語彙語用的混淆，這是華語學習者在學習華語語彙的難點之一。 

1.2研究目的與問題 

因為近義詞的使用，在某些語境中的句子兩者可以相互替換使用，但在某些語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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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相互替換使用，則會形成病句（見下述例句）1。在下述例句（1a）和（1b）中的「討

論」和「商量」可以相互替換，但在例句（2a）和（2b）中的「討論」及「商量」很明

顯兩者並不適合相互替換使用，而這樣的語境相似的句子時而可互換，時而不可互換，

不僅造成華語學習者詞彙學習上的困擾，也使得華語教師在進行詞彙教學時，無法完整、

有系統的回答華語學習者詞彙方面的問題，使得華語學習者在學習近義詞上，面臨許多

限制和挑戰。 

 

1.「討論」和「商量」可互換 

（1a）終於「討論」出一個好主意。 

（1b）終於「商量」出一個好主意。 

 

2.「討論」和「商量」不可互換 

（2）自己人好「商量」。 

（2a）*自己人好「討論」。 

（2b）他們的「討論」很熱烈。 

（2c）*他們的「商量」很熱烈。 

 

劉美君（2001）對「討論」和「商量」的詞彙語義研究，雖然藉由「討論」和「商

量」兩者差異的例子，舉出了兩者的相同與相異之處，但是缺乏可以進一步顯示兩者之

間差異的定量數據予以參考，因此在本文將透過語料庫語言學，先藉由量化分析「討論」

和「商量」兩者的差異，再藉由 MARVS 理論裡，動詞表達事件中的參與角色找出「討

論」和「商量」在句子中的語義、語法和搭配關係，以及使用時可互換與不可互換的要

素，最後依據統計語料及頻率分析，就其結果提出相關建議，希望為華語教學在詞彙教

學做出一份貢獻。 

二、文獻探討 

2.1語料庫應用在近義詞辨析之研究綜述 

蔡美智、黃居仁與陳克建（1996）認為傳統的研究方法在舉證過程中，多數仰賴學

者的語法知識以及對於詞彙的主觀語感作評斷，缺乏客觀的衡量標準，而人為方式的蒐

集可能受到數量和主觀的限制，因此容易遺漏一些語言現象，相較之下，語料庫不僅能

夠提供大量且真實的自然語料作分析，還能突破傳統研究方法的二元主觀判斷方式，使

得相關研究結果更加客觀公正。另外，語料庫不僅可以利用收集到的數據及語料對近義

詞進行詞項的語義（詞義）和句法等研究，也可透過語料庫豐富的語言紀錄觀察詞彙的

語義特徵、詞項間的句法功能、搭配詞彙並計算詞彙使用頻率，觀察近義詞在不同句法

功能的分布情形，運用量化統計的方式證明詞彙的語義特徵等，使得近義詞的研究方法

能更加科學以及客觀。 

本節提出幾位以語料庫為本，辨析動詞近義詞語義研究之學者的成果作簡單的整理

探討及綜述如下： 

（一）劉美君等（2001） 

劉美君等（2001）先藉由動詞辭典，比較「討論」、「商量」兩者的語義以及語法 

                                                 
1例句取自於《漢語近義詞用法詞典》，（鄧守信，2009：頁 384-388）。該詞典重在語用非詞意定義，

其相關之例句數據都經問卷或面談方式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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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發現兩者在語義及語法關係上並無明顯差異，接著從近義詞用法辭典中找出兩者

的六項搭配關係，但因為上面的搭配關係是較為主觀的判斷，為了呈現客觀的結果，故

以語料庫為本透過MARVS 理論找出兩者在參與角色的語義、名詞化以及修改方式上的

分別，找出該組近義詞的語義、語法、搭配關係、參與角色以及語用表現。 

（二）吳佩晏、鄭縈（2011） 

吳佩晏、鄭縈（2011）同樣以語料庫為本，從中抽取語料，並以詞義區分作為語義

分析原則，首先從共時的角度分析出「依」、「據」與「依據」三個詞彙的語義、詞義，

接著將找出的語義、詞義配合語料庫，統計出各詞類與義項的分布狀況和頻率，進一步

觀察語料庫中「依」、「據」與「依據」三者的句法分布以及搭配關係，最後根據分析結

果列出三者不同詞類與義項的分布關係，並綜合比較三者在現代漢語中的句法及搭配特

徵，找出「依」、「據」與「依據」該組近義詞的核心詞彙、語義的使用頻率、各義項的

句法和搭配關係。 

（三）王智儀（2012） 

王智儀（2012）透過語料庫觀察「建立、成立」的實際使用情況，並藉由使用範圍

以及側重點、句法功能分布、詞彙搭配限制觀察該組近義詞在句中的異同，並試用詞項

前後的共現成分整理出：過程可否連續性[±CONTINUOUS]、行動是否積極[±ACTIVE] 、

動詞有無結合性[±COMBINING]三種辨析兩詞的基本語義特徵，最後再以 MARVS 進行

驗證，檢視兩詞的語義結構及屬性。 

以上劉美君等（2001）與王智儀（2012）都採用 MARVS，下一節針對 MARVS 加

以介紹。 

2.2 MARVS理論在近義詞辨析之研究綜述 

MARVS（Module-Attribute Representation of Verbal Semantics）是張麗麗、陳克建與

黃居仁（2000）為表達每個動詞義項間的語義訊息結構提出的一種動詞語義表達模式，

主要是藉由事件訊息（Eventive information）下的事件模組（event modules）和參與角

色模組（role modules）（圖一）兩個模組下更細部的內部屬性進行分析，藉由每個義項

中均有其代表獨特的表徵內容以及所表達的一個特殊事件結構來判別近義詞語義（詞義）

之間的不同，藉由這套理論判別出動詞的使用狀況。 

 

 
圖 1 動詞語義表達模式基本架構圖2

 

 

參與角色模組下的參與角色內部屬性（Role-internal attributes）就是指角色本身的特

性，由於該語義的理解會影響動詞的內部屬性和使用情況，而特別標示出來。其中作為

參與角色內部屬性的有意志（volition），是主事者具有行使此動作的意圖。 

                                                 
2以上圖表擷取自巫宜靜、劉美君（2001），頁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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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小結 

透過上述的分析，說明了語料庫的應用實為現今的語言學建立了更客觀和科學的根

基，不論是對語法、句法現象的考察、語義因素的探討、詞語、句型的搭配關係或是語

用語境效用的評估等，都能夠透過語料庫大量的統計數據以及客觀的分析方式探究並了

解語言現象的全貌，而除了運用語料庫作為研究近義詞的方法之外，MARVS 理論之運

用亦成為觀察與分析語言的另一研究方法，藉由該動詞詞彙語義所傳達出的使用情形、

表徵內容或一個特殊事件結構等，進而判別近義詞語義（詞義）之間的不同。因此本研

究將運用語料庫提供的客觀數據，結合MARVS理論就實際語義傳達的情況找出「討論」

與「商量」兩近義詞的異同之處。 

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方法與流程 

本文採用的研究方法為語料庫語言學以及內容分析法。 

一、語料庫語言學：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為語料來源，就討論與商量使用情況進

行研究分析。藉由抽樣「討論」與「商量」兩者在語料庫中，所屬的詞性比例、使用該

詞彙的主語情況、該詞彙後面所搭配的關係以及搭配關係的詞性比例，將統計出的數據，

結合「討論」與「商量」的語義進行比對，整理並比較「討論」與「商量」兩者的異同，

找出結論與提供相關教學建議。 

二、內容分析法：針對從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中選出的語料，運用 MARVS 理論

進行研究，根據兩者在參與角色特性中的主事者、地點、漸生題旨三分析要素進行分析，

找出兩詞彙的相異處，從語言學習和語言教學角度提出相關教學建議。 

首先，就「討論」與「商量」在辭典中的釋義進行分析，找出不同辭典中兩詞彙的

語義，接著分析三本常見的華語教材，《實用視聽華語》、《新實用漢語課本》以及《當

代中文》中對「討論」和「商量」的用法及解釋中的用法、解釋及例句，接著比對從教

材中提取的例句，以辭典裡的釋義進行分析，希望能找出可作為區辨「討論」和「商量」

的語義異同處。 

接著進入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網站3，輸入「商量」與「討論」，得到不分使用範

圍及詞類的「商量」共 126筆語料以及「討論」2534筆語料。在初步分析過程中，扣除

「討論」中句式完全重複的 20 筆資料，「討論」有效語料為 2514 筆，根據計算信賴區

間值網站4得出 2514 筆語料的 95%信賴區間值為 333筆，因此將該 2514 筆資料在 excel

中輸入公式，使每個語料均分配獨特的隨機數，之後根據得出的隨機數從大到小進行排

序，選出前 333筆隨機數數值大的語料為本次「討論」之研究樣本。 

根據此次研究的 333筆資料「討論」語料以及 126筆「商量」，進行詞類標記整理，

之後搭配劉美君等（2001）的分析，數據化地整理出「討論」和「商量」的語法功能及

搭配關係，並作一說明。 

最後，就詞項的前後共現成分，找出兩詞的差異，利用MARVS 理論的參與角色特

性中的主事者、地點、漸生題旨，作為分析的方向，分別找出兩詞所代表的表徵內容或

使用情形等，最後就結果分劃兩詞的異同。 

3.2 小結 

本文主要參考（巫宜靜、劉美君，2011）分析近義詞的方法及模式進行研究，根據

                                                 
3中央研究院漢語平衡語料庫（簡稱 Sinica Corpus）第 4.0 版 http://asbc.iis.sinica.edu.tw/。 

4
 https://www.surveysystem.com/sscal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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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辭典及專書找出「商量」、「討論」兩者詞義進行分析，並透過語料庫觀察兩詞實際

的使用情形，輔以MARVS 理論找出語法功能、搭配關係、參與角色特性、語用表現進

行對比，釐清與區辨兩詞的異同。 

四、分析結果與討論 

4.1 「討論」與「商量」辭典釋義與華語教材之分析 

首先分析《實用視聽華語》、《新實用漢語課本》以及《當代中文》中對「討論」和

「商量」的用法及解釋，發現三本教材對於該組詞彙的解釋均標示一項表動詞的語義及

用法，之後便無其他對該詞的解釋及練習，然而「討論」與「商量」兩詞在辭典中的釋

義卻有所不同，因此兩者在語義上，必有所分別，以下就「討論」與「商量」辭典釋義

整理列表如下： 

 

表 1「討論」與「商量」辭典釋義 

討論 商量 

交換意見 交換意見 

探討原因 相互討論 

說明某些事物的優缺點、闡發事實  

進行辯論  

 

（3）今天下午開會，是為了討論獎金分配的事情5。 

（3a）今天下午開會，是為了商量獎金分配的事情6。 

（4）有事好商量，別生氣7。 

（4a）*有事好討論，別生氣。 

（5）這個研究所常常舉行討論會8。 

（5a）*這個研究所常常舉行商量會。 

 

將例句（3）的「討論」和「商量」以「交換意見」作為解釋，則（3a）在語義上

是可以被接受；然而在例句（4）、（4a）中，「討論」和「商量」以「探討原因」和「互

相討論」作為解釋，則（4a）變成了病句 ；在例句（5）、（5a）中，將「討論」和「商

量」解釋為「進行辯論」和「交換意見」同樣會形成（5a）病句。雖然兩者在辭典釋義

裡是不同的，但是將該釋義運用在華語教材的例子中，有些例子卻會成為病句，而成為

病句的原因卻很模糊，無法作為有效區辨兩詞異同的依據及方法，因此不僅華語教材中

對於「討論」與「商量」的簡易解釋與用法不能夠作為辨別兩者異同的方法，單就辭典

中的語義亦無法作為區辨異同的依據，因此後面將輔以語法功能及 MARVS 理論中的參

與角色理論進一步分析。 

                                                 
5例句取自於《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008：頁 678）。 

6同上。 

7例句取自於《學漢語近義詞詞典》，（趙新、李英，2009：頁 388）。 

8例句取自於《HSK 近義詞區辨與練習》，（方緒軍、張新明， 2003：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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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討論」與「商量」語法功能與搭配關係 

以下透過劉美君等（2001）對現代漢語語法信息辭典詳解中的分析，運用平衡語料

庫將「討論」和「商量」的語法功能及搭配關係做簡單的整理與分析如下： 

表 2「討論」和「商量」語料詞性及搭配整理表 

 

此 333 筆「討論」在原有詞類標記中，有 21 筆原詞類標記為 VE（動作句賓述詞）

的資料，其實應為 Nv（名謂詞），如：「進行相關事項的協調與討論…」，經修正後將 21

筆歸為名詞詞類，結合原詞類標記中的 NA（普通名詞），得出「討論」為動詞的筆數有

264筆（79%）；「商量」125筆（99%）；「討論」名詞 69筆（21%）；「商量」1筆（1%）。 

在現代漢語語法信息辭典詳解一書中，提到「討論」與「商量」差別在於：「討論」

可名詞化，前可多加一個名詞，也可當＂有＂的賓語，如：「這個集合學術討論、蒐集

資訊…」；而在漢語近義詞用法辭典中，也提到當「討論」作為名詞時，可做為主語或

賓語，如：「學術討論會」，因此只有「討論」可作為名詞使用，其前後均可接名詞，「商

量」不能當名詞，且前面不可加名詞，後面接名詞的機率也小於「討論」。而當「討論」

和「商量」為動詞時，可作為主語、賓語、謂語和定語，後面可接結果補語或趨向補語，

如：「環保問題討論得怎麼樣？」、「又拉店主去櫃檯商量了一陣子。」其他語法功能也

頗為接近。以下就詞項的前後共現成分，找出兩詞的差異。 

4.3 「討論」與「商量」參與角色特性 

（一）主事者（Agent） 

「討論」和「商量」的主語皆有「有生、無生」[±ANIMAL] 的主事者，以及無主

 討論 商量 

詞性 
Na Nv VE Nv VE 

數量 
13 56 264 1 125 

比例 
21% 79% 1% 99% 

有賓 有    

前名 可    

後名 
 29%  7% 

句賓 
 2%  5% 

動趨 
 趨  趨 

了著過 
 7%  16% 

在 
 在  在 

重疊 
 ABAB  ABAB 

謂 
 可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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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的情況，如：人、學生、政府等等。以下就兩者分析列表如下： 

 表 3「討論」和「商量」主語比較 

 

 範例 討論 商量 

有生 

人稱代名詞 我、你、我們、他們、大家… 
17% 

45% 

一般人 人名、學生、小朋友… 13% 37% 

有特殊專長、地位 大哥、村長、專家、主管、將領、代表… 13% 9% 

無生 
組織、機構 公司、公會、小組、學校… 28% 8% 

政府 政府、國家、教育局、行政院、市政府… 19% 0% 

 
無主語 觀點、問題、標題… 10% 1% 

  

（6）我就跟姊妹淘商量，如何來安排兒子的日子。 

（7）我們又何須終日在玩弄討論不同廠牌的相機、不同焦距… 

（8）吳宗憲曾與公司商量，彭達以一小時 20萬元高酬，有意與他簽下 500小時。 

（9）公車票價調整方案，本來就是屬於人人可以討論的公共政策問題。 

（10）黃村長找外省佬老郎商量，讓阿忠歸回劉家名下… 

（11）經由國內多位專家討論後，已將此疾病之病例定義、診斷標準、水塔消毒方 

法、流行時應實施措施等均研擬出來。 

（12）主辦單位和多利安經紀公司討論，不能讓對廣州的「邱澤迷」黃牛。 

（13）在核定考績的過程中，並非專擅獨行，需由考績委員會討論簽報… 

（14）行政院若覺窒礙難行，大可再行覆議，無須多做討論。 

（15）這不就是很流行的一句怨言：「真主義，假商量。」嗎？ 

（16）討論：中西記譜法發展比較。 

表四的比較中，「商量」有生[+ANIMAL]的比例佔 91%；「討論」則佔 43%，可以

看出「商量」在主語的使用上，多為有生的人稱代詞、一般人等，在無生的主語比例使

用偏低；相反的，「討論」在使用上偏向組織、機關或政府等無生[-ANIMAL]的主語，

兩者在主語的使用選擇上有了差異。 

（二）地點（location） 

分析出主語的使用差異後，接著從使用的地點（location）分析兩者常出現的情況，

驗證主事者的主語使用和使用的地點語境是否有關聯。以下就兩者分析列表如下： 

表 4「討論」、「商量」使用地點的比較 

 範例 討論 商量 

正式場合 政府、國家、商業公司、學術場合… 85% 17% 

非正式場合 家、對話… 15% 83% 

根據語料庫中「討論」和「商量」的分析，兩者的使用地點呈現明顯的差異，「討

論」常被運用在較正式的場合中；「商量」則常運用在非正式的場合中。而「商量」常

運用於非正式場合這點，也與閏從發（2006）的研究，指出現代漢語中「商量」主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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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化的對象和日常瑣碎之事有關，在具有社會性或國際性等重大的問題、場合及議題

時，反而不適合使用「商量」而是使用「商榷」較為妥當的論點相符合。 

（三）漸生題旨9（incremental theme） 

從語料庫分析中「討論」和「商量」之後產生的結果發現，「討論」有時候是為了

要達到觀點的交流而使用，而所要交流的觀點，不一定會有結果或結論，具有開放式的

結果（見例 17、18、19），「討論」不一定會有結果或結論這一點，亦與劉美君等（2001）

的研究中提出的“潛在的結果”
10符合，且由於多出現在正式語境中做交流觀點之用，故

在使用語氣上，較為婉轉；相反的，「商量」通常是主事者與受事者就已經確認的某特

定主題或問題進行交流，因此「商量」的結果通常具有可預測性或確定性（見例 20、21、

22），產生的封閉性結果與「討論」的開放性結果相異，且由於雙方就已確定的問題進

行交流，為使結果具有確定性，故「商量」在使用語氣上，較為直接。 

（17）三、創作艱辛，後繼乏人報導文學的創作不易，從方法論的討論可窺見一二。 

（18）對此議案將來如何修改？希望一些客家雜誌多多提出討論。 

（19）由於課程也討論人與超越界的關係，因此也牽涉到宗教崇拜。 

（20）他已和蘇澳警分局商量，颱風來時，讓海上旅館入港，大陸船員則住進南天。 

（21）我昨天還收到她的一封信，要我回去在機場住兩天，和我商量結婚的事。 

（22）主人與猴子商量「早上吃三個桃子，晚上吃四個桃子，如何？」 

五、結語 

以下就「討論」和「商量」在辨析上的相異與結果列表如下： 

表 5「討論」、「商量」辨析結果比較 

 討論 商量 

詞性 動詞、名詞 動詞 

語法 有賓、前可加名詞  

主事者 有生、無生、無主語 有生 

地點 正式、權威 非正式、生活化、大眾化 

主題 觀點 明確問題 

結果 開放式、不一定有結論 封閉式 

語氣 婉轉 直接 

「討論」在詞性上，具有動詞和名詞兩種用法，因為具有名詞詞性，因此在語法上，

比只具動詞的「商量」多了「有賓」和「可再名詞的討論前面再加一個名詞」兩種語法

功能。而在主語及語境上「討論」和「商量」也具有明顯且不同的取向，亦與其他學者

的研究發現相符合。最後，探究兩者在經歷「交流」後產生之結果物，除了發現「討論」

的結果是開放式，可以有結論，也可以沒有結果，對比「商量」的結果通常具有確定性，

往回追溯造成兩者結果不同的原因，也發現「討論」的主題通常是一個觀點，主事者與

受事者就該觀點交流，因此結果呈現開放式的，不一定會有結果，但「商量」卻是主事

者與受事者就一明確的主題或是問題進行交流，故結果通常是可預期或是確定的。 

                                                 
9
 根據王智儀（2012）對漸生題旨的闡述為表示經歷該事件後產生之結果物。 

10
 根據劉美君等（2001）提到「討論」可以用在 Potential outcome 之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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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京郊方言「兒化」的歷時演變探索國語音系的特徵與音

韻結構 

 

李文肇（Chris Wen-Chao Li） 

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外文系 

wenchao@sfsu.edu 

摘要 

「兒化」是國語音系中的重要詞形音變，在音位與音節結構之建立中扮演重要的

角色。本文採取動態的歷時性觀點加以描繪，試圖以普世音變規律捕捉北京世代間的

兒化差異，並在北京近、遠郊的河北方言中探索兒化的過去與未來。 

對於北京近郊的保定、滿城、定興、定州、清苑、易縣、高碑店等縣市，本文分

析兒尾與兒化的分布規律，發現兒化過程嚴格遵守前尾韻（–i, –n）＞開尾韻＞後尾韻

（–ŋ, –u）的演變順序，開尾韻類並且是由中、低元音擴散至高元音。此順序可藉由元、

輔音共享特徵的緊縮點式特徵幾何樹 （constriction-based feature geometry） 巧妙捕捉，

並藉由「避同原理」（Obligatory Contour Principle） 說明由兒尾轉兒化的變化機制。在

北京近、遠郊的廊坊、密雲、遵化、昌黎、滄州、衡水、臨西、魏縣、邯鄲、清東陵、

石家莊、承德市等地，我們則發現兒化後元音的歸併，可藉由一步到位的特徵脫落解

釋其分布。 

關鍵詞：兒化、音變、音節結構、區別特徵、國語音系 

一、前言 

音素分布與詞形變化是音位系統斷定的兩大工具，而兒化又是諸多官話語系中唯

一覆蓋面相對較全面的詞形變化，也因而在國語音系的建構中扮演了關鍵腳色：橋本

萬太郎（1970）、傅一勤（1981）、王理嘉（1985）、王志潔（1993）、吳玉雯（1994）

等學者在推斷國語音位時都曾考量兒化後的詞根形變。 

然而學者們在試圖描述北京兒化的同時也難免遇上一個難題，那就是北京兒化的

形變規則在不同母語者口中所呈現的型態並不一致。關於此，薛鳳生（1986:84）即有

所著墨： 

在兒化這個問題上，即使是那些說最標準的北京話的人，也分好幾派。對於不同

派的人來說，韻母在兒化的時候，變化並不完全一樣。 

北京話韻母在兒化時的差異，不少學者將之歸因於世代間發音方式的不同。趙元

任 （1965:59, 64; 1980:26, 29）即說明，北京的「老一輩」口中的開尾韻詞根兒化形式，

與前尾韻詞根兒化形式有明顯區別： 

嘎兒≠竿兒（a+er ≠ an+er） 

歌兒≠根兒（ȇ+er ≠ en+er） 

此組發音，「年輕一輩」則並不加以區分： 

嘎兒＝竿兒（a+er = an+er） 

歌兒＝根兒（ȇ+er = en+er） 

王輔世（1963:117）同樣也認為新舊發音兒化方式不同： 

各家對少數平舌韻變為捲舌韻以後歸類問題，也就是平舌韻與捲舌韻的對應關係

的問題還有不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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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王輔世所謂「老北京人的內城話」，其韻母合併方式相當於趙元任的「年輕一

輩」，而其所謂的「新移民」，亦即解放後外地到北京的人，其發音卻類似趙元任的

「老一輩」口音，可說是新舊對調。三十年後描述北京兒化的王志潔（1993:184），其

說法與王輔世相同。我們由年代可推斷，出生於十九世紀末的趙元任，其口中的「老

一輩」應指清末京城音，而「年輕一輩」則是民國音；民國音則相對成了王輔世與王

志潔的「老一輩」，而其「年輕一輩」則指解放後中國大陸的新讀音。北京話兒化的反

覆演變可見一班。 

表 1：北京話兒化形式的世代差異 

 清末讀音（從分） 民國讀音（從合） 解放後讀音（從分） 

 嘎兒≠竿兒 

歌兒≠根兒 

果兒≠滾兒（＝鬼

兒） 

嘎兒＝竿兒 

歌兒＝根兒 

果兒＝滾兒＝鬼兒） 

嘎兒≠竿兒 

歌兒≠根兒 

果兒≠滾兒（＝鬼兒） 

趙元任 [1892-1982] 

（1965:59, 64; 

1980:26, 29） 

老一輩 新一輩  

王輔世 [1919-2001] 

（1963:117） 

 老北京人（內城話） 新移民（解放後外地到北京的人） 

王志潔 [1943-] 

（1993:184） 

 老人 年輕人（北京話與周遭其他方言互

動頻繁所產生結果） 

 

對於北京兒化的世代間差異，學者們在音位系統描述上多半是選取兩世代其中之

一作為描述對象，而捨棄另一世代之語料。王志潔（1993:184）所選為開尾韻、前尾韻

分明的解放後讀音，而吳玉雯（1994:261）則基於「個人發音習慣」選擇民國讀音。 

本文則採取與上述不同的做法：與其忽視新舊世代間之變異，不如擴大觀察其演

變機制，透過世代間差異以及更大範圍的京郊、大河北方言所反映的兒化發展經過，

了解兒化演變的機制及其背後所反映的語音特徵結構，藉以進一步了解國語的音位系

同與音節結構。 

二、方言語料 

以下比較河北省 21 個方言點的兒尾與兒化分布。在此之前，先對「兒尾」與「兒

化」給出定義。所謂「兒尾」，指的是附加詞素「兒」在附屬詞根後獨立成音節，且保

留自己的元音。如表 2 所示，「根兒」一詞若讀為雙音節的[kən.əɹ]，則「兒」綴所呈現

的方式為兒尾。而相對於「兒尾」，「兒化」所指則是「兒」綴不再獨立成音節，與詞

根兩者融合為單一音節。表 2 中，「根兒」一詞若讀為單音節的[kəɹ]，則是典型的兒化

表現。在兒尾轉為兒化的過程中，有時會出現兩者之間的過渡形式，最常見者為保留

詞綴元音之單音節融合，或兒尾、兒化兩可的自由變體分布。 

  

表 2：兒尾、兒化及其過渡形式 

 根兒 歌兒 羮兒 

兒尾 kən.əɹ kɤ.əɹ kəŋ. əɹ 

（過渡形式）  kɤəɹ  

兒化 kəɹ kɤɹ kə̃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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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依據以上三種兒化進展層級，我們將京郊河北方言分為三類：（一）「分離型」

方言指的是兒尾尚未完全消失，仍有部分「兒」詞綴獨立成音節的方言；保定方言即

屬於此類；（二）「合併型」方言指的是兒尾已全消失，所有「兒」綴皆須與詞根融合

為單一音節（但融合後元音尚未大規模合併）的方言；廊坊方言即屬於此類；（三）

「歸併型」方言則是在「合併型」之後，元音分布出現大規模合併現象，使得加綴後

的元音空間簡化；承德市方言即屬於此類。 

三種兒化層級，我們認為反映了兒化發展的先後：「歸併型」方言是走在最前緣，

兒化發展最為成熟的案例；「合併型」方言處於兒化發展過程的中間點；而「分離型」

方言則發展最為緩慢，反映早期由兒尾轉為兒化的初始現象，也因而我們假定兒化最

初是由兒尾弱化而來。關於此，出生於清末的語言學家趙元任（1892-1982）即曾經親

歷北京話全面帶兒尾的早期階段： 

旗人常把「ㄦ」這個指小詞尾（diminutive suffix）念成一個單獨的音節。例如：

「兔兒爺」旗人的說法是 tuh.erl-ye，而當地人就說「兔ㄦ爺」tull-ye。但自從辛亥革命

以後，禁宮開放了，旗人都改了漢姓，而且都搬到城裡各處居住，現在兩種口音就幾

乎完全沒有差別了（趙元任，1965:187；1980:75）。 

然而全面帶兒尾的河北方言，據高兵、吳繼章（2010:35）調查，在二十一世紀已

不復存在。趙杰（1996:117）對於兒化的產生則有另一套說法，認為是滿人說漢語時

「來」、「裡」、「日」等帶流音聲母的常用詞素弱化的結果： 

滿語的邊、顫音 [l] 和 [r] 實際音質是舌尖後的 [ɭ] 和 [ɻ]，在滿語向漢語轉換的迅猛

趨勢下，旗人在口語中自然模仿漢語，會不自覺地用母語的舌尖後音來代替目的語的

舌尖中音，再順從滿語邊、顫音習慣，也把自己說的漢語輕音中的邊、顫音轉成 [ɚ] 

音，因此產生了這些可稱為旗人漢語的兒尾詞。  

以上趙杰（1996）所述，或可視為清初滿人習得漢語、產生「兒」詞綴的初始階

段；而趙元任（1965）則是敘述清末「兒」詞綴已普及，由兒尾邁向兒化的進一步發

展。而以下關於二十世紀末河北諸方言的兒化演變，可當作是「兒」詞綴持續弱化的

下一步。 

2.1 分離型方言 

首先描述「分離型」方言的兒尾與兒化。屬於「分離型」的方言包括高碑店、易

縣、定興、滿城、定州、清苑、安國與保定市，主要分布於北京市西南的保定縣。方

言語料來自陳淑靜（1986；1988）、陳淑靜、許建中（1997）、王遠新、張陽、李暖冬 

（1997）、河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2005）、李巧蘭（2007）、李旭（2008）以及高兵、

吳繼章（2010）等學者所做的方言調查。 

「分離型」方言的兒化有諸多共同特點。首先，當詞根帶前韻尾–i 或–時，「兒」

詞的 ɹ音直接佔據韻尾位置，取代詞根原有的韻尾。也就是說，當詞根韻尾為前輔音或

前元音時，只允許兒化，不允許兒尾的存在。 

與之相反的是，當詞根韻尾為後元音–u 或後輔音–ŋ 時，在多數方言中只允許兒尾，

不允許兒化；部分方言並在兒尾音節首添加贈補式輔音 w或 ŋ。 

表 3：分離型河北方言之兒化形式 

 前尾韻（–i, –n） 開尾韻（–ø） 後尾韻（–ŋ, –u） 

 -in, -ən, -an, -ei, -ai -ɨ, -i, -y, -ɛ, -ɤ, -ɑ, -o, -u -iŋ, -əŋ, -ɑŋ, -ou, -ɑu 

清苑  

（李巧蘭 2007:42-43） 
兒化 

過渡：中元音 

 [ɛ] = 過渡 
兒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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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ɤ] = 過渡 

 [o] = 過渡 

兒尾：低元音與高元音 

 [a] = 兒尾  

 [i] = 兒尾 

 [ɨ] = 兒尾  

 [u] = 兒尾 

 [y] = 兒尾 

定州 

（李巧蘭 2007:39-40） 
兒化 

兒化：前低元音 

 [a] = 兒化 

過渡：中元音 

 [ɨ] = 過渡 

 [ɛ] = 過渡 

 [ɤ] = 過渡 

 [o] = 過渡 

兒尾：高元音 

 [i] = 兒尾 

 [u] = 兒尾 

 [y] = 兒尾 

兒尾 

（詞根韻尾為兒尾韻頭） 

定興  

（張世方 2003:21; 2008:81-

82; 王福堂 2002:82; 陳淑

靜、許建中 1997:35-38） 

兒化 

兒化： 

 [a] = 兒化 

過渡： 

 [ɛ] = 過渡 

 [o] = 過渡 

兩可（兒尾或過渡）： 

 [ɤ] = 兩可 

 [u] = 兩可 

兩可（輕聲詞可兒化）:  

 [ɨ] = 兩可 

 [i] = 兩可 

 [y] = 兩可 

兒尾 

易縣  

（王遠新、張陽、李暖冬 

1997:96-98） 

兒化 

兒化：中元音與低元音 

 [a] = 兒化 

 [e] = 兒化 

 [ə] = 兒化 

 [o] = 兒化 

兩可：高元音 

 [u] = 兩可 

兒尾：高元音 

 [ɨ] = 兒尾 

 [i] = 兒尾 

 [y] = 兒尾 

兒尾（以下除外）: 

 [uŋ] = 兩可 

高碑店  

（高兵、吳繼章 2010:36） 
兒化 

兒化：前元音與央元音 

 [ɨ] = 兒化 

 [i] = 兒化 

 [y] = 兒化  

 [e] = 兒化 

 [ə] = 兒化 

 [a] = 兒化  

兒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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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可： 

 [y] = 兩可 

兒尾：後元音 

 [u] = 兒尾 

 [o] = 兒尾 

安國  

（李巧蘭 2007:45-46） 
兒化 

兒化：中元音與低元音 

 [ɨ] = 兒化 

 [e] = 兒化 

 [ɤ] = 兒化 

 [o] = 兒化 

 [a] = 兒化 

過渡：高元音 

 [i] = 兒尾 

 [u] = 兒尾 

 [y] = 兒尾 

兒尾 

（詞根韻尾為兒尾韻頭） 

保定市  

（陳淑靜 1986:113-114; 河

北 2005:54-56, 老一輩） 

兒化 
過渡 

（帶有 [ə]元音的兒化） 

兒尾 

（詞根韻尾為兒尾韻頭） 

滿城  

（陳淑靜 1988:105-106） 
兒化 兒化 

兒尾 

（詞根韻尾為兒尾韻頭） 

 

而當詞根不帶韻尾時，各方言對於「兒」綴的處理則較為多元：部分元音只可兒

化、部分元音只加兒尾。如易縣方言（王遠新、張陽、李暖冬，1997:96-98），遇低元

音與中元音時必須兒化，而遇高元音時則保留兒尾（元音 u 則兒化、兒尾兩可）。而高

碑店方言（高兵、吳繼章， 2010:36）則遇前元音與央元音必須兒化（元音 y則兒化、

兒尾兩可），然而後元音只可連接兒尾。 

此區也有不少方言出現兒尾與兒化之間的過渡形式。在清苑方言（李巧蘭，

2007:42-43）中，開尾韻中元音詞根可兒化，但仍保留「兒」綴的過渡元音；而高元音

與低元音詞根則只能連接兒尾。在定州方言（李巧蘭，2007:39-40）中，低元音詞根可

兒化、高元音詞根接兒尾，而中元音詞根則屬於帶過渡元音的中間形式（李巧蘭，

2007:39-40）。在安國方言（李巧蘭，2007:45-46）中，開尾韻的低元音與中元音詞根可

兒化，而高元音詞根則屬於過渡形式。在保定市方言（陳淑靜，1986:113-114；河北省

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2005:54-56，老一輩發音人）中，所有開尾韻詞根皆屬於過渡形式。 

許多方言也出現兒尾與兒化兩可的局面：易縣（王遠新、張陽、李暖冬 1997:96-

98）的開尾韻 u 韻母以及高碑店（高兵、吳繼章，2010:36）的開尾韻 y 韻母即如此。

在定興方言（陳淑靜、許建中，1997:35-38）中，有兩種兩可情形的出現：開尾韻的後

元音 ɤ 與 u 允許兒尾與過渡型兒化；開尾韻的高元音 i、ɨ 與 y 只有在詞根聲調為輕聲

時偶爾允許兒化。 

由以上方言語料可見，兒化的演變並非一步到位，而是逐步形成：某些形式的音

節較易兒化，某些形式的音節較難兒化。語料顯示，詞根韻尾為–i 或–n 時最容易兒化，

而詞根韻尾為–u 或–ŋ 時最難兒化。開尾韻詞根則介於兩者之見，偶爾亦出現過渡形式

或兩可局面。 

有學者試圖對兒化演變的步驟做出排序。李巧蘭（2007:121）即寫道：「變化最快

的是開尾韻中的 a、o、e 和––n 尾韻，然後是–i 尾韻，再次是高元音開尾韻 i、u、y、ɨ，

最後是–ŋ尾韻和–u尾韻。」而李旭（2008:78-79）的排序則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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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尾 ● ● ● ● ● ● ● 兒化 

 韻尾 u 

韻尾 ŋ 

韻母 u 韻母 ɨ 

韻母 i 

韻母 y 

韻母 ɤ 

韻母 a 

韻母 o 

韻母 ua 

韻母 uo 

介音 i 

介音 y 

韻尾 i 

韻尾 n 

 

 

而本文基於 21個方言點所得出的排序則不同於以上二者，將兒尾到兒化的演變分

為下列幾個不同步驟：  

 步驟 1：將帶有–i或–n韻尾的詞根予以兒化 

 步驟 2：將開尾韻之詞根予以兒化，其個別順序為： 

o 步驟 2.1：將帶中元音之開尾韻詞根予以兒化 

o 步驟 2.2：將帶後高元音 u之開尾韻詞根予以兒化 

o 步驟 2.3：將帶前高元音之開尾韻詞根予以兒化 

 步驟 3：將帶有–u或–ŋ韻尾的詞根予以兒化 

以上各步驟並未提及開尾韻低元音/a/以及高央元音/ɨ/，理由是不同方言對此二音

的處理方式有所不同：在定州、定興、易縣、安國與高碑店等方言點，/a/元音在步驟

1 即被兒化，而在清苑則要等到步驟 3。同樣的，/ɨ/元音在安國與高碑店於步驟 1 即兒

化，而在清苑與易縣則須等到步驟 3。此類元音的特殊表現，在第 3.3 節將有詳細說明。 

2.2 合併型方言 

以下討論已全面兒化，不再允許兒尾出現的京郊方言，其分布範圍包括北京市東

北的密雲、承德市、清東陵、遵化、昌黎等縣市；東南的廊坊、滄州、衡水、臨西等

點，以及河北省南緣的魏縣、邯鄲、石家莊等地，語料來源為王遠新、張陽、李暖冬 

（1997）、張世方（2003）、河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2005）、馬志俠（2007）以及車

慧（2010）等不同學者所收集的方言調查。 

表 4：合併型河北方言之兒化形式（低元音） 

 前尾韻（-ai, -an） 開尾韻（-a） 後尾韻（-aŋ） 

石家莊  

（河北 2005:70-71） 
ɐɹ aɹ ãɹ 

廊坊  

（河北 2005:24-25） 
ɐɹ aɹ ãɹ 

北京（從分不從合） 

（張世方 2003:22-23） 
ɐɹ aɹ ɑ̃ɹ 

在此類方言中，廊坊和石家莊方言可算是處於兒化發展過程的中間點：既不允許

兒尾存在，也尚未將兒化後的韻母大量歸併。 

表 5：合併型河北方言之兒化形式（中元音） 

 前尾韻 開尾韻 開尾韻 開尾韻 開尾韻 後尾韻 

 （-ei, -ən） （-ɨ） （-ɛ） （-ɤ） （-o） （-əŋ） 

石家莊  

（河北 2005:70-

71） 

əɹ ɨəɹ ɛɹ ɤɹ oɹ ɤ̃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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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  

（河北 2005:24-

25） 

əɹ əɹ ɛɹ ɤɹ oɹ ə̃ɹ 

北京（從分不從

合）  

（張世方 

2003:22-23） 

əɹ əɹ ɛɹ ɤɹ oɹ ə̃ɹ 

 

2.3 歸併型方言 

由北京南郊往東北移動，則可見到合併型兒化逐漸轉型為元音體系更為簡化的歸

併型兒化。位於北京東北的密雲區，其兒化方式與趙元任筆下的「年輕一輩」發音即

不謀而合： 

嘎兒＝竿兒（a+er = an+er） 

歌兒＝根兒（ȇ+er = en+er） 

而在河北東南的某些縣市，其兒化後韻母歸併方式則異於密雲。河北南緣的魏縣，其

後鼻音韻尾 ŋ在兒化後全面消失，使之與開尾韻詞根的兒化形式相同： 

缸兒＝嘎兒≠竿兒（ang+er = a+er ≠ an+er） 

羹兒＝歌兒≠根兒（eng+er = ȇ+er ≠ en+er） 

表 6：歸併型河北方言之兒化形式（低元音） 

 前尾韻（-ai, -an） 開尾韻 （-a） 後尾韻 （-aŋ） 

臨西  

（車慧 2010:32-34） 
ɐɹ aɹ ãɹ 

北京（從合不從分） 

（趙元任 1965:59, 64） 
aɹ aɹ ɑ̃ɹ 

密雲  

（張世方 2003:22-23） 
aɹ aɹ ãɹ 

昌黎（河北 1960:32-34; 張

世方 2003:22-23） 
ɐɹ ɑɹ ɑɹ 

衡水  

（河北 2005:82-83） 
ɐɹ ɑɹ ɑɹ 

滄州 

（河北 2005:94-96） 
ɐɹ ɑɹ ɑɹ 

魏縣  

（河北 2005:110-112） 
ɐɹ ɑɹ ɑɹ 

遵化（王遠新、張陽、李暖

冬 1997:87-88; 馬志俠 

2007:31-32） 

ɐɹ aɹ aɹ 

清東陵（王遠新、張陽、李

暖冬 1997:60-62, 老一輩） 
ɐɹ aɹ aɹ 

承德市  

（張世方 2003:22-23） 
ɐɹ ɐɹ ɐɹ 

邯鄲  

（河北 2005:155） 
ɐɹ ɐɹ ɐ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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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越往邊緣地帶，兒化後的元音歸併越為明顯。到了河北東北緣的承德市，前後

尾韻詞根與開尾韻詞根在兒化後已全面合併： 

缸兒＝嘎兒＝竿兒（ang+er = a+er = an+er） 

羹兒＝歌兒＝根兒（eng+er = ȇ+er = en+er） 

 

表 7：歸併型河北方言之兒化形式（中元音） 

 前尾韻 開尾韻 開尾韻 開尾韻 開尾韻 後尾韻 

 （-ei, -ən） （-ɨ） （-ɛ） （-ɤ） （-o） （-əŋ） 

北京（從合不從分） 
（趙元任 1965:59, 64） 

əɹ əɹ  əɹ  ə̃ɹ 

密雲 
（張世方 2003:22-23） 

əɹ əɹ  əɹ  ə̃ɹ 

邯鄲  
（河北 2005:155） 

əɹ əɹ ɛɹ ɤɹ oɹ əɹ 

清東陵（王遠新、張陽、李暖冬 

1997:60-62, 老一輩） 
əɹ əɹ eɹ ɤɹ oɹ əɹ 

昌黎（河北 1960:32-34; 張世方 

2003:22-23） 
əɹ əɹ ɜɹ ɤɹ oɹ ɤɹ 

衡水 
（河北 2005:82-83） 

əɹ əɹ ɛɹ ɤɹ oɹ ɤɹ 

滄州  
（河北 2005:94-96） 

əɹ əɹ ɤɹ ɤɹ oɹ ɤɹ 

遵化（王遠新、張陽、李暖冬 

1997:87-88; 馬志俠 2007:31-32） 
əɹ əɹ əɹ ɤɹ əɹ əɹ 

魏縣  
（河北 2005:110-112） 

əɹ əɹ ɤɹ ɤɹ ɤɹ ɤɹ 

臨西 
（車慧 2010:32-34） 

əɹ əɹ ɜɹ ɜɹ ɜɹ ɜɹ 

承德市  
（張世方 2003:22-23） 

əɹ əɹ  əɹ  əɹ 

 

到了河北西北部的陽原（李巧蘭，2007:86）與崇禮（李巧蘭，2007:87）以及南部

的南和（張麗， 2011:13-14），我們看到連元音音高的區別也漸漸泯沒，兒化後的低元

音韻母與中元音韻母歸併：[ɐɹ] > [əɹ]。 

綜合以上，我們可將兒化後的元音歸併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將前尾韻詞根的兒化形式與同高度開尾韻詞根的兒化形式合併。  

 第二階段將後鼻音韻尾詞根的兒化形式與同高度開尾韻詞根的兒化形式合併。 

 第三階段將已全面合併的低元音詞根兒化形式與已全面合併的中元音兒化形式

兩者歸併。 

以上所列三階段在各方言中之呈現有時未必完整齊一：在臨西方言中，第二階段

之後鼻音化元音歸併只適用於中元音，而不適用於低元音。在清東陵方言中，去鼻音

化之低元音不是與開尾韻詞根合併，而是與前尾韻詞根合併。在邯鄲方言中，第一、

二兩階段之元音歸併只適用於低元音，而不適用於中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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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論模型 

以下我們將從語音特徵視角解釋上述兒化音節之分立、合併與歸併現象。首先以

語音特徵幾何樹狀圖（feature geometry）作為分析的基礎。考量到官話音系中前元音

與前鼻音屬性一致，而後元音與後鼻音歸為同類，我們因而採用具備雙套發音器特徵

（articulator features），使得元音空間 V-place 與輔音空間 C-place 享有相同樹狀結構的

特徵幾何模型，詳見圖 1（採自李文肇，1999:8）。 

而為了讓前後鼻音與前後元音屬性更為一致，我們採用王志潔的說法（1993:164-

171），將鼻音韻尾 n 與 ŋ 視為臨界音（亦即帶有 approx特徵，發音器特徵歸在 c-place

下）。而位於韻尾位置的元音 i與 u同樣當臨界音處置，發音器特徵歸在 c-place下，使

之與發音器特徵位於 v-place的韻腹主元音有所區別。 

 
圖 1：緊縮點式特徵幾何樹狀圖（李文肇，1999:8） 

3.1 韻尾之處理 

我們首先解釋為何帶有前尾韻–i與–n的詞根容易而化，而帶有後尾韻–u與–ŋ的詞

根不容易而化。 

表 8：韻尾語音特徵 

   前尾韻  後尾韻 

 ɹ  i n  u ŋ 

approximant +approx  +approx +approx  +approx +approx 

nasal -nasal  -nasal +nasal  -nasal +nasal 

        

C-PLACE CORONAL  CORONAL CORONAL  DORSAL DORSAL 

posterior +post  +post -post    

distributed -distr  +distr -di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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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ɹ   

  |  |   

root tier  ROOT  ROOT  root tier 

     |   

orality tier  NON-ORAL ORAL  ORAL  orality tier 

  | |  |   

voice tier  VOICE C-PLACE  C-PLACE  place tier 

  | |  |   

nasality tier  +nasal LINGUAL  LINGUAL  linguality tier 

   |  |   

   CORONAL  CORONAL  articulator tier 

   -post  +post   

   -distr  -distr   

 

圖 2：兒化時[ɹ]對韻尾[n]的取代 

 

由表 8可見 ɹ綴與各韻尾的特徵分布。表中顯示，ɹ與前尾韻–i和–n同帶有發音器

特徵 CORONAL。當 ɹ與前尾韻–i或–n緊鄰時，兩個 CORONAL相鄰違反了自主音段音位

學中的「避同原理」（Obligatory Contour Principle, OCP─見McCarthy 1986:208），必須

加以修補，修補方式是將 ɹ的根節點（ROOT node）連至韻尾位置，並將原韻尾的根節

點刪除，對韻尾進行全面的同化。 

而當 ɹ與後尾韻詞根緊鄰時，兩者發音器並不相同，沒有違反「避同原理」，因此

兒尾掛在後尾韻詞根之後能夠保留較久。而當後尾韻詞根在合併形方言中發生兒化時，

如圖 3所示，其方式是將 ɹ綴的發音器 CORONAL複製至韻尾（原韻尾本身的發音器並

未刪除），使得後韻尾帶有雙套發音器特徵。而由於韻尾根節點未遭刪除，ŋ的鼻音特

徵也得以保留。 

  ŋ  ɹ   

  |  |   

root tier  ROOT  ROOT  root tier 

     |   

orality tier  NON-ORAL ORAL  ORAL  orality tier 

  | |  |   

voice tier  VOICE C-PLACE  C-PLACE  place tier 

  | |  |   

nasality tier  +nasal LINGUAL  LINGUAL  linguality tier 

   |  |   

   DORSAL  CORONAL  articulator tier 

     +post   

     -distr   

圖 3：兒化時[ɹ]與韻尾[ŋ]的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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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開尾韻音節之兒化 

開尾韻詞根中，ɹ能否移入韻尾位置則視移入後是否違反「避同原理」。首先將所

有相關元音的語音特徵列於表 9，以供比對。 

 

表 9：元音特徵 

  CORONAL   CORONAL  

     DORSAL 

   （underspecified）   

[high] i 
CORONAL, 

[high] 

y 

CORONAL,  

LABIAL,  

[high] 

  ɨ 
CORONAL,  

DORSAL, 

[high] 

u 

DORSAL,  

LABIAL,  

[high] 

（underspecified）   e 
（later inherits 

CORONAL through 
assimilation from 

medial onglide） 

ə ɤ 

DORSAL 

o 

DORSAL  
（later inherits LABIAL 

through assimilation 

from medial onglide） 

PHARYNGEAL      ɑ 

PHARYNGEAL, 

DORSAL 

 

由表 9可見，不帶 CORONAL特徵的元音（其中包括低元音 ɑ、中元音 e、ɤ、o以

及後高元音 u）在兒化時不會違反「避同原理」，因此理當較能接受 ɹ置入韻尾位置。

其中低元音 ɑ與中元音 e、ɤ、o對 ɹ完全沒有阻礙，最容易兒化；而後高元音 u雖然不

帶 CORONAL特徵，但另有開口度特徵[high]，使得特徵空間相對較為擁擠。而各主要元

音中最難兒化的則是前高元音 i、y以及央高元音 ɨ：他們由於帶有 CORONAL特徵，因

而必須進行修補，修補方式為刪除元音 C-PLACE底下的發音器特徵，使該元音變為無發

音器標示的中性元音 ə。 

根據以上元音屬性，我們將開尾韻詞根的兒化難易分為三個層級： 

 第一層級：低元音 ɑ與中元音 e、ɤ、o  

o 未違反「避同原理」 

o 具備發音器特徵但不具備開口度特徵（特徵空間較不擁擠） 

 第二層級：後高元音 u 

o 未違反「避同原理」 

o 具備發音器與開口度特徵（特徵空間較為擁擠） 

 第三層級：前高元音 i、y以及央高元音 ɨ 

o 相鄰之 CORONAL特徵違反「避同原理」 

3.3方言間差異 

我們先前在第 2.1 節曾提到/a/元音與/ɨ/元音在各方言中的不同表現：在定州、定興、

易縣、安國與高碑店等方言中，/a/元音在步驟 1即被兒化，而在清苑則要等到步驟 3。

同樣的，/ɨ/元音在安國與高碑店於步驟 1被兒化，而在清苑與易縣則須等到步驟 3。其

原因所在，是這兩個元音其實有不同的特徵標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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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方言間差異：元音特徵變動 

  CORONAL     

 DORSAL    DORSAL 

   （underspecified）   

[high] i 
CORONAL,[high] 

y 

CORONAL,  

LABIAL,  

[high] 

  ɨ 
CORONAL,  

DORSAL, 

[high] 

u 

DORSAL,  

LABIAL,  

[high] 

（underspecified）   e 
（受介音同化

同時也帶有

CORONAL） 

ə ɤ 

DORSAL 

o 

DORSAL  
（受介音同化同時也

帶有 LABIAL） 

PHARYNGEAL a 

CORONAL, 

PHARYNGEAL 

    ɑ 

PHARYNGEAL, 

DORSAL 

 

河北各方言有部分使用後低元音 ɑ，另有部分使用前低元音 a。如表 10 所示，後

低元音 ɑ 所附屬發音器特徵為 pharyngeal 與 dorsal，其中並沒有 coronal 特徵，因此與

ɹ相連時不會違反「避同原理」，可以容許 ɹ置入韻尾位置。 

而前低元音 a 則帶有 pharyngeal 與 coronal 兩個發音器特徵。當 ɹ 置入韻尾位置時，

韻腹與韻尾兩個 coronal緊鄰，違反了「避同原理」，使得兒化相對變得較困難。 

同樣地，央高元音/ɨ/在部分方言中帶有發音器 coronal 與 dorsal，而在其他方言中

則不帶任何發音器特徵。不帶發音器則不會違反「避同原理」，使之容易兒化；而相對

地，當/ɨ/帶有 coronal特徵時，兒化則變得較困難。 

3.4 歸併型方言之併合現象 

我們接著用語音特徵解釋歸併型方言中的各種歸併現象。首先是第一階段兒化後

開尾韻詞根與前尾韻詞根的歸併，亦即趙元任先生所稱的「年輕一輩」北京音。 

我們在表 11 中可以見到，兒化後的低元音前尾韻詞根，其元音為 ɐ，是發音器標

示為 pharyngeal的央低元音；而兒化後的低元音開尾韻詞根，其元音或為前低元音 a，

帶有雙發音器 coronal 與 pharyngeal，或為後低元音 ɑ，帶有雙發音器 dorsal 與

pharyngeal。也就是說，兒化後的開尾韻詞根普遍比兒化後的前尾韻詞根多了一個發音

器特徵：當此多出的特徵脫落時，兩類兒化即趨於合併。低元音開尾韻詞根與前尾韻

詞根在兒化後的合併，可用單一特徵的脫落來解釋。 

 

表 11：合成後元音合併：低元音的特徵脫落 

  CORONAL     

 DORSAL    DORSAL 

   （underspecified）   

PHARYNGEAL a 

CORONAL, 

PHARYNGEAL 

  ɐ 

PHARYNGEAL 

 ɑ 

PHARYNGEAL, 

DOR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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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我們從表 12 中可見到，兒化後的中元音開尾韻詞根，其元音則帶有

coronal 與 dorsal 等發音器特徵。當這些特徵脫落時，開尾韻詞根與前尾韻詞根即趨於

合併。 

我們用同樣的道理也可以解釋為何央高元音 ɨ 在兒化後元音也變為 ə。道理很簡單：

當 ɨ元音失去其開口度 [high] 特徵時，其即與中性元音 ə無異。而在清苑、易縣等地，

元音 ɨ 的標示較為特殊，帶有 coronal 與 dorsal 等發音器特徵：當所有發音器特徵全部

脫落後，其結果也是與 ə歸併。 

 

表 12：合成後元音合併：中元音的特徵脫落 

 

 

 CORONAL     

       

 DORSAL    DORSAL 

   （underspecified）   

（underspecified）   e 
（受介音

同化同時

也帶有

CORONAL） 

ə ɤ 

DORSAL 

o 

DORSAL  

（受介音同化同

時也帶有 

LABIAL） 

 

接著看第二階段昌黎、衡水、滄州、魏縣、遵化、清東陵、承德市、邯鄲等地後

鼻音韻尾在兒化後消失的問題。依據本模型，我們只要在 ɹ置入韻尾（刪除原韻尾根節

點）後讓鼻音特徵 NASAL脫落，後鼻音詞根的兒化式即與開尾韻詞根的兒化式相同。 

 

表 13：合成後元音合併：特徵脫落與音高合併 

  CORONAL     

 DORSAL    DORSAL 

   （underspecified）   

[high] i 
CORONAL, 

[high] 

y 

CORONAL,  

LABIAL,  

[high] 

 ɨ 
[high] 

 u 

DORSAL,  

LABIAL,  

[high] 

（underspecified）    

 
ə    

 

PHARYNGEAL    ɐ 

PHARYNGEAL 

  

 

而如第 2.3節所述，第三階段兒化後陽原、崇禮與南和等地低元音與中元音的合併，

其實也是特徵脫落所致：當低元音 ɐ失去其 PHARYNGEAL特徵時，其結果自然是與無標

示的中性中元音 ə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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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本文以北京兒化的世代間差異為出發點，擴大觀察大河北方言由兒尾轉兒化的演

變步驟，發現無論是各韻尾兒化的先後順序或是兒化後韻母歸併的方式，皆可藉由緊

縮點式特徵幾何樹，透過「避同原理」與特徵脫落兩大機制完全解釋。也就是說，兒

尾與兒化不過是語音弱化中的一個環節，而北京的新、舊發音不過是弱化過程中的兩

個時間點。 

本文所觀察之方言僅限於河北省。未來若能將範圍擴大至鄰近的山東、山西、河

南與東北等地官話方言，或許能有進一步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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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學生如何透過密集訓練發展華語語音 

蔡素明、朱曼妮 

波蘭亞捷隆大學漢學系、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 

摘要 

McBride-Chang et al.（2008）得出以音節結構與聲調的語音意識作為幼兒閱讀中文

的結論，而在(Bialystok et. al. 2005)的雙語研究則著重於當兒童學習字母（英文）與非字

母（粵語）時，分別採用語音結構與背誦漢字的方式學習，引含了非字母母語的幼兒在

雙語習得上，在學習中文時，音節應為習得重點。本研究試圖研究波蘭語（字母語言）

成年母語者，在零起點時如何透過密集訓練，發展華語音節的應用。 

本研究以波蘭漢學系大學生為對象，施以四個階段的語音教學。在教學的早期階

段，先讓學習者能夠習得帶著聲調的元音，第二步驟為讓學生以音節為單位發出帶有聲

調的單位，協調聲音（尚未成語言）的發音與感知與物理現象(聲調)反應。接下來因單

音節（語素）幾乎能夠代表詞彙中的語音成分，利用漢字書面形式讓學生認字、發音。

最後，為讓學生大腦閱讀比說話更快，訓練他們的音節、語義意義和句法結構，以期在

解碼每個單位如何發音前，都是有意義的排序。訓練的方式為老師指向特定漢字與其相

對應的聲音，讓其能精準區辨不同音節組合/漢字的練習。本研究成功提供音節教學程

序，讓非字母、非聲調成年母語者在習得華語時，獲得進步。 

關鍵字：華語教學、波蘭母語者、音節、漢字閱讀 

Between L1 and LF 
The speech sound production and perception is a very complex process. As it refers to 

many different dimensions it is not possible to present in one paper the full spectrum of 

relation between the speech sound and information when compared in relation of the mother 

tongue and the second language. Speech sound awareness is meager among the students as it 

does not contribute into L1 communication. The consideration arises when odd sounds turn to 

be meaningful while listening to /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The more distant the phonetic 

structure of a language is from the acquired mother tongue the more difficult it is for a learner 

to select those features of the sound which contribute to the phonemic (and thus semantic) 

structure of the language. Attentive listening and mindful phonation, listening to 

self-produced speech and monitoring phonemic differentiation leads to the awareness of the 

sound and effective word identification. The brain needs to be trained to discriminate speech 

sounds and process them into phonemes. Since auditory processing (for the comprehension) 

and the speech-motor skills (for the production) complement mutually while developing 

language skills it is a well-though-out teaching technique, intentionally referring to the speech 

sound awareness and F1 vs. FL phonetic differences, which efficiently supports a student in 

practicing coding and decoding speech sound. This article explains Polish as L1 background 

to CFL learning and outlines basis of the shadow-reading-like technique in the classroom 

instruction of Chinese at A1 and A2 levels which respectively to the levels turn students on in 

comprehending more complex utterance and monitoring their phonation. 

Polish as L1 
In the context of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of the Polish speech signal 

Tadeusiewicz (1988:241) states that identifying phonem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inal result 

of a word recognition some phonemes display major significance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whole word than others. He points to the consonants as more meaningful and carrying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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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than the vowels. As early as in 1830 a very pioneering thesis on 19th century 

Polish language was published in Warsaw by a scientific committee of the times. Discussing 

the orthography and speech sounds it codes the authors often emphasize consonants as more 

difficult than vowels to pronounce and more meaningful in the Polish speech if considered in 

the light of grammar and morphology. It was already then that the explorers were aware of the 

language mechanism allowing often lose a vowel but preserve the consonant in a new word 

form (Węcki, 1830:80-86). Frequent in Polish a vowel-zero alternations goes back to the 

historical phenomenon the so called yers (Cyran & Gussmann 1999:220). Jassem (2003:103) 

draws the perfect picture of the modern Polish language phonetics and the dominant role of 

the consonants when compared to the vowels as follows:  

 

“[Polish] can be described as a ‘consonantal’ language, in two respects: (a) it has 

a rich system of consonant phonemes (…) and (b) it allows heavy consonant 

clusters, especially word-initially. A phonological word may begin with a 

five-consonant cluster: / 'spstroŋɟem / z pstragiem ‘with (the) trout’, and a 4C 

lexeme-initial cluster is not unusual: / vzglont /wzgląd ‘respect (n.)’. Even a 

geminate affricate can occur in this position: / dʒdʒɨstɨ/ dżdżysty ‘rainy’. The 

initial C-clusters are not simplified in fluent, spontaneous speech.” 

 

The alphabet consists of 32 letters, including those additional with diacritical marks 

added to the regular Latin script (like Ś or Ę ). There are also digraphs (SZ or RZ) 

representing single phonemes. The letters Q X and V appear only in loan words. There are 51 

phonemes in the Polish language (8 vowels and 43 consonants). Intrinsic vowels f0 effect is 

minimized in Polish (Szpilewski et al., 2004:568). The Polish does not make use of duration 

as phonemically distinctive attribute of vowels (Jassem, 1992:222; Maddieson, 2010:143.). 

Polish speakers reveal a significantly higher f0 register when compared to English and 

German speakers (Demenko et al., 2014:1308-1310; Wagner & Braun, 2003:654) to which 

the sibilants contribute evidently. We can assume that the pitch accent in Polish over a 

syllable, a word (a lexical stress) or a phrase (an intonational stress) represented by the 

fundamental frequency in a certain range of register is still distant (i.e. higher) from the f0 

exploited in the tonal phonemes (known also as tonemes) in Modern Chinese.  

Chinese speech signal features confronted with Polish sounds 
When Chinese phonation pitch discussed due to the tones’ f0 demands the register range 

is a 1.5 times wider (some report even more) if compared to non-tonal language users 

(English or German) pronouncing Chinese (Wang et al. 2006:250). Following the reports, a 

female f0 operates between 180 Hz and 270 Hz when pronouncing the syllable ma in four 

Chinese tones (Jongman et al. 2006:211). The average means of f0 from another study carried 

out by Xu (1997:67) run from about 90 Hz (for T3) to slightly above 140 Hz (T4). Similar 

results were found in Tseng (1990, for one female) and Howie (1976, for one male) with the 

tonal range from 45Hz to 250Hz (female) and 40Hz to 157Hz (male).  

Losing the speech spectrum below 350 Hz in the Polish language results in a loss of only 

2% speech clarity. Low frequency sounds in speech seem then not to be of much meaning. 

Frequent in Polish sibilants and consonant clusters exploiting rather top frequency range 

allow to estimate comprehensible speech signal (85%) at 1kHz-5kHz range. In some way high 

exposure to speech frequency within the 400 Hz – 4000 Hz spectrum, relevant to comprehend 

the Polish language, does not endow the recipient with sufficient sensitivity to bass and treble 

sounds (Hojan & Skrodzka 2005:104-10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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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a lexical-level representation in European languages suprasegmental cues refer to 

limited prosodic properties integrated in the utterance and not derived from the segmental 

sequence of phonemes (Nooteboom, 1997). The lexical tones in tonal languages are 

incorporated into segments the way that the same segment conveys different meaning based 

on contrastive tones. High-Pass and Low-Pass Filtering applied to the Polish language shows 

the substance of the certain scope of register (most words in Polish language operate in the 

range 1300-1600 Hz for speech, with significant range 100-2300 Hz) while the Low-Pass 

Filtering of Chinese speech under 1000 Hz preserves rather whole manner of speaking, while 

over 1000 Hz may let a listener be confused regarding speaking manner (Guo et al. 2010:80).  

Having in mind that tone is physically manifested in the fundamental frequency F0 

contour, always associated to vowels (or glides) because only vowels have obvious formants, 

the three basic dimensions:F0 register, F0 contour, and duration need to be emphasized when 

teaching sensitivity to Chinese speech sound (Guo et al. 2010:79). Due to the L1 related 

habits (narrow register, top register range in use, no sound duration input to the meaning), the 

fairly different attitude to listening and pronunciation as well as mindful awareness build up 

gradually will contribute to the best use of phoneme cues in mutual exercising sound 

discrimination and production in the initial and elementary stage of learning CFL.    

Effective didac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ones in Mandarin Chinese text books usually refers to the 

numerical scale 55, 35, 214 and 51 and its simplified figure of the tone inflection. So far it 

used to be considered as clear enough approach in Chinese pronunciation teaching. 

 

 

Fig 1. Scale vs. time 

 

The tone counter scheme presented in Fig.1 shows just one syllable-level prosodic 

variation, if consider as such, it is a proper but extremely simplified explanation. 

412



Unfortunately, in the perspective of non-tonal language users there are many jigsaw 

puzzle-like features of speech to be grasped by CFL learners. Fig.2 provides more real f0 

counter traces of the four tones confronted to each other in the dimension of normalised time. 

Segmental and non-segmental features of the L1 on the level of syllable (in a tonal language), 

lexeme (a stress language) and phrase and utterance (an intonation focussed language) 

distribute across languages irregularly, yet contribute to Chinese lexical tone identification 

performance.  

 

Fig. 2. Native speakers of Mandarin Chinese tones production. Adopted from Xu (1997:67). 

 

It is unquestionable that different L1s equips learners in dissimilar ways with diverse 

cues in learning CFL as well as with limitations, i.e. a low sensitivity to particular set of 

features in Chinese. Nevertheless, presenting the linguistic theory is not what the most of the 

language students are fascinated with. Then, how to balance the knowledge in phonetic and 

phonology and the practical skills of language? It is rather a teacher who should instruct the 

students to search for segmental and non-segmental cues for: 

1. sound/syllable perception,  

2. sound/syllable differentiation,  

as well as for: 

3. the morpheme/lexeme recognition in the context of a gradually more complex utterance.  

All that is conducted in listening to given external speech stimuli and speech 

self-production. While monitoring self-produced speech a learner matches his/her physical 

efforts and results with the segmental and non-segmental patterns exercised under the strict 

control of the teacher in the class. Some empirical studies on lexical / tonal differentiation in 

Chinese by English, German, and French Polish students of CFL show that the foreigners are 

not deaf to the tones (Wu Xianghua & Lin Hua, 2008; Hallé, et al., 2004, Zajdler & Stal, 2013 

(H. Ding et al. 2011). What they need is, for an initial period of learning time, awaken 

awareness of these features of Chinese which are crucial in gaining new speech perception 

and articulation habits. The more habitual (correct) production and perception becomes the 

less self-controlled awareness is applied. Here it is also a place for a remark that the more 

careless and incorrect speech sound becomes habitual the more difficult it is to correct it in 

future. Basic linguistic competence in phonetics (know-what) applied to listening to and 

pronouncing exercises (can do) will in a long term become proper habitual behaviour of 

decoding the stimuli (i.e. the speech) and coding the information in pronounced segments. 

Acquired gradually segmental and non-segmental features will occur as an absolutely 

413



involuntarily reaction (passive and active) when the vocabulary in isolation (like reading the 

new words), in phrases (word construction obtaining) or sentences (as in dialogs) will be in 

use. 

In the teaching practice at the Faculty of Philology at Jagiellonian University in Cracow, 

Poland, the four overlapping stages of training in Chinese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occur in 

the intensive courses (the zero starting point) at the A1. and A2. levels (see:CEFR). They are 

programmed in the light of presented above features of Polish – a non-tonal high register 

language, consonantal and sibilant language, with a lexical stress as prosodic value but 

without duration as phonemically distinctive attribute of vowels. 

Stage 1. 

The CFL learner acquires the vowel as a core of the phonetic segment. At that stage more 

important than distinguishing between four tones of the vowels are following short-term 

objectives: 

o Exercising excessive articulation of the vowels starting a training with 

pronunciation of all the Chinese syllables only in the first tone; Exaggerating syllable’s 

timing into unnatural duration makes the students aware of the level-tone phenomenon. 

Such sound production designates the top of the individual register; Providing that the 

female register needs to be only slightly pushed up, the male students of CFL face the 

extremely difficult task to widen up the top limits of the phonation.  

o Only in the contrast to the high-level first tone the falling-rising third tone (or low 

tone) determines the bottom of the individual register; Contrary to the first tone and the 

difficulties the male students meet, the female students need to be taught to make a better 

use of the diaphgram (more naturally used by males) in order to project voice in the 

unnatural for females bottom of individual register; Confronting high-level tone and low 

tone (after initial explanation realized in fact as half-third to or even close to low-level 

tone) the students approach the goal of building up the register range sufficient for the 

tonal language, and nearly double as wide as their L1. For a long time of phonetic 

exercising it is a teacher to remember that the in-class training target is not to achieve an 

acceptable pronunciation and push on with “getting through the textbook” but to built a 

firm fundament (the proper habits) of articulation and sound discrimination which, in 

fact, means an exaggerated in-class effect to turn finally into clear and correct 

pronunciation skills in natural speech environment. 

o The same exercises of all the syllables are continued for the rising second tone and 

falling forth tone, with clearly indicated mid high starting point to rise in the second tone 

and sharply falling from the top to the bottom within the range of the full scale; All the 

time the individual register range is to be kept in mind consciously.  

o Special attention of the teacher should be paid to compare the stretch of the timing 

for all the four tones (see Fig.2). Partly alike rising and falling tone counters (T2. and T3., 

T1. and T2., T3. and T4.)) gains a new feature when compared in timing sections. 

Though discriminating the second tone (from the third and sometime from the first tone) 

will always be the most tuff challenge it is the key moment for a student to organize the 

timing cues in frequency change dimension. 

Stage 2.  

When a vowel with the toneme (still presented excessively) as a nucleus of the Chinese 

syllable is at a certain rate distinguished by a student both in perception and production,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the consonants (initials and finals) are all the time under the mindful 

control (aspiration, sonorants, nasal endings). Seemingly still at the early stage of learning 

CFL it is a perfect moment to start to introduce to students useful words, phrases and 

sentences in the communication approach overlapping with the cognitive strategy. At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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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the teacher reviews the morphemes and compares the homophonic-like (at least to the 

student perception) syllables to indicate the distinction in pronunciation when the students do 

not recognize differences and have difficulties in processing sound to meaning. Listening to 

and pronouncing short information confront mutually in self-monitoring and assigning the 

meaning to the joined segmental and suprasegmental phonetic units. 

Stage 3. 

Common in Chinese homophones builds (in tonal and segmental sense) build a wall hard 

to break when a student faces the limited number of the syllables represent the growing 

number of morphemes or lexemes. Though for a native or native-like speaker of any language 

speech sound directly designates meaning, there is a stage when acquisition of Chinese 

morphemes/lexemes must be supported with visual (when read) and motor (when write) 

indicators of the information encoded in the writing system. Then reading skill supports 

vocabulary development and writing skills extends the range of possible language practice 

ways. Sound and vision reinforce a word concept thus teaching Chinese to adults without 

writing seems to be a mistake.    

Stage 4.  

Starting at the beginning from the short phrases, soon turning into the getting longer 

dialogs and readings, the students concentrate on the listening to and on the repetition of the 

information for up to 4 hours a week, 30 weeks. One textbook is totally used for that kind of 

training (實用視聽華語 1., 2.). 

o It is a homework for students to get familiar (passively) with the new vocabulary – 

to have an idea what topic they refer to, what characters they are written with, how they 

are pronounced.  

o The textbook is by no mean open in the class. The mp3 recordings by qualified 

native speakers is in use. All the attention focuses on the sound. The key grammar 

structures are introduced in L1 in the class, but then all the samples to the word and 

sentence structures are listened to and being decoding gradually while pronouncing and 

matching the meaning to the segments from the simple to the complex phrase.  

o Each textbook unit content (dialogs, readings) is proceeded in the same way after 

initial listening to the whole text. It allows to make the perceived pieces of information 

longer and more complex in their syntactic structures and a context. 

o No translation to L1 applied at all. The teacher controls that each student repeats the 

phrase/sentence correctly (when pronunciation considered) with understanding both the 

mean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used in. The choir and individual shadowing the same 

sentence time and again trains the brain to decode the information heard initially from 

the recording but then many times in self- produced speech.  

o At the same time a teacher provides students with all needed explanation and tips to 

pronunciation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lear and still a bit excessive articulation and 

register range. Ultimately, spontaneous “reduced” speech causes intrinsic vowel f0 

reduction as a result of less attention paid to the communication manner. 

o Since there is another textbook in regular use in other courses, the students practice 

the new vocabulary obtained in the auditory course in exercises, homework, regular text 

and activities with other teachers, including native internship students and teacher of 

Chinese from Taiwan. 

Conclusion 
The prosody is an integral part of a language. Though the lexical tones in Chinese are 

sometime compared to prosodic features their function is more crucial for the word 

recognition than prosody in the non-tonal languages. That is why some linguistic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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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as well as correct pronunciation skill contributes to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in Chinese. Facing the Latin script users as students, the teachers cannot help 

that pinyin spread in teaching Chinese though it is a tad misleading, yet they can turn to 

characters and phonological memory as fast as possible. 

This study is a result of searching for years for an effective teaching technique to 

overcome the non-tonal language users (here, Polish as L1) limitation in learning Chinese. It 

was applied in the presented here scheme for three years to the freshmen in Faculty of 

Philology, Department of Japanology and Sinology, sinology programme. Though one can 

communicate (more or less successfully) with a poor pronunciation in a foreign language, the 

well laid foundation allows to build a more stately building (here – language skills 

constriction). Starting from the phonetic features and syllables, getting through the semantic 

meaning in a sound and syntactic structure in the utterance, the students become equipped 

with a kind of view to the “sound to meaning” decoding process. Yet, the routine of 

monitoring self- produced speech should become a tool to on-going language development. 

This study has successfully provided syllabic teaching procedures to the adults with non-tone 

L1 background approaching learning Chinese language for the professional use in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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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華語教學應該有自己的語音教學系統或語音教學大綱。本文論證面向華裔群體的華

語語音教學系統的構建設想和實施方案。第一部分，回顧國內外漢語語音教學系統研

究，比較了趙金銘（1985、2009）、王漢衛（2002）、陸丙甫（2004）、石鋒（2007）

的“簡化派”觀點和葉軍（2005）、毛世幀（2007）的“普通話派”觀點，並從全球英

語的傳播和國際通用英語語音教學的主流觀點得到啟示。第二部分，考察兩岸 60 部流

行的華語語音教材和綜合教材的語音部分，分析其語音教學內容共性和存在的問題。第

三部分，提出我們的基本設想，即簡化華語語音教學系統；隨後討論簡化的原則和簡化

的重點，包括“兒化不必教論”和“輕聲不必教論”等。主要從語言交際、身份認同和

語言經濟學等角度論證“兒化”“輕聲”不應該納入語音教學系統。最後，討論了簡化

語音教學系統的基本構成及其在實踐中需要注意的問題。 

關鍵字：華語、語音教學、系統構建、兒化、輕聲、簡化 

一、問題的提出：如何構建華語語音教學系統 

隨著漢語傳播事業的加速發展，漢語教學的類型逐漸多樣化。除了對外漢語教學、

民族漢語教學，還有面向海外華人的華語文教學。不同類型的漢語教學需要有不同的總

體設計、教材、教學和測試體系。對外漢語教學有了詞彙、語法大綱，也開始研發語音

大綱（葉軍 2005）。華語教學作為漢語國際傳播的兩翼（李宇明 2009），理應也需要

有自己的大綱。就語音教學來說，也應該設計華語語音教學系統。 

華語語音教學系統是華語語音教學總體設計、教材編寫和教學測試的重要依據。雖

然說沒有華語語音教學系統，華語語音教學實踐仍在正常進行，但畢竟缺乏標準化的參

照，不利於學科長遠發展。因此，該如何構建華語語音教學系統，就成為擺在華文教育

工作者面前的迫切任務，需要大家共同論證。 

本文首先回顧以往語音教學系統的相關研究，調查、報告現有漢語（含華語）教材

中的語音內容概況，總結當前漢語語音教材系統的共性；然後重點討論構建華語語音教

學系統的方向和重點，即簡化系統和去除輕聲、兒化等要素；最後交代簡化華語語音教

學系統在實踐中的相關事項。 

二、華語語音教學系統的相關研究 

華語語音教學首先需要確定“教什麼”的問題。多年來，語音教學在“怎麼教”的

問題上已經取得不少成果。例如，語音教學方法和途徑（顧箏 2005）、針對特殊難點語

音專案的處理、國別化語音教學對策、語音專案教學呈現順序、語音偏誤調查實驗研究

等方面。（孫德金 2007；張寶林 2007）相比而言，研究語音教學“教什麼”重視得很

不夠。 

目前，業界對語音要“教什麼、不教什麼”尚未形成共識。趙金銘（1985、2009）

較早提出並論證要簡化對外漢語語音教學系統，在簡化後的語音系統裡，沒有兒化和輕

聲。趙金銘先生的簡化理念和方案得到不少認同，例如王漢衛（2002）、陸丙甫（2004）、

石鋒（2007）從不同角度支持趙文的看法。相反，也有很大一部分研究顯示出沒有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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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不支持趙文。例如，葉軍（2005）、毛世幀（2007）等。 

總結上述兩種看法，其癥結在於對外漢語教學的語音系統是遵照標準普通話系統還

是普通話的簡化系統。應該認識到，隨著漢語國際教育事業的發展，學習漢語的人數規

模在急劇增長，漢語學習者的背景、動機和需求也呈現出更為多元化的趨勢，要求所有

的學習者都達到普通話語音標準，既不現實，也無必要。例如港臺學習普通話的人員，

對於他們的測試體系就無法完全照搬普通話系統，否則將會大大挫傷他們的積極性（郭

熙 2005）。李泉（2015）認為，國內外漢語教學的語言和文字標準均宜採用“雙軌制”。

語言標準上，海外採取“普通話”和“大華語”雙標準，多元標準有助於滿足多元化漢

語教學的需要，有助於加快漢語的國際化進程。在普通話之外提出“大華語”標準，就

是基於華語教學的實際考慮。 

世界英語語音教學系統的討論也可以給我們不少啟發。隨著英語全球化的傳播，以

英語為共通語（ELF）的學習者已經遠遠超過母語者數量，因此，英語語音教學的標準

問題就引發熱烈的討論。Jenkins（2000）在《作為國際語的英語音系》（The Phonology 

of English as International Language）提出了一個簡化的英語語音教學系統，其中像 θ/ð、

長短音的區別、詞重音等不影響交際，應該從系統中去除。Jenkins 所構建出的教學系統

及其後的諸多論證（2002）得到不少人的擁護，特別是受到第三世界英語教師的歡迎，

世界英語研究的許多學者也認同其理念。當然，她的提法也遭到了來自標準英語世界學

者們的批評。 

在國內，華文教學當地化也帶來標準多元化的思考，引起了一些學者的憂慮和反

對，認為這樣會破壞漢語的純潔性。語言在傳播過程中，勢必會發生變異，是承認這種

變異，並賦予其獨立地位，還是否定其合法性，認為它們是錯誤？(Kachru 1988: 3)這是

語音教學系統從一元到多元的關鍵所在。 

三、華語教材中的語音內容考察 

華語語音教學的內容主要體現、落實於各類漢語教材中。 

下面考察漢語教材中的語音系統內容，調查的內容除了聲韻調外，主要看其中是否

有兒化、輕聲以及音節、語流等內容。調查範圍分兩塊：一是專門語音教材，二是綜合

漢語教材。專門語音教材一共考察了 30部，綜合漢語教材 30套。如下表所示。 

表 3.1華語教材中的語音內容調查表 

 

 

 

 

 

            

 

 

 

從上表可以得出如下資訊： 

一是華語各種教材中，語音教學的內容都大同小異。其中，聲韻調、音節是所有教

材都會包含的，可謂是必現內容。它們彼此之間的差別只在於，這些內容在教材中出現

的位置和出現的次序。就出現位置而言，包括首次出現的位置和最後出現的位置。出現

的次序則決定了哪些語音內容先學、哪些內容後學。其次是語調教學內容不足。 

 
專門語音教材 30部 綜合漢語教材 30套 

有 無 有 無 

聲母、韻母、聲調 30 0 30 0 

兒化 28 2 28 2 

輕聲 28 2 28 2 

音節 30 0 30 0 

語調 25 5 1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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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目前的漢語語音教材大部分將兒化、輕聲納入教學內容，少數教材沒有這方面

的內容。這說明對於是否教授輕聲兒化，業界的做法並非鐵板一塊，毫無分歧。至少在

新世紀後出的教材裡，部分教材已經不考慮教授“輕聲、兒化”。 

三是對於一般外國人和海外華人華裔的語音教材內容並無大的不同，大部分教材不

加區別的都拷貝了普通話的語音教學系統。從這裡可以看出，漢語國際教學和華文教學

的體系並無本質的差異。 

四是儘管趙金銘等學者已經論證了對外漢語語音教學系統簡化的可能、必要和依

據，但這些理念僅僅停留在空想階段，尚未落地。 

徐越（2005）具體考察過 6套漢語教材的兒化情況，結果發現，北方教材中兒化詞

數量明顯多於南方教材，與之相關的則是兒化詞普遍存在三類問題：隨意性較大、過於

冷僻以及明顯的錯誤。從她的調查也可以看出，不同教材對兒化的處理存在南北區域差

別，兒化和不兒化的界限比較模糊。這就提醒我們，必須要認真考慮，類似兒化、輕聲

這樣的語音內容是否應該從華語語音教學系統中剔除。 

四、構建華語語音教學系統的方向與重點 

4.1 簡化華語語音教學系統 

構建華語語音教學系統可以參考對外漢語教學大綱的設計。對外漢語教學各種大綱

的設計思路，總體上是一種簡化系統的做法，即是對母語文教學系統的簡化。我們認為，

構建華語語音教學系統，也應該走簡化之路。原因是，華語教學和對外漢語教學一樣，

都是一種不完全習得（incomplete acquisition），華語學習者理論上不大可能完整地掌握

自然母語者的語言系統，向他們提供的學習內容就應該是一種精簡的語言教學系統。或

許有人說，既然他們無法完全掌握母語者系統，就要多給他們一些。這也是不現實的，

因為實際上他們做不到像母語者那樣是終身學習，華語學習者基本上都是階段學習，學

習時間的有限決定了教學系統必須從簡。而且，無論是將漢語作為外語學習還是祖語習

得，華語學習都是在一種不充分的語言環境中學習，環境決定了母語者語音教學系統需

要作出一些調整。 

華語語音教學系統的簡化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取捨，哪些可以保留，哪些應該去

除。我們的初步設想是，保留的應該是全球華語語音系統的最小集合，去除的是不具有

普遍性的“兒化、輕聲”等元素，並且後者是簡化的重點。 

我們認為，華語語音教學系統的簡化方向，應該是求得全球華語語音系統的共同核

心。這個共核的內容應該是各地華語語音系統的交集，即最小公倍數。而要求得這個公

約數，前提應該是描寫清楚各地華語的語音系統。如圖所示。 

然而目前我們對於全球各地華語語音面貌的認識還很有限，相關語音調查報告還比

較少。討論得比較多的相對是香港、臺灣以及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尼華語語音情況，

這些都是屬於所謂南片華語，它們的語音特點大都是沒有輕聲、兒化，平翹舌不分。基

於這樣的認識，我們認為簡化華語語音教學系統首先要去除兒化和輕聲。 

4.2兒化不必教論 

從交際角度看，兒化的價值主要不在於影響交際，因此不必教。語言的首要功能就

是交際。主張教兒化的學者，理由是兒化有這樣一些功能：（1）區別詞性和詞義。例

如“幫-幫兒/錯-錯兒”；（2）區別詞義。例如信-信兒/水-水兒；（3）表示感情色彩、

附加意義。例如“冰棍兒、頭兒、沒事兒”。但是，我們一旦把區分詞義的功能放到語

境中，歧義就會得到消解。而風格色彩義對於基礎階段外國學習者來說，就更加不敏感。

而且，學習者往往會犯過度泛化的問題。李倩（2015）提出的“天安門”不能說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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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門兒”，“姚姐”不能說成“姚姐兒”，還有所謂“東直門兒、西直門兒、宣武門兒、

午門兒”等笑話，這恐怕是兒化學習者難以避免的。 

兒化是北方話尤其是北京話的特徵，而不是普通話的特徵。彭宗平、張世方的研究

已經證實了這一點。兒化在普通話裡並不成系統，哪些詞兒化，哪些詞不兒化規律性不

強。華語學者陳重瑜（1985）指出普通話不應該包括兒化：“兒化韻尾雖然是北方話一

個普遍特點,然而由於兒化的詞條各不相同,兒化實際上是一個地方性的特徵。故此,不當

出現於普通話中。”正因為如此，不少對外漢語語音教材後面不得不附上兒化詞表。中

國人要記住這些兒化詞尚且困難不小，何況外國人。任崇芬（1998）通過對趙忠祥、倪

萍等主持人的暢銷書調查發現，他們在應該寫做兒化字的地方沒有寫“兒”，這跟人們

長期把必須兒化的詞同可兒化可不兒化的詞混為一類有關。 

兒化在海外華人社區不常見。《普通話水準測試常用兒化音詞表》裡規定的必讀兒

化詞，在海外華語口語裡大多不讀兒化。我們以“號碼兒、小孩兒、鞋帶兒、在哪兒、

一下兒、差點兒、照片兒、一點兒、一會兒、聊天兒”10個詞為例，檢索東南亞華文媒

體語料庫，不兒化的比率遠遠超過兒化。 

從教學效果來看，兒化的教學成功率也比較低。徐越（2005）對兒化教學現狀調查

表明，“教學效果一直不佳，尤其是在閩、粵、吳等方言地區，已成為對外漢語教學的

一大難題”。徐越（2005）分析問題產生的原因在於：兒化本身無規律可循、兒化發音

不容易掌握、實用性的問題、教學安排的問題。我們認為她的分析是符合實際的。此外，

漢語國際教育環境的變化，也決定了不宜在兒化上過度糾纏。調查顯示，非漢語環境下

的海外漢語教學是當前的主流。一方面是學習者在國外環境下學習漢語，缺乏漢語更缺

乏標準音的環境；另一方面漢語教師絕大部分是本土成長的，難有標準音的知識技能背

景。兒化教學勢必難度大、效率低。再者，兒化韻不是全球華語的普遍共性。兒化的土

壤只限於北方一小塊區域，而為了讓大家遷就這一小塊區域的人學會兒化，難度係數可

想而知。 

退一萬步講，即便是學生掌握了這個項目，也可能面臨無用武之地的尷尬。石定栩

（2005）提到一個例子，上海高校某個留學生學會了兒化韻，去街頭買“鍋蓋”問店主

有沒有“鍋蓋兒”，結果店主根本聽不懂兒化音。這個例子說明，兒化韻在一些地方不

但沒有交際價值，反而可能成為阻礙溝通的因素。 

社會語言學認為，語言不光有交際作用，還有認同價值。語音專案同樣如此。堅持

向外國人教兒化音的很大一部分理由是，兒化是標準音的象徵，學會兒化意味著漢語地

道，意味著是純正的普通話。歷史地看，兒化能夠成為普通話的內容，是語言規劃的結

果，兒化本質上是北京音。而北京音成為現代漢語的標準音是語言規劃的歷史選擇。李

宇明（2004ab）兩次論證了權威方言在語言規範中的地位，指出權威方言既指的是地域

方言，也包括社會方言，語言規範應當採用地域方言和社會方言的雙重參照。當初在確

定現代漢語普通話時，權威方言在 1950 年代指的是北京城知識份子所說的話、所寫的

作品。但是今天兒化已經不是權威方言中的必要成分了。張青（Zhang 2005）《A Chinese 

yuppie in Beijing: Phonological Vari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Professional 

Identity》通過北京機關工作人員、外企雅皮士、胡同串子的北京音系調查對比，證明了

兒化、輕聲都成了一種非都市化的身份標記。王玲（2014）對北京外來移民的兒化調查

也發現，兒化成為移民融入北京市的重要身份標識，存在過度使用兒化現象，也就是說

是北京人就說兒化——兒化仍局限於地域認同標識，而非社會認同標記。而且社會語言

學不同階段的調查表明，兒化詞使用呈逐步衰減趨勢。（彭宗平 2002、2005；周晨萌

2005；張學增、高惠寧 2008；王玲 2010），甚至一些北京兒化地名急劇流失，到了需

要保護的地步。（郭風嵐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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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化在華語區的認同價值也很低。Baran（2004）對於臺北高中校園語言實踐認同

的調查發現，年輕人對於翹舌音和兒化的使用和認同很低。還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即

使是華裔學會兒化，回到所在華語社區也可能遭遇認同障礙的問題。海外華語與華文教

學第一個博士生唐根基在中國學會了一口相當標準的普通話，兒化音也發得很地道，不

過回到他所在的城市印尼巴領旁，他卻遇到了周圍華人的白眼，有人認為他是在撇腔

調。新加坡區域語言中心某老師也說，新加坡有的國際幼稚園，家長會讓學生選班時刻

意避開北方老師的班級，原因就是“嫌棄”北方老師帶兒化輕聲的標準普通話。這裡就

涉及到社會語言學的認同問題。本地華語社區的人總是能輕易地辨識非本地華語社區的

語音特徵。 

從推普規律來看，推廣某個音必須要有廣泛的群眾基礎，群眾基礎就是交際和認同

的結合。推廣普通話前身的國語運動，採用雜糅北京音和南方音的老國音音系（含尖音

和入聲）來推廣，結果是失敗的。就連灌制國語唱片的語言學家趙元任也不無感歎地說：

“在十三年的時間裡，這種給四億、五億或者六億人定出的國語，竟只有我一個人在

說。”胡炳忠（1983）提到外國進修生有不少人曾要求輔導兒化韻，“無疑它是應該教

的內容”。請注意當時的留學生主要是來到北京學習漢語，這一點跟今天的漢語學習環

境已經大大不同。根據統計，當前來華漢語學習者僅占全球漢語學習者的 1%。可見，

絕大部分都是在國外進行漢語學習。 

近來，語言的經濟價值為人們所重視（李宇明 2011；張治國 2016；黃少安、張治

國、蘇劍 2017）。李宇明（2012）比較全面地論述了語言的經濟學屬性。語言的經濟功

能意味著，語言行為或者語言選擇，可以用經濟學的效用理論進行分析。學習某個語言

或語音專案存在機會成本問題，學習兒化在獲得利益的同時也意味著沒有分配時間學習

其他語音專案所帶來的損失。教材編纂者用一章或一節的篇幅介紹兒化，教師是否都會

去用？學習者花費大量時間操練兒化，是否都有效果？這都是需要考慮的。陸丙甫、謝

天蔚（2004）認為從經濟原則考慮，海外漢語教學中兒化、輕聲都是不需要教的。李泉

（2017）的觀點則更為激進，國際漢語教學裡可以教授方言內容。 

五、實施中的問題 

上述簡化的華語語音教學系統只是一種構想。如果能夠成為語音教學大綱，還要考

慮它落實在實踐中可能產生的問題以及應對措施。 

首先是教材編寫。已經出版的教材在修訂時，可以酌情刪除有關內容。新編寫的教

材，尤其是在境外使用的華語教材，兒化、輕聲儘量不予呈現；一些專門用途的教材，

除非是面向華文教師、播音員等特殊行業的，兒化和輕聲也儘量不予呈現。 

其次是教師執教。我們常說教無定法，貴在得法。不同的教師處理相同的教材應該

有不同的做法。如果學生要求學習輕聲、兒化，教師可以酌情教授，但不宜要求過高。

如果學生對於輕聲、兒化沒有明確的要求，教師更沒有必要去觸碰這些難點。另外，面

向海外特殊需求的群體，如海外華文教師反而可以適當提高難度，增加節奏、韻律的內

容以及相關訓練。曹文（2006）認為教學重點應該是有區別詞性、詞義功能和需要表達

感情色彩的兒化韻，以及被普通話吸收的其他兒化韻（例如玩兒、一會兒等等）。普通

話必讀兒化詞的數量是有限的。對於外國人來說，應該需要掌握的數量更有限。兒化詞

和非兒化形式的區別詞義、詞性的作用，數量也非常少。應該計算到底有多少因為不兒

化而帶來詞性改變的情況。 

上述做法，無論是在學者、教師還是學生群體裡，都可能會招致一些非議。非議的

焦點就是簡化後的語音教學系統會走樣，變得不純，甚至有人會擔心破壞漢語。這樣的

擔心同樣也存在於英語傳播研究領域。世界英語研究專家 Kachru (1988: 3）提出有關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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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跨文化使用和使用者基本衝突的六個假想。人們總是假想英語的多樣性或變異是語言

衰敗的象徵，而限制這種衰敗是母語學者和外語教學人員的責任。他認為，這個假想帶

來這樣的觀點，即任何層面的偏離母語規範的形式都是錯誤。所有這些擔心是沒有必要

的。實際上，漢語一直在變化，華語在海外也在發生變異，漢語的生命力不但不沒有衰

退，反而愈加強勁。教學變異形式本身就是承認這個事實。那種自持語主身份而不允許

絲毫改變的想法已經不合時宜。 

我們必須要認識到語言是在發展的，普通話也是在不斷發展的。發展過程中肯定會

有一些變異，這是事所難免的。過去，對於變異，語言學家總是採取一種追認觀，等到

大部分人都用才不得不承認它們的合法地位。這樣的被動做法已經給語言學家的形象帶

來了一些負面影響。在漢語走向國際化的今天，我們需要總結過往的經驗，梳理漢語的

標準是怎麼來的。 

從歷史的向度來看，漢語的標準並不是自然形成、永不變化的，而是不斷發展，更

是人為調節的結果。根據李宇明的研究，普通話的標準是 50年代語言學家規劃形成的，

它代表的是北京地區中等知識群體的語音面貌。 

六、結語 

本文從兩類華語語音教材調查入手，指出了它們當中語音內容的分歧以及內容減少

的發展趨向。重點從交際、認同、經濟屬性等角度論述了華語語音教學簡化的必要性和

方向，得出的結論是應該破除兒化和輕聲必教論。 

最後，讓我們摘引社會語言學家拉波夫（1988）關於推普的一段訪談作為結尾： 

當一種方言或語言得到推廣，成為大多數人的語言時，人們往往是說帶有自己語言

特色的標準語。同樣，如果普通話成為人人的第二語言，或第二方言，普通話就發生變

化，以適合山東人、廣東人等等各地人民的需要。 

在法國，人們認為標準法語應該有七個母音。但實際上，講標準法語的人只分辨五

個母音。法國各地學習標準法語的兒童不得不坐在教室裡白白浪費時間去學習那根本不

存在的系統。我相信，這種情形在中國不會發生。因為中國人民有一種實事求是的精神。

這是非常難得的。聽說中國有句話叫“理論聯繫實際”。但是在語言學界，人們還不能

充分認識到理論聯繫實際的重要性。而這應該正是全體語言學工作者應該努力的方向。 

拉波夫的話應該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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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漢語語音教材 

王若江（2005）《漢語正音教程》（北京大學出版社）有輕聲、兒化韻 

劉影（2003）《輕鬆漢語正音課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有輕聲、兒化音 

鄭梅（2014）《漢語語音教程》（燕山大學出版社）有輕聲、兒化 

蔣利平（2013）《現代漢語語音訓練》有輕聲、兒化 

丁崇明、榮晶（2012）《現代漢語語音教程》有輕聲、兒化 

宋海燕（2013）《國際漢語語音與語音教學》有輕聲、兒化 

何平（2006）《漢語語音教程：基礎篇》有輕聲、兒化 

曹文（2000）《漢語發音與糾音》有輕聲、兒化 

曹文（2002）《漢語語音教程》有輕聲、兒化 

毛世楨（2008）《對外漢語語音教學》，有兒化，無輕聲 

曾毓美（2008）《對外漢語語音》，有兒化，無輕聲 

王若江（2005）《漢語正音教程》，有輕聲、兒化韻 

朱川（1997）《外國學生漢語語音學習對策》，有兒化兒韻，輕聲 

李明（1998）《漢語普通話語音辯正》有輕聲、兒化 

李明（2005）《經理人漢語·語音篇》有輕聲、兒化 

孫玉卿（2012）《華語語音》有輕聲、兒化 

張娜（2014）《現代漢語語音(海外華文教育教材)》無輕聲、兒化 

金曉達（2008）《漢語普通話語音圖解課本》有輕聲、兒化 

吳叔平、邵亦鵬（2002）《漢語語音導入》？ 

王芳、譚春健《漢語語音 100點》？ 

陳玉東（2010）《趣味漢語語音課本》有輕聲、兒化 

劉焱，趙亮（2011）《現代漢語語音教程》有輕聲、兒化 

北京泰利通聯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漢語普通話語音教學系統》有輕聲、兒化 

仇鑫奕（2010）《外國人漢語發音訓練》無輕聲、兒化 

劉德聯、蔡雲淩（2008）趣味中文拼音課本（基礎篇）有輕聲、兒化韻 

張正男《實用華語語音學》有輕聲、兒化 

王增光（2009）《華語正音練習》無輕聲、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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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建國（2003）《普通話語音》 

曾子凡（2009）《香港人學說普通話》 

綜合漢語教材 

《中文》《當代中文》《朗朗中文》《階梯漢語系列》《新概念漢語》《體驗漢語》《長

城漢語》《博雅漢語》《風光漢語》《環球漢語》《今日漢語》《我們的漢語教室》《新

版實用視聽華語》《漢語入門》《基礎漢語課本》《外國人學中國語》《漢語教程》、

《發展漢語》、《成功之路》、《拾級漢語》、《新使用漢語課本》、《漢語縱橫》 

臺灣華語教材 

《實用視聽華語教師手冊》《實用視聽華語》《新版視聽華語》《遠東少年中文》《來

去移民華語》 

王增光《華語正音練習》、舒兆民《華語文教學講義》、朱榮智等《實用華語文教學概

論》、邱凡雲、李崗《華語文教學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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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學習者學習華語無聲擦音之語音習得研究 

施雅婷 

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 助理教授 

ytshih@cycu.edu.tw 

摘要 

根據 Flege (1995) 所提出之「語音學習模式」(Speech Learning Model)，相同之語音

可直接由母語轉移至目標語，所以習得上沒有困難，相異之語音由於與母語之語音不同，

所以容易引起學習者的注意，因此習得上也不困難。最難習得之語音反而是與母語相似

之語音，由於與母語語音相似，導致學習者使用母語之語音取代目標語之語音，以致於

學習者無法真正學會目標語之語音。華語有五個無聲擦音，這五個擦音分別為: 唇齒擦

音/f/，齒擦音/s/，捲舌擦音/ʂ/，硬顎擦音/ɕ/與軟顎擦音/x/。而印尼語之無聲擦音只有齒

齦擦音/s/與聲門擦音/h/。因此，印尼籍學習者如何對應華語之擦音除了可以提供更多語

音學習之資料外，也有助於華語語音之教學。本研究之研究問題為: 以印尼語為母語之

學習者學習華語無聲擦音之難點為何? 研究者首先製作華語擦音詞表，在這個詞表中華

語的無聲擦音皆與可相互比較之韻母情境結合並放置在詞彙的第一個音節中。每組輔音

與元音之組合各有兩個詞彙，因此華語詞表中總共有 36 個詞彙，詞表之順序將隨機排

列。研究者將邀請 10 位正在台灣學習華語之印尼籍學習者，每位學習者將參與錄音實

驗，在這個實驗中，學習者將看到適合其程度之詞彙。受試者需要在看到後唸一次詞彙。

資料分析之方法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為語音轉寫，研究者將聽辨學習者音檔並將

其擦音歸類為正確或是不正確。第二個部分則為聲學分析，研究者將對受試者之擦音進

行頻譜動差分析。結果發現華語唇齒擦音/f/的正確率最高，華語捲舌擦音/ʂ/正確率最低，

另外學習者傾向以齒擦音/s/取代出現在高前展唇元音之前的硬顎擦音/ɕ/。聲學上之分析

也顯示印尼籍學習者三個強擦音的分佈有許多重疊之處。本研究雖印證了部分 Flege之

理論，但仍有一部分與預測不同。希望本研究能幫助教師與研究人員更了解語音習得之

機制外也能對日後之語音教學有所助益。 

關鍵詞: 擦音、擦音習得、語音習得 

一、 前言 

學習第二語言時學習者第一個遇到的難題通常是目標語(target language)的語音習得。

語音是語言學習領域中較基礎但也是最難習得的領域之一。許多學習者即便學習目標語

多年仍然可能會有所謂的 “口音 (accents)”存在。因此研究人員們試圖以語音習得的角

度來解釋為什麼第二語言學習者會有口音或是發音不準確的情況。其中最著名的是

Flege (1995)所提出的語音學習模式(Speech learning model/SLM)。Flege (1995)認為目標

語與母語(native language)相似的語音(similar phones)，因為學習者會以母語相似的語音

取代目標語相似語音，因此容易被學習者忽略，所以會導致學習者即使學習目標語多年

仍無法正確發出目標語之語音。另一方面，目標語的新語音(new phones)因為與母語語

音間具有較大語音不同性(phonetic dissimilarity)，因此學習者較可能學會目標語中的新

語音並建立新的語音類別(phonetic category)。 

華語無聲擦音包含: 唇齒擦音/f/ (例如:「發」的子音)，軟顎擦音/x/ (例如:「哈」的

子音)，齒擦音/s/ (例如:「撒」的子音)，捲舌擦音/ʂ/ (例如:「沙」的子音)以及硬顎擦音

/ɕ/(例如:「蝦」的子音)。擦音在第一語言習得時，便是對兒童來說較困難也較晚才習得

之語音。因為發擦音時，必須讓發音器官彼此靠近並形成狹長的通道，然後需要持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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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空氣通過狹長的通道才能發出擦音。因為這個發音方式的關係，擦音的一個特色就是

聽起來像是噪音一般。擦音又可細分為強擦音(sibilants)與弱擦音(non-sibilants)，華語中

的強擦音有齒擦音/s/，捲舌擦音/ʂ/與硬顎擦音/ɕ/而華語中的弱擦音為唇齒擦音/f/與軟顎

擦音/x/。強擦音在頻譜圖上的能量較強且聽覺感受上也較明顯。弱擦音則在頻譜圖上的

能量較弱且聽覺感受上也較不明顯。華語的擦音多為無聲擦音而且華語的強擦音除了發

音部位接近外，/ʂ/與/ɕ/也是其他語言中相對較少出現之語音。因此，華語擦音常是學習

者學習華語語音上的難點。 

目前來台學習華語的東南亞籍的學生中有許多印尼籍的學生，印尼語本身的擦音種

類相對較少只有齒齦擦音/s/與聲門擦音/h/ (Adisasmito-Smith, 1998)。印尼語在擦音數量

上的不同正巧提供了檢視語言學習者如何習得華語擦音的機會。根據 Flege(1995)的理論，

印尼籍的學習者因為母語中的擦音只有兩個，所以華語的擦音對他們來說大多屬於新語

音，因此較有可能正確地習得華語的擦音。因此，本研究將藉由 Flege(1995)所提出的語

音學習模式來檢視印尼籍學習者華語無聲擦音之習得，希望透過這項研究能更了解第二

語言的語音習得並對在日後印尼籍學習者的語音教學上有所助益。 

二、 文獻探討 

本章節將簡述國內外與本研究相關之文獻。Flege(1995)提出語音學習模式後，許多

學者開始研究以英語為目標語之學習者的語音習得(Aoyama, Guion, Flege, Yamada, & 

Akahane-Yamada, 2008; Piske, Flege, MacKay, & Meador, 2002; Simon, 2009; Sukada, 

Birdsong, Mack, Sung, Bialystok & Fleg, 2004)。這類型的研究發現母語與目標語相似之語

音的確較容易造成學習者學習上的難點。目前以華語為目標語並著重在語音習得之研究

可分為兩大類: (1)研究特定母語背景之學習者綜合性的語音習得研究(方淑華、陳慶華、

王敬淳、楊惠媚、陳浩然, 2015; 何沐容, 2008; 吳貞慧、與蘇睿, 2014; 張玲嘉,2014; 柯

秉儒, 2009)，這類型之研究多著重在學習者母語與目標語語音的對比，希望由語音轉寫

方式了解學習者學習華語不同語音之正確率並預測其華語語音習得之難點，目前國內關

於語音之研究較偏向這一類。(2)研究特定母語背景之學習者對華語特定語音之習得研究

(賴怡秀, 2008; 鄭齊兒, 2013; 鍾榮富和司秋雪, 2009)，這類型之研究相對較少，但是通

常會採用聲學分析以比較母語使用者與第二語言學習者在相同語音上之聲學差異，或是

在不同的時間點，學習者之聲學資料是否有所改變。因為以 Flege(1995)之理論檢視學習

者之語音習得與加入聲學分析之研究較少的關係，所以本研究將使用語音轉寫與聲學分

析兩種方式來了解印尼籍學習者學習華語擦音之難點。 

三、 研究方法 

本章節將分為研究問題、實驗設計與資料分析方法等三個部分。實驗設計將包含:

受試者、實驗材料與設備與資料收集步驟三小節。資料分析方法將就語音轉寫與聲學分

析兩個面向做說明。 

3.1 研究問題 

本實驗之研究問題為:以印尼語為母語之學習者學習華語無聲擦音之難點為何?  

3.2 實驗設計 

這個章節將就受試者資料、實驗材料與設備、資料收集步驟與資料分析方法做詳細

之說明。 

3.2.1 受試者 

本研究之受試者分為兩個部分: 以印尼語為母語之華語學習者以及以華語為母語之

人士。以印尼語為母語之華語學習者總共有十位, 程度皆為中級, 目前皆在北部某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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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就讀。這十位學生中有五位男性，五位女性。另外為了與華語學者之語音資料做對比，

本實驗也邀請五位以華語為母語者，他們同樣就讀於北部某所大學，這五位母語者中有

兩位男性三位女性。華語學習者與母語者之年齡皆介於十八至二十五歲之間。 

3.2.2 實驗材料與設備 

為了解以印尼語為母語之華語學習者在華語擦音上之表現，研究者設計了華語與印

尼語之詞表各一。兩份詞表的設計原則皆包含華語與印尼語之擦音與可以相互比較之元

音。另外，印尼語之詞表只包含原本印尼語之擦音但不包括外來語所借進之擦音。根據

此設計原則，華語之擦音包含: 唇齒擦音/f/, 齒擦音/s/, 捲舌擦音/ʂ/, 硬顎擦音/ɕ/ 與軟

顎擦音/x/。印尼語之擦音分別為齒齦擦音/s/與聲門擦音/h/。每個擦音各與三至四個元音

搭配，每個擦音與元音搭配之語境各有兩個華語或是印尼語詞彙。因此在華語之詞表中

共有 36個詞彙而印尼語詞表有 14個詞彙。 

另外，為了解學習者之語言背景，研究者設計了語言背景問卷以了解學習者華語學

習時間、程度與是否曾學習其他語言等相關問題。學習者皆為學習華語為第二語言之學

習者而非傳承語學習者。 

實驗設備為 SONY 13.3吋之筆記型電腦、Tascam DR-100 MR3之錄音機(Sampling 

rate為 44.1k Hz)與 AKG C-5電容式單指向麥克風。 

3.2.3 資料收集步驟 

資料收集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為公告實驗並邀請自願之受試者。自願參加之受

試者會先填寫語言背景資料以確認是否符合資格。第二與第三部分皆為錄音，以印尼語

為母語之受試者皆須參與華語與印尼語之錄音。而華語母語者只需要參加華語詞表的錄

音部份。在正式錄音之前，受試者會先參與測試錄音部份，測試錄音部份各有三個與實

驗內容不相關之華語與印尼語詞彙。研究者告訴受試者每次筆記型電腦之螢幕上會顯示

一個詞彙，而受試者需要在看到詞彙後唸一次即可。華語錄音部份受試者會同時看到繁

體字與拼音而印尼語錄音部分則顯示拼字。測試部份主要是為了確認受試者了解實驗步

驟並測試音量是否足夠。正式錄音的部分又分為兩個部份，華語學習者皆先參與華語錄

音再參加印尼語錄音。在每個語言的錄音實驗裡受試者需要唸詞表兩次，兩次詞表內容

皆相同但是有不同的排列組合。因此每位印尼籍學習者總共會產生 72 (36*2)筆華語語音

資料與 28 (14*2)筆印尼語語音資料，因為每個語言都錄音兩次，所以每組擦音與元音之

組合有 4 筆資料點。因此以印尼語為母語之受試者參與實驗之步驟為: 填寫問卷華語

測試錄音華語正式錄音休息三分鐘印尼語測試錄音印尼語正式錄音。母語受試

者之實驗步驟為: 填寫問卷華語測試錄音華語正式錄音。 

3.3 資料分析方法 

為了解以印尼語為母語之學習者擦音之習得狀況，資料分析方法分為兩個部份，分

別是語音轉寫與聲學分析。語音轉寫可以顯示學習者在華語各個擦音之正確率與錯誤，

而聲學分析可以進一步了解這群學習者如何重新安排華語擦音之語音空間。 

3.3.1 語音轉寫 

語音轉寫的部份由受過專業語音訓練之研究者進行，研究者以受試者為單位，因此

研究者會在聽完同一位受試者之音檔之後再換另一位受試者。這樣可以避免任何跨受試

者之干擾。語音轉寫部分研究者使用 Praat (Boersma & Weenink, 2017)來進行轉寫與後續

聲學分析。在聽音的時候，研究者會把正確的發音標註為 1，不正確的發音標註為 0，

不正確之語音將進一步進行音素轉寫(phonemic transcription)，把研究者認為學習者發的

音註記下。 

3.3.2 聲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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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學分析方面，先前的文獻(Nittrouer, 1988; Fox & Nissen, 2005)顯示頻譜動差分析

(spectral moments analysis)在區別之擦音，尤其是強擦音(sibilants)上效果非常顯著。頻譜

動差分析將擦音噪音部分的能量頻譜做數學上的動差分析以了解擦音頻率之分佈。這四

個動差分別為:平均數(mean/M1)、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M2)、偏態(skewness/M3)與

峰度(kurtosis/M4)。之前關於華語擦音研究(Li, 2009; Shih, 2012)也顯示頻譜動差分析中

的平均數對於區別華語強擦音有顯著的效果，上述之文獻也顯示在輔音與元音交界之元

音的第二共振峰值(onset of F2)也有助於區別華語擦音。因此，本實驗採用這兩項聲學測

量方式(M1&onset of F2)來分析受試者之華語擦音。為測量這兩個聲學特徵之數值，研

究者使用 Praat 來做分析。在每個詞彙擦音之部分標註擦音之起點，與元音之起點。擦

音之起點定義為: 在聲波圖上有明顯的能量增加而且在頻譜圖上有超過 1000 Hz以上的

能量，元音的起點則定義為第一個往上升之喉脈衝波(glottal pulse)。根據這兩項定義標

註每個詞彙後，再透過 Praat分析 M1與 onset F2之值，本研究總共分析 720筆印尼籍

學習者華語語音資料與 360筆華語母語者之語音資料。 

四、 資料分析結果 

本章節將分析並探討印尼籍學習者華語擦音之資料。首先將針對轉寫資料中語音的

正確率與錯誤進行分析與探討。接下來則分析與探討印尼籍學習者華語擦音之聲學資

料。 

4.1 轉寫資料 

轉寫資料部分將就印尼籍學習者五個華語擦音的正確率與錯誤做說明。印尼籍學習

者五個華語無聲擦音中正確率最高的是唇齒擦音/f/，正確率為 99.2%，正確率次高的是

齒擦音/s/，正確率為 90%，正確率第三高的是硬顎擦音/ɕ/，正確率為 70 %，接下來是

軟顎擦音/x/，正確率為 63%，正確率最低的是捲舌擦音/ʂ/，正確率只有 39%。 

印尼籍學習者發華語唇齒擦音/f/之正確率相當高，其中只有一筆資料是因為受試者

將唇齒擦音發為圓唇化聲門擦音[hw]而被標記為錯誤。華語齒擦音/s/的情況中發錯的語

音皆是把齒擦音發成捲舌擦音 /ʂ/，總共有 17 例，這可能跟學習者過度矯正

(hypercorrection)有關，印尼籍的學習者可能了解到華語有捲舌擦音/ʂ/，但是卻無法正確

的分辨使用情境，因此會在應該發齒擦音的情況下發了捲舌擦音。硬顎音/ɕ/的情況很特

殊，印尼籍學習者正確率雖算高，但是發錯的情況皆只有一種，就是把該發硬顎擦音/ɕ/

的情況發成齒擦音/s/總共有 51例，尤其是在硬顎擦音緊鄰之元音為前高展唇元音/i/之語

境時。華語的齒擦音/s/無法與前高展唇元音/i/結合，只有硬顎擦音/ɕ/可以與前高展唇元

音/i/結合，但是印尼語的齒齦擦音/s/則可以與前高展唇元音/i/結合。因此，印尼籍的學

習者可能在發華語硬顎擦音/ɕ/結合前高展唇元音/i/時，以印尼語的齒齦擦音/s/加上/i/取

代。這個組合對印尼籍的學習者來說可能是最接近的語音組合。在華語軟顎擦音/x/的錯

誤中，印尼籍學習者皆以聲門擦音/h/取代軟顎擦音共計 47 例。最後是正確率最低的捲

舌擦音/ʂ/，總共 168 筆資料中只有 65 例為正確，錯誤數高達 103 例，所有錯誤的情況

皆是將捲舌音發生齒擦音/s/。由印尼籍學習者在華語齒擦音、捲舌擦音與硬顎擦音的轉

寫資料來看，以印尼語為母語的學習者其母語只有一個強擦音/s/，但是當他們學習擁有

較複雜的華語擦音系統時，尤其是華語有三個強擦音，印尼語為母語的學習者會把華語

齒擦音/s/與其他非前高展純元音結合之組合以母語的/s/發音，而面對華語硬顎擦音/ɕ/加

上前高展純元音/i/時，他們會使用/s/取代/ɕ/，因為在他們母語的的語音組合中這是合法

的組合。而捲舌擦音/ʂ/則因為尚未完全習得正確的使用情境而大多仍以/s/取代。另外，

以印尼語為母語的學習者在華語/ɕ/的時候聽起來也像是有較前的發音位置。這可能與印

尼籍的學習者尚未完全習得華語的齒擦音與硬顎擦音有關，換句話說，他們可能認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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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在華語為音素的語音其實是同一音素的不同變體。這部分的資料會由下個部分的聲

學分析做進一步的分析與討論。 

印尼語本身的擦音有齒齦擦音/s/與聲門擦音/h/，根據 Flege(1995)之理論，目標語有

而母語沒有之擦音例如: /f/，/ʂ/ 與 /ɕ/ 應該會是除了可以直接轉移的語音外印尼籍學習

者學習華語上可能相對簡單的語音。唇齒擦音/f/的確有很高的正確率，硬顎擦音/ɕ/正確

率也有 70%，只有捲舌擦音正確率最低。華語與印尼語皆有的齒擦音或齒齦擦音/s/ 由

於可以直接從母語轉移到目標語，因此正確率也高達 90%。最後是相似的語音，華語的

軟顎擦音/x/與印尼語的聲門擦音/h/，印尼籍之學習者常以聲門擦音/h/取代軟顎擦音/x/

因此正確率為 63%。 

4.2 聲學資料 

在這一小節裡將對以印尼語為母語者之華語擦音作聲學分析，由於篇幅的關係，將

會著重在華語強擦音之分析。華語的五個擦音中有三個是強擦音，強擦音會依依性別與

元音之位置分開呈現。 

 

圖 1 印尼籍學習者強擦音之聲學資料(依性別、元音區分) 

圖 1呈現的是以印尼語為母語的學習者三個華語強擦音的聲學資料。上方的三個圖

是女性的資料，下方的三個圖是男性的資料。男女學習者的資料都依據強擦音與哪一類

型的元音結合分類。左邊第一欄是學習者發與前元音結合之資料，中間為中元音，右邊

欄為後元音。X 軸代表的是 M1，單位是赫茲，也就是擦音噪音部分的頻率之平均值。

根據先前文獻 M1 之值與發音部位的前後成正比，換言之，M1 值越高代表發音位置越

前面。Y軸是 Onset of F2，單位是赫茲，也就是輔音與元音交界處元音第二共振峰的值。

先前的文獻指出由於發華語硬顎擦音時，舌位較高，因此可以用來將硬顎擦音與齒擦音、

捲舌擦音作區別。最後圖中綠色的 c代表的是華語硬顎擦音，藍色的 r是捲舌擦音，紅

色的 s是齒擦音。 

由圖 1可以發現，由於發硬顎擦音時舌位較高再加上需要與前高展唇元音結合，因

此一般來說硬顎音位置的確是在 Y 軸較上方的位置。接下來由 X 軸上三個強擦音的位

置可以發現: (1) 印尼籍學習者的齒擦音與捲舌擦音之分佈皆介於 4000至 8000赫茲，而

且大多數的情況這兩個擦音的分佈位置是相互重疊的。這部分的聲學資料與轉寫的資料

吻合，由於以印尼語為母語的學習者時常以齒擦音取代捲舌擦音，所以發音位置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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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兩者在聲學上的表現也類似，幾乎是重疊分佈。(2) 印尼籍學習者的硬顎擦音其

分佈位置約在 6000至 7000赫茲之間，而這個分佈區間有很大一部分與齒擦音的分佈位

置重疊，換言之，這些學習者發的硬顎擦音的位置與他們發齒擦音的位置極為接近。這

也解釋為什麼在轉寫資料的部分研究者認為以印尼語為母語的學習者齒擦音發音位置

不夠前面而硬顎擦音的發音位置不夠後面，所以聽起來非常接近。 

 
圖 2 印尼籍學習者強擦音之聲學資料(依性別、正確與否區分) 

圖 2之資料的所使用的圖示皆與圖 1相同，不同的是將印尼籍學習者的正確發音與

不正確發音之資料分開。就正確的發音來看，在 X軸 5000至 7000赫茲的範圍內重疊了

齒擦音、硬顎擦音與捲舌擦音，有一小部分的齒擦音的發音部位移至較前面的發音位置，

另外有一小部分捲舌擦音的位置移到較後面的發音位置。但是整體上就 X軸上的分佈來

看區別性並不是很大。這可能如轉寫部分的資料顯示的印尼語為母語的學習者會把華語

齒擦音/s/與其他非前高展純元音結合之組合以母語的/s/發音，而面對華語硬顎擦音/ɕ/加

上前高展純元音/i/時，他們也會使用/s/取代/ɕ/，因為在他們母語的的語音組合中這是合

法的組合。而捲舌擦音/ʂ/則因為尚未完全習得正確的使用情境而大多仍以/s/取代。所以

這三個擦音的聲學分佈位置並沒有明顯的區別。最後，在不正確的圖上可以發現這三個

語音在 X軸上的分佈幾乎是重疊在一起。 

五、 結論 

本實驗邀請十位正在台灣學習華語的印尼籍第二語言學習者參與研究，語音轉寫分

析的結果發現印尼籍學習者五個華語無聲擦音中正確率最高的是唇齒擦音/f/，正確率次

高的是齒擦音/s/，正確率第三高的是硬顎擦音/ɕ/，接下來是軟顎擦音/x/，正確率最低的

是捲舌擦音/ʂ/。硬顎音/ɕ/正確率雖算高，但是發錯的情況只有一種，就是把該發硬顎擦

音/ɕ/的情況發成齒擦音/s/，這在硬顎擦音緊鄰之元音為前高展唇元音/i/之語境時最常出

現。華語的齒擦音/s/無法與前高展唇元音/i/結合，但是硬顎擦音/ɕ/可以，可能因此印尼

籍的學習者在發華語硬顎擦音/ɕ/結合前高展唇元音/i/時，以印尼語的齒齦擦音/s/加上/i/

取代。在華語軟顎擦音/x/的錯誤中，印尼籍學習者皆以聲門擦音/h/取代軟顎擦音。而正

確率最低的捲舌擦音/ʂ/中所有錯誤的情況皆是將捲舌音發生齒擦音/s/。聲學分析方面之

結果也印證上述之情況。本研究藉由Flege之理論以預測印尼籍學習者之華語擦音習得，

結果發現雖有一部分與 Flege之理論相同，但仍有一部分與預測不同。之後將陸續收集

更多學習者之語音資料，希望能藉由這類型之研究幫助教師與研究人員更了解語音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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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機制外也能對日後之語音教學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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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教學中的動態評估與學習者習得行為：以美國文理學院

中文三年級課程為例 

張欣 

摘要 

傳統的教育乃至外語教學中的評估（assessment）研究多圍繞考試、能力水平測驗等

形式展開。本文則旨在探討如何運用動態評估（dynamic assessment）有效地在課堂內外引

導和培養中文學習者的正確學習習慣與習得行為。動態評估是一個將教學與評價、個體學

習過程與發展結果納入統一詮釋體系的概念，其實施目的不止步于測量學習任務完成情況，

而是通過調整教學手段引導和促進學習者能力的提升。本文從具體教學實例出發，以一所

美國頂尖文理學院中文三年級課程為例，展示如何運用動態評估進行課程目標設定、課堂

活動設計、成績評估等教學實例。 報告將重點展示如何用小組討論、課外採訪及研究展

示等方式做為訓練和評估手段，訓練中文學習者理解並逐漸形成目的語語境觀點（target-

cultural perspectives）、並能使用中文語篇與母語者深入交流一些中文語境中的熱門話題，

比如教育、環保、大學生就業等。通過展示課堂活動和學生最終的學習成果實例，本報告

將給與會老師提供具體可操作的課程設計思路和技巧。 

關鍵詞： 動態評估；中高級；教學實例；海外中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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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模式下華文寫作課中的師生角色定位 

龔成 1、陳志銳 2、陳之權 3、鄭文佩 4 

南洋理工大學新加坡華文教研中心 

副講師 1
、院長 2

、首席講師 3
、副研究員 4

  

Cheng.gong@sccl.sg 

摘要 

寫作教學一直是語文教學中的重點和難點。學生寫得心苦，老師也改得心累。學

生即使反復練習也往往收效甚微。究其原因，傳統的“學生寫作--老師批改-學生謄寫”

的寫作模式忽視了寫作是一個涉及認知和元認知的複雜過程，這個過程需要學生同時

進行意義建構和語言編碼，給他們帶來相當大的認知負荷和語言負荷。限時寫作的方

式，沒有辦法讓老師們對學生在寫作過程中所應該使用到的策略和遇到的困難進行指

導和干預。“教師批改-學生謄寫”的方式使學生失去了主動思考的機會，因此即使收

到很多評語，學生的寫作水平仍然不見提升。本文分享自主學習模式下華文寫作課中

師生需要如何進行角色定位，方能達到真正促進學生寫作能力提升的目的。點評和反

思，也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關鍵詞：網絡自主學習、寫作教學、師生角色定位、科技的能供性 

一、寫作教學的現狀 

對於寫作文，學生中常常流傳這樣幾句話：“一看作文就撓頭，攤開稿紙咬筆頭，

冥思苦想皺眉頭，半個小時沒開頭”。學生懼怕寫作，不知道如何寫作，這是一個普

遍問題。寫作不僅僅是對於新加坡華文作為二語的學生來說很困難，即使對於華文作

為母語的學生，也不見得容易。 

對學生來說痛苦，而對於老師而言又何嘗不是苦不堪言？傳統的作文批改是“教

師修改-學生謄寫”。教師費時費力地批改修訂，費心地給學生提出滿頁的評語和修改

意見；學生機械地完成謄寫，很少會關心老師所給的評語，或者有的根本也看不懂。

老師批改完的作文“萬里江山一片紅”，學生看著“辛苦又心苦”，不僅對作文提升

沒有太大幫助，還十分打消學習的積極性；老師十幾個日夜不眠不休地批改完一班的

作文返還給學生，還安排了學生進行謄寫，甚至謄寫前也進行了講評，可是學生仍然

在後續的作文中反復出現相同或相似的錯誤，老師也十分“辛苦又心累”，影響教學

積極性。 

學生懼怕寫作，主要難點有三個：不知道該寫什麼、該怎麼寫以及如何寫得更好。

而究其原因也不外乎三點：內容方面，學生缺乏寫作素材的積累，因此提起筆來腦袋

空空，感覺作文無話可說。即使勉強成文，也缺乏真情實感；組織結構方面，學生對

文章結構的重要性缺乏深刻的認識，不知道如何進行謀篇佈局。加上語言功底不夠，

他們很難用最合適的方式組織自己的想法，也影響其寫作表達能力；語言方面，華文

不是他們的第一語言，這影響了他們的詞匯和句法基礎。另外，學生對各種表現手法

和修辭手法等的素養不足，不知道該如何為作文添枝加葉，也不知道如何修改作文。 

老師怕教寫作，怕改作文，原因也可以挖掘得到。老師怕教，主要是因為相對于

語文科其他技能的教學，寫作教學比較薄弱，不太有系統性。和很多老師交流的時候，

他們都反映說中學華文課本關於作文的教學是有系統性的，寫作技巧也有一定的數量。

我們查閱了中學華文課本，從中一到中四，關於記敘文的寫作技巧教學總共有十一二

個，分散在八冊華文課本的不同地方。這對於幫助學生系統地形成寫作知識體系和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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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寫作思維是不夠的。教師通常沒有一個系統的長期的計劃來安排作文教學，只是在

閱讀課上對課本中出現的一些寫作技巧或修辭手法順帶進行教學。作文批改時，教師

的評價主要側重在語言文字的質量上，不太能夠強調內容，更無暇顧及學生寫作的過

程。即便教師花費了大量時間對作文內容和語言同時都進行了點評，學生往往對教師

的評語和修改的部分也沒有認真閱讀，導致同樣的錯誤在以後的作文中仍舊出現。 

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呢？首先，知識的形成是靠學生自己去建構的，學習

的過程也一定是主動的。“學生寫作--老師批改-學生謄寫”的傳統寫作模式中，教師

是主動的，而學生是被動的，這不利於學生知識的建構。另一方面，從認知過程來說

寫作不是一個直接的過程，而是一個涉及認知和元認知的複雜過程。寫作的成品是一

系列複雜認知過程之後的成果。寫作並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而是一個反復修改的過

程。如果學生在很短的時間內將作文寫完後就交給教師評改，沒有修改、沒有建立起

所謂的“讀者”意識， 就不可能達到寫作在傳意上的功能；從寫作的本質來講，寫作

是一個需要學生同時進行意義建構和語言編碼的過程。二語學習者語言能力欠佳，若

同時進行這兩種工作，語言上和認知上的負荷就會超出學生的承受能力。而限時寫作

的現狀，沒有辦法讓老師們對學生在寫作過程中所應該使用到的策略和他們遇到的困

難進行關注和干預。 

以上這些就是目前寫作教學的現狀，也是教師和學生在寫作上共同面臨的問題。 

二、研究背景 

針對目前新加坡中學華文寫作教學的一些現狀和問題，筆者設計了一門“自主學

習模式下的中學華文寫作課”。寫作不是一個直接的過程，而是一個涉及認知和元認

知的複雜過程。寫作並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學生需要對作品進行反復修改，一次性

成文的成果式寫作和寫作所要經歷的複雜的心理認知過程並不相符。過程式寫作重視

學生的寫作過程，強調塑造和影響學生的寫作思維和寫作習慣。只有立足於長期的學

習方式和寫作能力的改變，並在學生的寫作過程中輔以大量的鷹架進行指導，才能夠

幫助學生對寫作能力進行自我長期建構。本寫作課程根據建構主義與社會建構主義學

習理論進行設計，活動中反復要求學生點評同儕的作品、合同儕進行互動，並修改自

己及同儕的習作，強調學生對寫作評量標準的解構、吸收和應用。課程將學習和評價

進行結合，將評價變成學習的形式和目的。通過階梯式的鷹架引導，學生在自主學習

的模式下進行反復的自我評價和同儕評價，從而將作文評量的標準內化，提升寫作水

平。本文主要分享自主學習模式下華文寫作課中師生需要如何進行角色定位，方能達

到真正促進學生寫作能力提升的目的。 

 2.1 軟件平臺 

研究使用的是基於 Web2.0 技術的 wiki 平臺，這是維基百科的一個免付費平臺。

Wiki 是一種能支持多用戶同步編輯的文字處理工具，十分適合學習者進行集體寫作和

同儕互評（黃龍翔等，2010，2011）。它強調積極參與、互動連接、協作學習、知識共

享和內容共建（Wang et al., 2013）。Wiki給學生提供了一個合作學習、共同寫作的平臺，

教師們可以在平臺上觀測學生的寫作內容和完成時間，保存學生的修改軌跡，這有助

於教師瞭解學生的程度與需求並相應調整後續的寫作教學活動。在平臺所創設的共享

空間內，參與者可以用文本完成個人作文並進行組員之間的點評反饋，以促成組內和

組間觀點的生成。 

平臺有一些功能能夠配合課程的需求。如，可以允許開設多個學生戶口，讓管理

員創設自己風格和功能的頁面，允許上載音頻、視頻和圖表，而且還可以允許多用戶

同時點評。用戶一旦在平臺上有修改，無論是修改作文還是修改評論，管理員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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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到前初改稿的作文差別之處，記錄學生的修改痕跡。 每個學生上線、上傳作文、

留言反饋和修改作文的時間，平臺也都可以記錄。 

每一次自主寫作的活動，在平臺上都有五大板塊的內容：作文技巧、參考詞匯、

學生作文、作文題目和龍虎榜。作文技巧板塊裡面是該階段學生需要學習的寫作技巧

的文本釋義、音頻和練習；參考詞匯板塊包含該寫作話題的一些相關詞匯和網上電子

字典的鏈接；所有同學的作文初稿、改稿、所收到的同儕和教師的反饋以及他們和這

些反饋之間的互動記錄都在學生作文板塊；作文題目板塊是本次寫作活動的備選作文

題目；龍虎榜裡面則是每次寫作活動的上榜學生名單，榜單主要為“小組競賽成績、

佳作獎、作文修改獎、作文進步獎、認真點評獎”等，小組比賽成績也會公佈在此。 

2.2 實驗對象        

研究對象為新加坡一所政府中學一年級 2個班的 60名華文快捷班學生。實驗班共

32人，控制班 28人。研究歷時 2年。實驗班的學生參與 5次自主性過程式寫作活動，

課堂上老師主要進行部分寫作技巧的教學，主持以小組為單位的學生口頭呈現和點評。

控制班的學生只參加前、中、後測，教師的教學內容和方式與平時相同。 

2.3 研究過程 

活動步驟 0在所有五輪的寫作活動開始前進行，其他的步驟 1至 11在接下來的五

輪寫作活動中重複進行。現將各個步驟的具體活動簡述如下： 

表 1 過程寫作活動流程和步驟 

教學階段 活動步驟 活動 

第一階段：學

習 

0 培訓  培訓學生如何使用作文評量標準 

第二階段：練

習 

（寫前活動） 

1自學寫作技

巧 

在 wiki平臺自主學習寫作技巧 

2自學成果檢

驗 

學生以小組形式參加測試 

3課堂教學 教師綱要式講授核心寫作技巧 

4課外學習 學生根據評量標準分析美文、解構病文 

5課堂呈現 學生小組呈現，小組之間互評，教師對學生點評不

足的地方加以補充並分析美文和病文 

第三階段： 

應用 

（寫作活動） 

6初稿寫作 學生課外進行初稿寫作 

7同儕互評 學生在限定時間內進行網上同儕互評 

8修改作文 學生根據同儕建議修改作文 

9教師點評 教師課上點評本次作文中的常見錯誤和可取優點 

10定稿 學生課後結合教師和同學所提建議修定作文、提交

定稿 

第四階段： 

反思寫後活動 

11反思 教師引導學生本輪寫作活動進行反思 

2.4研究結果 

單因素協方差分析(one-way analysis of covariance, ANCOVA) 顯示實驗班和控制班

學生的後測成績有顯著差異，實驗班成績的提高明顯高於控制班，表明實驗干預有效。

相關係數分析表明學生給出評語和後測成績之間的相關係數最高，代表兩者之間關係

最密切。也就是說，學生根據教師提供的評量表和互評引導問題來給同儕評語，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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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真正受惠，這印證了一句歷史悠久的俗語，“施比受有福”。這也印證了建構主

義的觀點，知識的個人化建構和社會化建構共同造就了學習者的知識建構。本文不具

體報告實驗的方法和數據，主要分享並總結課程中的師生角色定位模式。 

三、自主性學習中的師生角色定位 

研究數據顯示學生的後測成績有明顯進步，而且相關係數也證明學生發出的點評

數量和後測作文成績之間的相互關係是最高的，這些都能證明實驗干預的有效性。實

驗干預有效，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學習-練習-應用”的三步鷹架法，它使學生能夠清楚

明白作文的評量標準，並且長期反復地使用評量標準點評同儕作品和約束、修改自己

的作品。除了寫作評量標準的學習和反復運用，師生角色的設計和關係定位，也是本

研究成功不可或缺的要素。下面筆者將以師生角色定位為思考點，嘗試分析自主學習

模式下華文寫作課程中師生角色定位中的合適模式。在五次寫作活動中學生經歷的活

動過程以及教師和學生的角色如下表： 

表 2過程寫作活動中得教師和學生角色 

階段 活動 學生的角色 教師角色 

一：

活動

前培

訓 

學習作文

評量表的

形式和內

容 

個人學習+小組學習：通過完成活動熟

悉評量表的形式和內容。 

學生通過完成教師設計的活動單和進行

課堂呈現，認識並解說評量表的特點並

嘗試使用評量表規約教師所提供的範

文，成為主動的學習者。 

準備教師和學生版本的評量表；分

析學生目前所處的程度；根據學生

程度準備小組活動的材料；預測、

觀察和記錄學生在呈現時所出現的

問題，在呈現後針對典型問題和核

心內容進行講解和點評。 

二：

寫前

活動 

練習使用

評量表：

自學寫作

技巧、美

文欣賞活

動、病文

修改活

動、修改

練習活動 

個人學習+小組學習：自主學習寫作技

巧，參加測試、學習如何運用寫作技巧

鑒賞美文和修改病文。 

學生對學習內容進行計劃和安排，在網

上自主學習寫作技巧，之後參與測試瞭

解學習成效。因為小組積分，因此他們

會互相督促互相提醒互相幫助。利用評

量表的標準去嘗試欣賞好文章，之後嘗

試分析病文並修改病文，進行主動的學

習。 

督促學生網上自學；設計測試題

目；預測學生學習難點；根據測試

結果進行班級講評；準備美文和病

文練習的材料；安排學習進度；把

握課堂呈現的節奏和方向；預測、

觀察和記錄學生在呈現時所出現的

問題，在呈現後進行講解和點評； 

三：

寫作

活動 

應用評量

表：初稿

寫作、同

儕互評、

修改作

文、教師

點評、定

稿 

個人學習+小組學習：利用學習的寫作

技巧和寫作評量表完成初稿的寫作、同

儕間互評和修改稿。 

學生對學習進度進行自主安排，填寫寫

作計劃，在網上自己安排時間進行初稿

的寫作，之後根據評量表對同儕的作品

進行點評提出修改意見，若同學有反饋

要及時進行互動，之後根據教師的講評

以及點評意見修改自己的初稿。 

安排寫作的時間；督促學生上網寫

作、同儕互評；參與網上點評給學

生作品提出修改意見；觀察分析總

結學生習作的典型錯誤以及優點；

設計典型錯誤活動單幫助學生學習

改錯；在班級進行集體講評；給出

定稿修改建議。 

四：

寫後

活動 

反思 個人學習+小組學習：利用反思清單，

參考點評意見或者是其他同學收到的點

評意見，對該次寫作活動進行反思。 

學生對之前的寫作過程進行審視與分

制定反思清單；提出反思樣例；總

結學生反思材料；展示反思較深入

的學生作品，講解反思與進步之間

的關係；提出對學生反思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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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並以此剖析和總結經驗教訓認識自

己寫作的優點缺點並加以記錄。通過反

思學生能夠不斷地、逐漸地提高對自己

寫作的監控能力，為後續的寫作進步打

基礎。 

講解反思的作用，激發學生自覺學

習和自覺反思的衝動。 

學生學習不可或缺的幾大要素存在於這四個階段的活動中：集體參與、組間競賽、

組內協作、口頭呈現、互動評量、意義協商、總結反思。在這幾大要素的助力下，教

師從台前退到了幕後，從知識的講授者變成活動的設計者和推動者、材料的提供方、

學習的監督者、點評的引導者、節奏的控制員、反思的帶領者。雖然教師仍舊是活動

的主導者，但學生基本上都成為學習的主體。學習的主權交還給了學生，這樣的學習

才能稱為以學生為主體的學習（student-centred learning）。師生角色的明確定位，是本

課程成功的首要條件。只有學生成為學習的主體，學習空間才會有巨大的提升。 

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體，在自主學習的時候並不是絕對的。自主學習的教學想要

成功，我們就必須採用中庸態度，不能走極端。教師主導和學生主導都有其優點，因

此我們推薦在自主學習的課程中使用“雙主模式”。也就是說在整個活動的過程中，

有一些部分是以教師為中心，有一些部分以學生為中心。為了讓學生瞭解學習的內容，

教師進行必要的集體講授和點評，這種以教師為主導的教學能夠最大化地提升時間效

率；而想要學生真正內化作文的評量標準，只能通過讓學生自己學習、領悟、互評和

呈現來達到，這時候就必須安排以學生為中心的活動。就好比說，老師首先要給學生

搭一座橋，這樣學生才能夠更容易地從橋上走到目的地。 

點評的作用為什麼這麼大？我可以打兩個比方。如果你當了一段時間的裁判，以

後要你以選手的身份參賽的話，你的成績不會比新手差，並且起碼絕對不會違規。因

為如果我們將為同儕提出點評意見比作擔任“裁判”的話，學生只有知道了“裁判”

（評量表）如何打分，並在訓練中根據打分要求不斷練習，才能在自己“參加比賽”

（寫作）的時候取得好的成績。這就是因為寫作評量標準得到內化的結果。同樣的，

當你在吃一份炒蝦面時，你的朋友問你這面好吃嗎？你說“不怎麼樣”。你的朋友說，

“我覺得看著不錯呀，我最愛吃炒蝦面了！”你還是答不出來為什麼你不太推薦它。

這時候你的朋友也去買了一份來吃，之後她告訴你，“嗯，的確比我吃過的好吃的炒

蝦面要難吃很多。雖然看相上和普通的炒蝦面沒有多大區別，但是嘗起來就大不相同。

食材的新鮮度不夠，也沒有用精心熬煮的高湯烹煮麵條，炒蝦面必不可少的三層肉和

豬油渣都不見蹤影，麵條過碎，說明烹煮時間太長，沒有用心現炒現煮而是煮好了等

顧客買時給她舀上一份。辣椒醬也不地道。”所以你看，這個朋友將這份炒蝦面和她

吃過的好吃的炒蝦面進行了對比，找出了兩者之間的差距。好吃的炒蝦面所體現出來

的方方面面，也就是我們所強調的“評量標準”了。將習作與評量標準時刻進行對準

和比照，自然很容易就能發現習作的優劣，也能對原因說出個子丑寅卯來。經過如此

反復訓練的學生，你說他的作文水平能不提高嗎？ 

反思的作用為什麼這麼大？反思是一種有益的思維活動和再學習活動。它是學生

“回顧寫作-分析成敗-查找原因-尋求對策-以利後行”的一個過程。不論是找出促進該

次寫作成功的原因還是挖掘該次寫作失敗的陷阱，學生只要有這個思考和挖掘的過程，

就會從中受益。不斷地反思就會不斷地發現困惑，從而將自己的經驗教訓總結並上升

到一定的高度。一般來說，一個優秀學習者的成長過程離不開不斷反思的這一重要環

節，進步最大的學生基本都是善於深刻反思的學生。 

互評和反思這兩個重要的因素，讓這個寫作課程中學生的學習都變成有意義的學

習（meaningful learning）。Jonassen（2000, 2006）提出如何使用電腦進行有意義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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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架構，他所根據的主要是建構主義和社會建構主義的學習原理。建構主義相信學習

必須是主動的，學生將新信息與先備知識進行融合成為對自己有意義的知識。而社會

建構主義則將學習看作是社會情景下知識的建構，因此它強調學習社群中學習者個體

之間的相互文化適應（Oxford,1997）和學生彼此間的互動協調（Hung&Chen,2006）學

生通過網上的互相點評、你問我答、你攻我守，這樣一來二往，他們通過多話輪的互

動溝通了彼此的看法，理清了自己的思路，也通過互動不斷內化了作文評量標準。 

另外，實驗能夠成功，小組和班級為單位的協作學習也功不可沒。協作學習或稱

合作學習，二者大同小異（蔡敬新，2011）。一些學者以分工方式來區分二者，認為合

作學習具有明確的分工切割特性，協作學習則強調意義的協商與共同知識（shared 

understanding）的獲取（Dillenbourg,1999）。本課程中的學習小組以異質分組的方式組

成，它強調組員間互相幫助以完成任務，重視小組整體的表現成果而非單純的個人學

習表現。在評價方面，也以團體成績作為評價標準，因此它具備了現代教育理念所重

視的人際交往互動和實踐體驗等特徵。小組協作學習是基於維基平臺過程寫作的一個

重要元素，小組成員之間的大量交流與互動，對於想法的產生、素材的收集、重點的

把握等都有好處（Hyland, 2003）。網絡合作環境有助於觀點的產生、內容的組織和作

品的修改（Peres and Pimenta,2010; Karayan and Crowe, 1997）。網絡空間所提供的在線

互動機會，也有利於產出反饋意見（Schultz, 2000）。小組成員之間在線上以及線下都

有大量的書面語和口語的互動，通過大量的意義協商而達成共識，有利於個人和小組

共同的知識共建。Wiki 平臺所提供的合作環境能夠進一步促進及時性溝通，加強信息

交換、促進知識建構和生成優質想法。同時，平臺也具有保存的功能，學生能夠隨時

查閱同儕之間的討論。 

四、總結 

自主學習不是教師不教，交給學生自己去學，而是在整個學習過程中的師生角色

進行了轉變。想要學生成為學習的主體，教師的專業水平（professionalism）和對活動

的統籌把控能力(orchestration)都必須有高層次的要求。教師必須制定成熟的小組程序

以安排好活動，也要確保小組成員之間的高度互動和積極正面的互相依賴，這樣才能

共同承擔工作，完成共同的目標。以學生為主體的學習對教師的專業成長和學生的學

習能力培養是一件雙贏的好事。在進行過程式寫作教學時，一定要注重發展學生的評

價能力。因為只有這樣的評價，才真正對學習有著積極意義的反撥作用。自主學習一

定要和協作學習、意義協商與共識、作為學習的評價（assessment as learning, AsL）、反

思等這幾個要素相結合，才能稱為有質量的自主學習。否則就只能是形式上的自主學

習，而實際上也就是傳統的完成作業罷了。 

電腦擁有多方面的能供性/潛能（affordance）（Gibson,1979; Norman, 1999; Chai & 

Lee, 2006），能夠提供很多的可能性。現代科技的發展使得各種資訊科技的應用工具數

量快速增長。這些工具都有其教學、社會以及技術三方面的能供性（Chai & Lee, 2010）。

教師若能夠善用電腦和互聯網進行教學，就能有效地發展和利用資訊科技的能供性培

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也只有具有自我學習能力的學習者，才能成為更自信的、更

具有自我動機感的、更符合時代要求的終身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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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摘要： 

目前關於應用遊戲於中文教學的書籍愈來愈多，而應用各式桌遊於教學亦種類不勝枚

舉。遊戲的確能減輕學生學習壓力與緊張情緒並提昇學生學習動力，教師如何可以打破框

架選擇適當並符合教學目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遊戲的種類繁多、性質迥異，選擇遊

戲不僅需要從學習者年齡層考量，學習者興趣、教學環境資源限制、課時安排層層環節思

考之外，應當參照語言學習標準，以達到「遊於藝」之效，而不至於「荒於嬉」。 

本論文欲從美國外語教學協會 2015 修訂的《為世界作準備的語言學習標準（The 

World-Readiness Standards for Learning Languages）》結合各項評量（assessments）及逆向

設計（backward design）角度思考與探討思考運用各種遊戲的準則。在課程設計上從形成

性評量（Formative Assessments）或總結性評量（Summative Assessments）及綜合性表現

評量（Integrated Performance Assessments）角度考量考慮何時帶入遊戲。決定形成性及總

結性評量時如何參考從全美外語監督協會（National Council of State Supervisors For 

Languages，簡稱 NCSSFL）與 全美外語教師協會（簡稱 ACTFL）共同制訂的《學生能夠

做到的陳述（ NCSSFL-ACTFL Can-Do Statements）》選擇甚至改編遊戲，以提昇學生在溝

通標準中理解詮釋、人際交流與表達演示的能力及教學效果。 

因此遊戲可以達到評量效果，減輕學生對評量的心理負擔，並可以連結實際生活任務，

評量可以不限於紙筆測驗，遊戲與評量在中文教學的角色可互換並有相輔相成的效果。 

關鍵字：課程設計、遊戲（games）、課室活動（classroom activities）評量（assessments）、

形成性評量（Formative Assessments）、總結性評量（Summative Assessments） 

一、前言 

遊戲的定義在此「遊戲」是泛指所有在課室活動中，學生團體或小組的趣味活動。這

些活動也可以泛指「桌遊」及一些應用程式的遊戲等。「遊戲」在語言教學的課堂中，不

應侷限於課堂活動的一部份而已，教師可以從評量的角度思考並選擇能提升學生語言水平，

讓教學設計更貼近學生使用語言的情境，進而能將課堂所學運用到真實生活中。以下從不

同面向討論「遊戲」與「評量」相互在中文教學扮演的角色。 

二、內文 

2.1遊戲進行時機 

在美國外語教學協會（ACTFL）與美國高效能語言教師計劃（Teacher Effectiveness 

for Language Learning，www.tellproject.org），而美國國家級關鍵外語教學計劃--星談計劃

（項目）皆一再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美國外語教學協會推展出版的《計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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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關鍵（The Keys to Planning for Learning）》一書指出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課堂，教師在

計劃課程時需要瞭解：1.如何提高學生學習動機；2.如何讓學生瞭解自己學習效能；3.如

何進行差異化教學；4.應用以大腦研究理論在課程設計與計劃。(Clementi & Terrill, 2013)

「遊戲」在中文教學扮演的角色可以讓課程有趣輕鬆，既讓學習者想要讓學習經驗重現，

又願意更積極參與課程活動，進而提高學生學習動機。若從以大腦學習活動研究的理論下，

提供教師思考什麼時候讓學生「遊戲」，特別是當學生注意力下降時，是一個提高學習效

能的策略。在非目標語的學習環境，許多學習者一個星期只有一堂四十分鐘到八十分鐘的

課，最理想的安排是一週五次，每次也只有四十分鐘左右，所以語言課堂的時間可謂分秒

必爭。從《首因與近因效應(Primancy-Recency Effect)圖》（如圖一）來看，當學習者隨著

時間而對於學習資訊吸收感到疲乏時，透過一些「遊戲」讓課堂活絡起來。例如：主要教

學單元進行後，教師可以進行「快問快答」、分組進行「課文接龍」、「比賽寫主題詞語」

等可以讓學生複習也可以檢視哪些內容、文意或詞語意思等需要再解釋。 

 

 

 

 

 

 

 

 

 

 

 

 
 

 

 

 

 

圖一 

圖片來源：http://images.slideplayer.com/2/759026/slides/slide_10.jpg 

2.2遊戲作為「評量工具」呼應教學目標 

上課前幾分鐘為暖身運動，可以是簡短遊戲複習前一堂課的內容，或是說明教學重點，

接下來的十到十五分鐘是主要教學黃金時段，教師應該進行最重要的教學活動，而接下來

在大腦開始出現疲乏的這段時間，可以利用一些遊戲做為「形成性評量」以確定學生學會

了什麼、掌握了什麼，以便於老師根據評量結果調整課程進度。若遊戲可以提供完整情境

亦可以作為「總結性評量」的工具，運用什麼遊戲、作為哪一種評量或學習活動，都要先

考慮學生要學會什麼、掌握什麼，都需依據《為世界作準備的語言學習標準（The World-

Readiness Standards for Learning Languages）》、《學生能夠做到的陳述（ NCSSFL-ACTFL 

Can-Do Statements）》、《全美外語教師協會語言水平方針(ACTFL Proficiency Guidelines) 》

所擬訂教學內容、主題及目標事先規劃。 

評量的目的是讓學習者與教師瞭解學生學習之後是不是達到目標而有所進步，老師有

所依據而調整教學進度或有機會瞭解學生掌握了什麼、還未掌握什麼，以便於訂定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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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時或單元需要調整什麼。評量不限於紙筆的評量，從「遊戲」進行可以一來讓學生製造

情境讓學生輸出所學、應用所學，所以「遊戲」必需緊密結合教學目標才能達到「有的放

矢」、「事半功倍」的效果。「總結性評量」可以從目標（Goal）、學生扮演角色（Role）、

觀眾或視聽受眾（Audience）、特定的情境（ Scenario）、產品（ Product）、標準

（Standards），簡稱「GRASPS」考慮。如果「遊戲」能提供一個能讓學生貼近生活語言

應用的情境也可以當作評量的工具。 

2.3遊戲可當作「可理解性輸入」的輔助工具 

在語言教學課堂中，「遊戲」不應只是好玩有趣而已，必需要有目的性成為課室活動

的一環。許多遊戲利用「圖像」提供很好視覺理解的輔助效果，特別在初級語言水平的學

生非常需要這些「可理解性輸入」的輔助而達到習得詞彙，且能提供「具體情境」讓學生

習得在不同情境下可運用的詞彙。而有些「桌遊」的設計會有固定句型架構、詞彙結構可

以強化學生應用進而讓學生增加並提昇語言使用。教師透過這些遊戲不需要用英文或者其

他非目標語解釋說明，學生就「桌遊」的圖片很快就直接學會目標語。比如：「猜猜是誰

（Guess Who）」（圖二）遊戲，學生在學習如何用形容詞描述外表無關，也學了疊詞的架

構，衣服、首飾等詞彙，學生可以在遊戲中自然用上這些生詞，很快讓學生有「人際交流」

的溝通模式，強化詞彙的應用，特別是疊詞的應用。此種遊戲也可以當「形成性評量」，

評量學生是不是能夠掌握用形容詞疊詞描述外形、能說出五官、常見首飾等。當多數學生

不太能敘述某些人物圖片時，老師可以適時補充學生想要表達的詞彙，甚至加上動詞或量

詞等。另外也可以評量學生「理解詮釋」特別是在聽的部份，可以是老師可以就學生一來

一往的遊戲中，知道哪些學生還不太能掌握哪些詞彙、句型與語法。而這些遊戲也可以延

伸至「表達演示」寫的部份，讓學生用完整句子描述人物。 

 

 

 

 

 

 

 
 

            

                                   

圖二 

圖片來源：https://boardgamegeek.com/boardgame/4143/guess-who 

2.4從「逆向設計」思考遊戲選擇應用與取捨 

「遊戲」種類繁多，許多教師都有何時及如何使用在教學上，從「逆向設計

（backward design）教學設計思考步驟，可以幫助解決老師這類的問題，明確哪些「遊戲」

在教學的那個階段應用，同時在教學時間範圍內做取捨。於是對於「遊戲」的分類可以再

思考研究。 

第一、考慮學生目前語言水平及教學單元、學期、學年後期望學生能達到的水平。在

訂定目標時，教師應該在學生語言水平上往前晉級，例如：學生的語言水平是《ACTFL

語文能力大綱中》初級中等，教師在訂定學期或學年目標就應以初級高等甚至是中級高等。

教師進而參照《ACTFL 語言能力大綱》中之口語、寫作、聽力、閱讀各語言能力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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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想合理目標。 

第二、訂定以《為世界作準備的語言學習標準（The World-Readiness Standards for 

Learning Languages）》的主題式教學設計，強調融合標準中文化（Culture）、貫連

（Connection）、比較（Comparison）、社區（Community）其中幾項帶動學生學習，並讓

學生從溝通（ Communication）的三個模式理解詮釋（ Interpretive）、人際交流

（Interpersonal）、表達演示（Presentational）體現所學。 

第三、從逆向設計，訂定教學目標之後，具體的三種模式之下，每種模式預期的能夠

達到的目標應具體訂下，並在適當時候讓學習者知道，並能自我監督、同儕互評、教師訂

定具體評量表。 

第四、哪些遊戲可以訓練學生理解詮釋、人際交流、表達演示這三種具體溝通模式。

「遊戲」活動是不是能與主題與提昇學生語言水平相契合，達到不僅僅是遊戲，而有複習、

應用新的詞彙與句型、語法點的效能為要。「遊戲」定位應是學習活動之一，教師要觀察

哪些詞彙或句型、語法是多數學生的難點，如果學生都能掌握，遊戲的方法是否還可以變

化增加難度，或者減少時間進行下一個活動。 

第五、若「遊戲」視為評量的一部份，無論是定位為「形成性評量」還是「總結性評

量」，教師需提供相對應的評量表，明確告訴學生評量要求的項目，與評分標準，適時讓

學生參與訂定評量表也可增加學生對自我學習的監督與參與。將學習責任漸漸轉移至學生，

讓學生對於自我學習表現負責。 

第六、「遊戲」進行之前，需要考慮，遊戲的步驟是否不同年齡層學生的理解，遊戲

的規則是不是能用簡潔的目標語解釋，如果遊戲步驟或規則太過繁瑣，學生無法理解，遊

戲活動就很難進行下去；或者，容易流於教師得用學生母語或第一語解釋，而減少使用目

的語的時間與機會。 

2.5以「遊戲」方式鞏固強化學習漢字取代反覆抄寫 

無論是何種語言，都許多鞏固學生詞彙的遊戲，有些遊戲是針對漢字結構、筆順、筆

畫等特點的遊戲很適合在初學漢字的學生，教師在主題式教學中，可以經常透過這樣的遊

戲提昇學生對漢字基本特點的認識與概念，比如拆解、組合部件遊戲，筆順、筆畫練習的

遊戲。而到中級可以偶爾進行類似遊戲加深學生對漢字結構的瞭解也可以讓學生自我分析

加強學習者對自己學習後設認知的系統建立。詞彙鞏固的遊戲種類繁多，最容易的就是從

紙牌遊戲、閃卡活動延伸，學生分組分隊有競爭，但是教師要強調運動家的精神，遊戲最

終的目的是學習，讓每個同學都有機會參與，輸贏是其次問題，最重要的就是在遊戲之前，

全班討論一起訂定規則，或是在第一次遊戲之後，討論反思遊戲規則是否需要改進。教師

從學生的反饋中也可以立即觀察到遊戲是否適合學生水平程度、是否可以在不同主題中重

複同樣的遊戲，學生對於遊戲的參與度與興趣。另外，認字是閱讀的基礎，許多學生無法

獨立進行閱讀的原因就是「漢字認讀」能力差，特別是在非母語環境，教師如果能用不同

記憶、配對、認讀遊戲是非常必要的。在英華國際學校的課程設計大班開始認讀基本筆畫

及簡單五筆以下的漢字，一年級開始正式學習漢字，每堂課開始一週會進行認讀字詞遊戲

「金箍棒」，每個學生也會進行拆解生字與結構練習，學生對於每個字進行分析的訓練。 

在李淑珍、蕭惠帆所著的《101 個教中文的實用妙點子》中提供許多萌芽期的「遊

戲」，特別是認讀漢字的遊戲，許多遊戲也結合寫字的練習，寫漢字是中文教學活動最費

時費力的活動，特別是在非華語環境的地區，學生對於重複練習寫字接受度低，也常常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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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彰，有些老師會將每個字詞筆順、筆畫及結構、部件的講解透徹，但不一定檢測評量

學生對於字詞的拆解、分析、重組。若能把這些以遊戲方式進行，有助於建立學生對字詞

學習策略及後設認知，進而習得漢字結構及形音義的特色，而不是抽象的圖畫，也不是每

個人隨意創造獨特筆畫、筆順及結構的圖畫。認字、組詞遊戲也是一個幫助學生鞏固生詞

的方法。然後再進一步擴展到短語、句子的組合。 

2.6進行「遊戲」前考慮如何引導學生 

綜合情境的「遊戲」或「桌遊」，教師得考慮到學生是否已經掌握住遊戲之中需要練

習的詞彙與句型，如麻將中各張牌的名稱、排列組合方式、遊戲規則及術語，老師得依學

生程度遞進介紹，同時預想學生可能會反應不同地區的玩法不同。須注意並提醒學生重點

需放在語言使用，而不只是遊戲，只是放在遊戲的玩法，學生也非常容易流於用非目標語

交流，所以可以把遊戲當作是「總結性的評量」，或者在遊戲之前明定遊戲目標，把遊戲

分成不同步驟練習，以「可理解性輸入」的 i+1 法則。如在正式玩麻將之前，第一輪練習

洗牌、翻牌、認牌、叫牌當作是一種遊戲。第二輪規定拿幾張牌之後，能排出順或同花等

不同組合。然後漸進式，慢慢加入正式玩牌的規則及術語。簡化分成幾個步驟，一來便於

學生理解，二來增加學生的信心與興趣。另外綜合情境的「桌遊」老師需要參考情境設定

是可以改編還是固定模式，創造性較高的比較適合中級、高級學生，進行之前可能需要事

先確定，遊戲所需用到的詞彙都是學生學過的，如果都沒學過，老師就需要補充詞彙、句

型、語法，把規則說明清楚，如果遊戲是學生自己熟悉的遊戲，如「大富翁」是普遍常見

的遊戲，學生可以在玩遊戲之前先練習說不同地區的設計，學過中國省份、省會等地理名

詞，或台灣不同縣市的名稱就可以玩大富翁，甚至可以讓學生自己設計屬於自己版本的大

富翁，學生可以用類似的遊戲概念再創造不同版本但相同概念、相同規則的遊戲。不過這

樣的活動需要注意需要花多少時間完成，學生是否可以獨立查找資料完成還是整合過學習

內容綜合應用。 

2.7參照學生語言水平階梯考量選擇遊戲 

從學生語言水平階梯（圖三）考量選擇遊戲。以更簡單的比喻「鸚鵡」、「生存者、創

造者」及「記者」把初級、中級、高級三種語言水平的學生。「鸚鵡」學舌階段，從剛開

始學舌到初級高等能將字詞組成簡單句子，試著練習用問句，繼續學新詞彙。若能把這些

到了中級的「生存者、創造者」階段，開始能較完整表達自己的意思，維持較長一來一往

的問答，開始能用不同敘述表達一個概念或詞彙，也可以聊到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相關話

題。中級者的學習內容與教材都是篇章結構較常較複雜，透過句子、篇章重組或類似「機

智問答（jeopardy）」遊戲讓學生熟悉篇章內容、句式結構，也能同時知道哪些詞語意思或

文章內容需要加以解釋。再進一步鼓勵學生仿寫對話、仿寫文章進而再創作。 

高級水平的學生像「記者」開始能熟悉談論不同主題並能用更多細節、詞彙表達意思

並發表想法與評論。「遊戲」對於高級水平的學生來說娛樂的性質較高，在教學中是延伸

不同情境或者是增加語言應用於趣味之中，學生的學習任務可以以辯論、訪問、簡報等具

體任務，增加學生自己搜尋內容整合知識效果最佳。參考教育布魯姆分類學中讓「遊戲」

有比較、分析、推理、評鑑等高層次學習，另一種做法是讓學生自我創造遊戲，比如：熟

讀一本書再根據書中主要人物角色、內容再製作成遊戲。如：以「大富翁」的架構把「西

遊記」的製作成遊戲，但類似這樣的活動，所需的時間較多，教師也需要帶領學生討論分

配任務。 

446



2.8「遊戲」課堂活動具體準則 

Helena Curtain 與 Carol Ann Dahlberg 合著的《Languages And Learners—Making The 

Match》第五版中，第十二章中提供「遊戲」課堂活動具體準則： 1.著重溝通語塊

（Communicative Language Chunks）。2.讓所有學習者都能一起參與。3.製造一些懸念但避

免強調同學彼此競爭，以團隊合作為主。分組時，要注意兩隊的實力相當。4.選擇簡單不

費時的遊戲。5.遊戲需要有新鮮感且能引起學習動機。6.強調運動家精神而非分數。7.給

遊戲一個具體名稱。8.參考華語文化圈的遊戲，融合遊戲與文化。（341-342 頁）在這章節

中把各種遊戲製成圖表索引，索引方式不是以學習者的語言形成期分類如《101 個教中文

的實用妙點子》以萌芽、成長、茁壯將「遊戲」，而是從教學教學情況分類，如是否能即

時準備不耗時、需要寬敞空間、地毯或座位上進行的活動、小組夥伴活動、適合年齡大小

等。 

圖三 

圖片來源：https://wlclassroom.com/2017/01/27/language-proficiency-levels-

and-leveling-up/ 

2.9課程設計學校不同層級目標作為考量 

課程設計不應限於教師個人課室的設計，學校各層級應該有全校具體的目標，所以

「遊戲」也不侷限於教師課堂教學的應用。以英華國際學校為例，小學、中學部的中文班

導師也是中文的語文老師定期開會，交流教學上碰上的學生學習問題。普遍現象是每班都

有程度參差不齊的情況，學習差的學生都是動機弱、沒有良好學習習慣、不喜歡寫功課特

別是寫漢字，所以「表達演示」口說的部分都能流利表達，但是筆寫部分出現會說不會寫、

錯別字多，字的形與音沒有建立起來。於是老師們一起列出常用常錯的高頻詞語，例如：

「時候」、「以後」等三十各詞語，全校二年級以上都參加混齡聽寫比賽，全學年進行三次，

從競賽過程中，不同年級的學生互相觀摩、複習建立彼此的團隊合作精神，對於年級高的

孩子看到年紀小的孩子表現優良，也會反思想讓自己能迎頭趕上而不至於表現太差。老師

透過交流，也開始如何將不同「遊戲」融入在課堂及全校活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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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結： 

學習者必須透過溝通中的理解詮釋、人際交流、表達演示三種模式表達他們習得語言，

透過人際交流或表達演示與他人分享、闡述、解釋語言學習者對於各種透過閱讀、視聽資

訊的理解詮釋。無論遊戲、課堂活動都要讓學生除了提升強化屬於低階學習活動字、詞、

篇章的認讀理解，也要多增強學生思辨能力的遊戲活動，藉由活動應用所學得的字詞句與

適當文化的應用。以《為世界作準備的語言學習標準（The World-Readiness Standards for 

Learning Languages）》為綱，參考《學生能夠做到的陳述（  NCSSFL-ACTFL Can-Do 

Statements）》明確訂定每個單元的目標，以「逆向設計（Backward Design）」為法，制訂

能反映學生學習成果的任務型的「總結性評量」與各階段各堂課的「形成性評量」，在規

劃教學活動與評量時，可參考各類型「遊戲」在時間、空間允許下，用「遊戲」引起學生

學習動機同時又能評量學生學習的進度，進而調整教學內容，適時讓學生參與「遊戲」的

選擇或評量的各項參考指標，進而讓學習者能監督、負責、反思自己的學習態度與進度，

「遊戲」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評量」的形式應該突破不限於紙筆，才能考核學生

人際交流、表達演示的口語與聽力水平，更貼近學生實際使用語言與對文化理解與應變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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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分析華語關聯詞在大型測驗評量和華語教材之相關程度。我們對照此類詞語

在《華語八千詞表》之出現級別，也將他們比對於三套常見的華語教材，找出教材所列

句型，目的在觀察這些詞語在測驗評量以及教材編寫的覆蓋率，結合前述分析，繼而提

出相關建議。 

關鍵詞：關聯詞、測驗評量 

一、前言 

本研究探討華語關聯詞與測驗評量以及和教材之相關性。首先，我們整合語法書對

於關聯詞的分類，整併為十大類。我們觀察的語料包括：《華語八千詞表》和《新版視

聽華語》、《當代中文課程》、《中文聽說讀寫（Integrated Chinese）》等三套教材。

研究問題如下，以下分節討論之： 

 各別關聯詞是否出現於《華語八千詞表》？級別分佈如何？ 

 哪些教材將這些詞語納入課程句型？ 

 這些句型在各冊出現順序是否與《華語八千詞表》所列級別一致？ 

 關聯詞在官方的考測卷如何呈現？ 

二、文獻回顧 

2.1中文關聯詞 

國外經典研究 Halliday and Hasan(1976)指出七種篇章銜接工具，其一為連接詞。由

於這類的詞語在詞性方面並非均屬連接詞，因此後續研究其他學者多重新命名，大抵都

與銜接性成分或連接性成分有關。中文也是如此。華語語法書所列關聯詞以複句導引性

的詞語為主，此類詞語與廖秋忠(1992)所稱之篇章連結成份多有重疊。關聯副詞的定義

為：副詞在句子或篇章中具有關聯作用，其本身仍保留原副詞的功用。本研究採廣義的

關聯詞定義，包括連接詞與副詞均在列。華語連結詞的論文主要以教學應用為主。其中

處理單一副詞或連接詞，如：黃瓊之（2013）、陳依昀（2013）、蔡佳妏（2013），分

別處理了「然後」、「除非」、「反而」。比較性的研究如：俞慎昀（2011）、簡盈妮

（2011）、林姿菁（2012），以上三者分別處理「不然」、「要不然」、「否則」；「反

正」、「不管」、「不論」、「無論」；「然後」、「接下來/接著」、「後來」幾個

詞語之間的比較。蔡慧瑾（2006）比較華語附加型連接性成份（「也」、「而且」及「和」）

之異同，分析中英兩語之差異性。這些研究均具啟發性，然而前述研究均未將測驗評量

的因素納入考量。 

2.2華語測驗評量 

華語文測驗主要有台灣的國家華語文測驗（TOCFL）與大陸的漢語水平考試

（HSK），兩者累積應考的人數都超過十萬人，也經過了三次的更名或更動，但兩個測

驗都宣稱對應於CEFR。以台灣現行的國家華語文測驗來說，先後有CPT、TOP及TOCFL

三次涉及英文名稱的較大更動，以 TOCFL而言，由原本的四級，已調整為三等六級加

上 PRE A 級。大陸方面，也由舊版 HSK，改變到改良版 HSK 到現在的新版 HSK，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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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由北京語言大學研發，後者由國家漢辦推動。以現在的 TOCFL 及 HSK 而言，兩

者的等級在實質上是不同的。台灣的 TOCFL曾經針對兩者提出兩項測的差距，大致而

言，大陸的 1級及 2級在台灣的三等六級無法對應（因此後來有 PRE A 級的出現）大

陸的 3 級到 6 級大致對等於台灣的基礎級到高階級，台灣的流利精通級在大陸的 HSK

無法對應。 

台灣華測會的此一對應大致正確，只是能力等級的劃分本來就存在一定的估計範圍

與誤差，要將兩個大型測驗看成是一級對一級剛好四級應該是簡化的作法。謝奇懿、朱

宇（2015）即針對兩岸的寫作測驗進行實質對比，發現 HSK寫作的三到六級大致是台

灣 TOCFL寫作測驗的基礎級到流利級的範圍。 

三、問題與討論 

3.1關聯詞在《華語八千詞表》 

整體而言，關聯詞在《八千詞表》的覆蓋率相當高，然各類別比率不一。其中，以

遞進、選擇和並列等排名末三位。末三類的關聯詞有不少次項未列入《八千詞表》，並

列型中有近半數關聯詞在詞表中找不到。前述所稱《華語八千詞表》指的是國家華語測

驗推動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華測會）所研編之《華語八千詞表》2017.03.24版。《八

千詞表》計分準備、入門、基礎、進階、高階和流利等六級。本研究所關切的關聯詞在

《八千詞表》在進階級和高階兩級出現的數量最多，合計佔總數之 68%。 

3.2關聯詞在教材 

我們接著檢視關聯詞在華語教材的分佈，目的在於得知關聯詞在教材編寫是否適

切。答案若是否定，應如何因應改善。具體而言，假定《八千詞表》的編訂具有規範性，

個別關聯詞所在的級別與在教材出現最理想的狀態是先後順序一致，我們以此原則作為

適切性的準則。以下分五小節說明：首先彙整相關研究的成果，接著以遞進類為例，分

析關聯詞於《八千詞表》、《新版視聽華語》、《當代中文課程》、《中文聽說讀寫》

等教材之呈現。 

3.2.1關聯詞相關研究成果 

目前研究關聯詞較大規模的個案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中文關聯詞寫作偏誤語料

庫》（蕭惠貞，2010）。此線上語料庫提供了關聯詞在教材的查詢系統，檢視的教材包

括《中文聽說讀寫 I》、《中文聽說讀寫 II》、《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III》、《新版實用

視聽華語 IV》、《Oh! China!（中國啊！中國！）》、《今日台灣》、《事事關心》等

七本教材的語法點，提供的資訊包括關聯詞的出現課數、英文翻譯、語義類屬、用法說

明、例句等。由於系統的設計係以教材別為查詢單元，無法選擇單一的關聯詞或單一類

別的關聯詞，於是我們將所有的資料彙整後，再按照前一節所述的十大關聯詞重新歸

類。以下我們僅列出遞進類的分析結果（如表 1）： 

表 1 遞進類關聯詞在華語教材的分布 

教材別 關聯詞 

總數 

遞進類 

個數 

出現例 

中文聽說讀寫

（Integrated Chinese） 

63 4 還(B1L3)、除了…以外…還(B1L8)、再說

(B1L15)、甚至(B2L15) 

新版視聽華語 40 9 不但…也(B3L4)、不但…還(B3L6)、除了…

以外，就是(B4L2)、再說(B4L7)、甚至

(B4L8)、不但不…反而(B4L8)、不說…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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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L9)、不止(B4L10)、更別說(B4L11) 

中國啊，中國！（Oh, 

China!） 

52 7 不但…(而且)(L4, L27)、甚至(L18, L26)、連

(L23)、也(L27)、而(L32) 

今日台灣 27 3 甚至(L6)、而(又)(L7)、不只…更(L11) 

事事關心 39 6 甚至(L5, L20)、再說(L10)、就連…也(L13)、

又(L23)、加上(L28) 

合計 221  29  

備註：B表示冊數；L表示課數 

由表可得知，各書所選用之關聯詞不一，唯一重複者為「甚至」。以成組出現的關

聯詞語占最多數（前述第三類），單音節者也可能與其他詞成組出現，譬如「不只…更」。

最右欄所列之例，係按照冊課數由少至多排序，按理也應是由容易到困難。我們將以上

關聯詞比對於《八千詞表》的分級，發現以上五套教材之課數編列似乎未特別考慮詞語

的難易度。然而目前資料仍屬過少，還需進一步考察。 

3.2.2遞進類關聯詞對應於《八千詞表》 

我們依照語法書和華語相關教材所整理出來的遞進類關聯詞，如表 2右欄所示，共

17 個項目。我們查詢各項在《八千詞表》的分級，其中有 6 項未納入詞表，包括：尚

且、不只、不光、別說、不要說、更不必說。整體而言，遞進類關聯詞依舊分布於進階

和高階兩級較多，占 11個當中的 8個，這顯示關聯詞的學習在華語詞彙表所占的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八千詞表》係以詞為單元來編製，關聯詞在各教材可能以單詞或成組

的關聯詞語來表現，譬如：「連」多以介紹「連…都/也」句型的方式編列。 

表 2 遞進類關聯詞在《八千詞表》的分布 

等級 關聯詞 

基礎 更、不但、而且 

進階 而、連、況且、甚至、反而 

高階 並且、不僅、何況 

無 尚且、不只、不光、別說、不要說、更不必說 

本研究將擴大前述台師大關聯詞的分類和教材選取範圍。在關聯詞分類方面，我們

涵蓋了十大類；如前所述，我們關於關聯詞的選取係根據多套書籍比對後彙整而成，較

具全面性。在教材方面，我們將考察《新版視聽華語》、《當代中文課程》、《中文聽

說讀寫（Integrated Chinese）》等三套台灣與北美洲通用教材。我們涵蓋了《新版視聽

華語》所有冊數（共五冊），也納入新近出版的《當代中文課程》（前四冊），具全面

性與共時性。以下三小節呈現我們的分析結果： 

3.2.3遞進類關聯詞在教材 

遞進類關聯詞在《新版視聽華語》集中於第三冊至第五冊（最後一冊），共計 11

個，主要分布在進階和高階兩個等級。分析結果顯示，該教材編寫順序與八千詞表的等

級序次不太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該教材延伸共 12個句型，或有一些重複出現的句型。 

《當代中文課程》已編制六冊，目前後兩冊未對外發售。從第二冊起開始有較大量

的遞進類關聯詞項目，合計 8個。分析結果顯示，該教材編寫順序與八千詞表的等級次

序大致一致。特別注意的是，有四個關聯詞以課文單字呈現，多屬高階級。 

在《中文聽說讀寫》此套教材中共發現 6個遞進類關聯詞項目。分析結果顯示，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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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編寫順序與八千詞表的等級序次不完全一致。如：「再說」或「另外」屬高階級，

「甚至」屬前一級（進階級），但在教材編排上卻比「再說」或「另外」提前出現。整

體而言，關聯詞相關句型在此教材出現類型較少，在《八千詞表》裡都可找到。各關聯

詞出現先後雖大抵為鄰近等級的互換，但第二冊即出現高階級的關聯詞。 

比較三套教材，遞進類關聯詞在《視聽華語》集中於第三至第五冊，重複率高且主

要以成組詞語呈現，總數也比其他兩套教材為高，但關聯詞的等級分布較為混亂。優點

是提供學習者反覆練習機會，缺點是關聯詞級數未能層級劃分。以遞進類關聯詞而言，

《當代中文課程》等級排序最為循序漸進者，主要分布於第二至第四冊。關聯詞在《中

文聽說讀寫》主要集中於中間兩冊(共四冊)，等級排序整體而言突兀情況不多。 

3.3關聯詞在測評卷 

以下我們考察遞進類關聯詞在官方華語測驗的分布情形，檢視對象包括 TOCFL和

中國的漢語水平考試（或稱 HSK）。TOCFL聽力與閱讀試卷均來自於華測會網站的模

擬，各級（三大級次：入門基礎級、進階高階級和流利精通級）各兩回測驗卷，共六份

考卷，後文以 A與 B來區別卷別。HSK的卷數共 10，各級分布情形如表 3所示。表中

的 A、B和 C表示卷別。 

表 3 漢語水平考試試卷別 

等級與卷別 卷號 資料來源 

一級 A H10901 漢語考試服務網（樣卷） 

一級 B H10902 新漢語水平考試 

二級 A H20901 漢語考試服務網（樣卷） 

二級 B H20902 新漢語水平考試 

二級 C H21005 HSK二級真題與答案下載 

三級 A H31001 漢語考試服務網（樣卷） 

三級 B H31329 新漢語水平考試 

四級 H41001 漢語考試服務網（樣卷） 

五級 H51001 漢語考試服務網（樣卷） 

六級 H61001 漢語考試服務網（樣卷） 

3.3.1關聯詞在 TOCFL的分布 

我們觀察遞進類關聯詞在 TOCFL的呈現與其於《八千詞表》的等級對應。聽力測

驗共有 8項遞進類關聯詞，出現總次數為 25次。出現頻率較高者，包括：而且（5次）、

不但（5次）、更（4次）和不僅（4次）。前三個詞在《八千詞表》均屬基礎級，「不

僅」則屬高階級。閱讀卷大抵如聽力卷，關聯詞在聽力與閱讀兩種卷別的出現重複性相

當高。共出現 8項關聯詞，總出現次數為 22次，其中高頻出現的遞進類關聯詞也是前

述四個。 

整體言，聽力卷均在全文出現，閱讀卷則分布於全文或選項。我們檢視個別關聯詞

在《八千詞表》的等級對照於他們在試卷等級方面的呈現，常有所見低階等級詞出現於

高階卷別，並無高階等級詞擺放在低階卷別的情況。 

上述的基礎級關連詞語出現在高階卷別是可以理解的，原因是高階試卷的語句及文

本結構通常較為複雜，因此詞語難度高低很可能不是高階試卷決定能力高低的關鍵。研

究者認為，試卷難度的高低主要也不是取決於詞彙本身，而是諸多面向的綜合，即使是

較低等級的試卷也是如此，只是較低能力等級的試卷在語句及結構、場域上相對較為簡

單，使詞彙在該種等級的影響相對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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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關聯詞在 HSK的分布 

遞進類關聯詞在 HSK 的呈現與其於《八千詞表》的等級對應，在聽力卷共發現 5

項遞進類關聯詞，總次數僅 8次。閱讀卷的關聯詞和聽力卷的種類稍不同，總出現次數

多達 24次，其中以「而且」（屬《八千詞表》基礎級單詞）的出現次數最高。 

遞進類關聯詞在 HSK試卷的全文、題幹和選項均可找到。關聯詞在 HSK聽力卷出

現於文本或題幹，在閱讀測驗則散布於各題型，但以題幹為主，出現次數共 14次，占

半數以上。在試卷級別分布方面，在 HSK聽力或閱讀測驗，關聯詞均未在第一第二級

卷別出現。關聯詞在聽力卷半數集中於第六級試卷，而閱讀卷多數出現在第四級和第六

級試卷。在題型方面，關聯詞在閱讀六級卷分布於文本、題幹和選項。 

整體而言，遞進類關聯詞不論是在 HSK與 TOCFL仍以基礎級別為主：對 TOCFL

來說，低階等級詞可能出現在高階卷別，但無高階等級詞擺放在低階卷別的情況；而對

HSK來說，則可能出現在同等級或是高等級的卷面。必須注意的是，HSK的五六級事

實上大致是對應於 TOCFL的進階高階級，最高不超過流利級；四級大致對應於基礎到

進階級。因此以遞進類關聯詞 HSK只出現在四級與六級卷來說，兩者的意義是不同的。

也就是說，HSK的四級卷大約是 TOCFL的基礎進階級，而八千詞的低階詞出現在此一

等級也是可能的，只是該等級的試題很可能會以較為簡單的型態對關聯詞進行檢視，而

TOCFL則否。至於 HSK六級出現的關聯詞語，大致對應於進階高階級，不超過流利級，

此點與 TOCFL較為相似。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八千詞表》的編訂屬臺灣的系統，對於檢視台灣華測會所研

發之 TOCFL 的意義較大，以上對於 HSK 測評卷之考察僅作為兩類官方華語測評之對

照參考。結合前述第 3.2節教材與第 3.3節考測分布情況，教材所涵蓋的遞進類關聯詞

比被動輸出的兩類考測卷（即聽力和閱讀卷）來得多。我們需更一步了解華語學習者的

主動輸出語言技能（口說與寫作）才能得知全貌。 

四、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遞進類關聯詞為例，考察該類關聯詞在通行的華語教材以及在兩岸官定的

考測（聽力和閱讀卷）之分布情形 結果顯示 關聯詞在三教材的覆蓋率差異不明顯，其

中以《新版視聽華語》的覆蓋率最高，在其他兩教材則稍低，以《中文聽說讀寫》的涵

蓋率最低。若以我們在語法書所能找到的關聯詞為基準，各教材對於關聯詞的關注仍有

限，仍有不少比例的關聯詞未納入教材句型。這些在教材缺席的關聯詞於《華語八千詞

表》查詢得到。此點表示，教材與學習者詞彙之間仍有落差。若以考測出題所採用的關

聯詞來觀察，聽力卷或閱讀卷所使用的關聯詞以基礎級的單詞為主，可隱約看出考測命

題確有一定的出題規範性。整體而言，關聯詞在學習者主動輸出的口說或寫作測驗如何

表現是我們未來希望觀察的對象。此外，單音節關聯詞的多義現象也是值得進一步關切

的主題。 

過往關聯詞的相關研究多以英語為二語寫作為主，僅少數論文討論華語關聯詞，討

論的範圍多為單一關聯詞或少數近義的關聯詞為主，或以篇章分析為主，對於關聯詞在

華語教學層面的研究仍有待探索。我們藉由關聯詞在華語教材以及測驗評量之相關性分

析，回應我們的研究議題，希望結果能作為教材編修或教學應用之參考。 

五、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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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華文課程設計與語言習得研究——以新加坡國立大學

為例 

陳桂月 

摘要 

本文研究新加坡國立大學“科技華文”的課程設計與學生的語言習得。“科技華文”

是新國大語言中心開設的一門學科，選修這門學科的學生來自全大學各院系，有華語為

第一語文的學生，也有華語是第二，甚至第三語文的外籍學生。在這樣複雜的學生背景

下，要選擇適當的教材是極為困難的。為了讓學生在課程中學習與科技相關的詞匯，課

程設計必須結合閱讀科技文章以及與實際生活運用有關的科學詞語。閱讀材料以報刊及

線上科學報道為主，例如環保、天文、物理、化學、生物、電腦幾個大項目，而課題則

靈活多變，如探討牛頓的萬有引力、天文的黑洞與蟲洞、生命科學的克隆造人等等。在

教學工具方面，我們利用實境模擬電臺、電視攝影棚、以及 Adobe Connect視訊會議平

臺，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合作，通過觀賞科學記錄片，讓台師大的預習老師與新國大的

學生進行線上互動，增加口語練習的機會。研究結果顯示，透過這樣的課程安排，不單

幫助學生習得華語，也讓學生對科學詞語的掌握有實際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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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語料庫的新加坡小學華文教材句型分析 

羅慶銘、李昊天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國立教育學院 

qingming.luo@nie.edu.sg、NIE17LIHA5773@e.ntu.edu.sg 

摘要 

句型教學是國際漢語教學的重點和難點之一，也是二語教材編寫中特別關注的課題。

但是，與二語教材重視句型編排和句型教學相反，漢語教材的句型研究則相當薄弱。近

年來，學界關於教材語法研究的成果開始增多，但是學者更多的將目光聚焦在對外漢語

教材中語法項目的選取以及編排上，這類研究方便易行，研究結論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但由於研究範圍比較狹窄，並未涉及到教材內容的所有語法點，對教材中不同句型的使

用狀況更不瞭解，因此研究結論未必確鑿可靠。本文借鑒語料庫語言學的研究方法對新

加坡小學華文教材進行更加全面的統計分析，即把研究重心聚焦在對教材文本做更為詳

細、全面的統計與調查上面，通過句型及相關體征的標注和統計，全面分析一套教材所

有句子的句型類型和分佈特徵，通過建立與之相對應的教材語法數據庫，歸納典型的句

型架構，掌握一套教材語法的重難點和呈現規律，最終得出教材語法點的出現規律，以

及對語法學習產生干擾作用或者促進作用的結論。 

關鍵詞：教材語料庫、新加坡、小學華文、句型、統計分析 

一、前言 

一本科學編排的二語教材會有助於易化華文學習，對教學效果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教材是教學活動的重要依據,陸儉明指出,只有加強教材的基礎研究,才能在此基礎上編出

各類高質量的教材（陸儉明，1999）。本文採用語料庫語言學的研究方法，立足於二語

教材的基礎研究，對新加坡華文教材的句型數量和分佈進行系統全面的分析，歸納其內

在規律和特點。並據此發現教材編排中存在的語法問題，以便更好地指導教材語法教學

及配套練習的編寫，為今後新加坡華文教材的編寫提供科學借鑒。 

從歷史的角度看，新加坡的華文教材的編寫體系，可分為以主題為綱和以語法為綱

兩種。其中，以主題為綱的教材占絕大多數，這類教材難免存在輕視語法的現象。而事

實上，語法在二語教學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吳英成(1988)對中學華語語法教學的抽

樣調查發現，超過半數的教師(60.21%)認為，學習語法有助於學生正確的遣詞造句,提高

學生口語和書面語的理解和表達能力。顯然語法教學在語言教學活動中是十分重要的，

但是目前新加坡的語法教學情況不容客觀。 

1、研究回顧 

新加坡建國後，華文教材的編寫從“一綱多本”逐步向“一綱一本”轉變，雖然新

加坡華文教學經歷了三次改革，但還是有一些問題沒有很好的解決，其中比較突出的就

是如何處理教師和學生需要面對的語言本體的問題，即教學中的語法問題（徐峰，

2011）。 

目前新加坡華文教學主要採用課程規劃與發展司編寫的統編教材，這些教材雖然在

內容上或多或少安排了句型教學的內容，但教師在教語法時，一般只是蜻蜓點水似的略

講幾句，然後要求學生做課文練習草草了事，很少教導學生如何把語法知識應用在日常

交際活動中，糾正學生所犯的語法錯誤上，導致語法教學脫離語境，一切都在真空下大

談理論（吳英成，1988）。1981年至今,新加坡小學華文科目先後使用過四套教材,羅慶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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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發現，除了第一套教材（《小學華文教材》）基礎階段是圍繞語法點展開的,強調語

言能力培養外;後三套教材則以主題為綱編排教學內容,更側重于教材的傳道功能（羅慶

銘，2008）。雖然新加坡教材編寫淡化語法在教學中的作用，但是至今未見相關對華文

教材語法的研究，尤其是對句型體系做系統全面的分析，也並沒有一套全面語法標注的

語料庫為上述觀點進行佐證，因此通過語料庫語言學的研究方法，對新加坡華文教材的

句型進行全面分析是很有意義的。 

2、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 

本文以 2007 年新加坡教育部與中國人民教育出版社合編的《小學華文》為研究對

象。這是一本以主題為綱，採用單元模式編寫，側重閱讀技能訓練的綜合性教材。作為

一部在新加坡受眾廣泛的教材，語法項目編寫的好壞將會直接影響教學的整體效果。因

此對《小學華文》課文進行全面的、細緻的語法統計分析，將有利用提升新加坡小學華

文的教學質量，發現教材語法編排的內在規律，為後續的教材編寫提供借鑒。 

有關新加坡二語教材的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但基於語料庫的教材研究論文數量卻

很少，研究方法基本上採用抽樣調查的方式，即對教材語法項目的編排順序進行對比研

究，據此分析判斷教材語法編排的合理性，得出教材編寫應該遵循何種編寫原則的結論。

但是此類研究並未深入教材內部，即對所有教材內容進行全面系統的研究，因此其結論

有失偏頗。本文採用語料庫語言學的研究方法，運用統計法、分析法以及定性描述法等

對教材語法體系進行研究，以期發現選文式二語教材的語法分佈規律。 

二、標注信息的確定 

2.1、內部信息標注 

新加坡華文教材的編寫並沒有獨立的語法大綱，因此研究過程中，標注集確定的語

法分級系統參考黃伯榮、廖序東著《現代漢語》增訂四版下冊，又結合孫瑞珍著《中高

級對外漢語教學等級大綱》等，採用四級語法標注。其中第一級為單句、複句級別；第

二、三、四級為句型的次級，表 1-3。句類方面，分級標準同參考《現代漢語》增訂四

版下冊，見表 4。 

2.1.1、內部標注集的確定 

                   表 1：單句標注集                                  表 2：偏正複句標注集 

偏

正

複

句          

目的複句 
有標記 

無標記 

因果複句 
有標記 

無標記 

假設複句 
有標記 

無標記 

條件複句 
有標記 

無標記 

轉折複句 

重轉 

輕轉 

弱轉 

單句 

主
謂
句 

 

 

 

 

 

動詞謂語句 

 

 

 

是字句 

有字句 

存現句 

兼語句 

連謂句 

把字句 

被字句 

雙賓句 

非典型 

形容詞謂語句 

 名詞謂語句 

主謂謂語句 

非
主
謂

 

 

 

是字句 

有字句 

存現句 

456



                 表 3 聯合複句標注集 

                   表 4 句類標注集 

 

 

 

 

 

 

 

2.2、外部信息標注 

語料庫收錄《小學華文》的全部課文，相關標注信息如： 

 

三、句類的分佈規律與比例分析 

3.1、句類的分佈不均勻，陳述句比重很高 

經過數據庫的數據提取，陳述句占比 91.58%，而疑問句、感歎句占比過小，祈使

句占比最小。其中，表 5反映了各小句類所占比重。 

表 5 句類比例 

句類 數量（比例*） 

陳述句 1643（91.58%） 

感歎句 74（4.12%） 

祈使句 7（0.40%） 

疑問句 

正反問 2（0.11%） 

70（4.00%） 
特指問 53（3.03%） 

是非問 14（0.8%） 

選擇問 --（--%） 

合計 1794（100%） 

*為此句類占單句總數（1794）的百分比 

句 

 

 

動詞性非主謂 

 

 

 

兼語句 

連謂句 

把字句 

被字句 

雙賓句 

非典型 

形容詞性非主謂句 

 
名詞性非主謂句 

嘆詞句 

擬聲詞句 

聯

合

複

句 

並列複句 
有標記 

無標記 

順承複句 
有標記 

無標記 

遞進複句 
有標記 

無標記 

選擇複句 
有標記 

無標記 

解說複句 
有標記 

無標記 句類 

 

陳述句 

感歎句 

疑問句 

是非問 

特指問 

選擇問 

正反問 

祈使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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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口語中，陳述句使用的數量最多。在語料庫中，陳述句所占比例同樣很高，達

到 91.58%。陳述句占比如此之高，與按主題為綱編寫教材不無關係。主題性、故事性

強的課文文本多以記敘體為主，內容大多以描述性的語言、對話體的形式呈現。例如第

一篇課文《上學校》中，課文全文“太陽照，花兒笑，我背著書包上學校。”就是典型

的陳述句，這種描述性的陳述句在教材中貫穿始終，也是由教材敘述性的文本數量所決

定的。因此課文文本的類型決定了句類分佈，刻意選擇故事性強、可讀性性強的文本，

陳述句占比過大是不可避免的。 

《現代漢語》（增訂四版）中，反問句並不劃歸疑問句中的一類，但是反問句在句

中起到強調的作用，因此將反問句當作陳述句的一種強調形式。反問句是學習重點，常

常用“不是嗎？”“難道你沒+動詞”等形式表示強調，因此筆者分析了數據庫中具有

典型性的反問句。經過比對，雖然在《對外漢語四級語法大綱》中要求掌握基本反問句，

但是反問句的比例卻很少，僅有一句使用反問句“你沒聽說過嗎？（X4072）”，占比

0.06%。另外，在複句中出現了明顯的一句反問句“‘是的，人與人之間應該互相關心，

互相幫助。助人為快樂之本，不是嗎？’姐姐說著，臉上露出了笑容（X4071）。” 此

類占比很少，搜尋語料庫僅僅發現為數不多的幾句。在教學中遇到反問句應進行強調教

學，才利於學生掌握，教師若不把此類反問句當做教學重點，極易造成學生對反問句掌

握不扎實。 

3.2、疑問句各小類比例不均，感歎句比例偏低 

《教材》中，各小類占比極度不平衡，疑問句所占的百分比微乎其微，僅 4%。在

《大綱》中，明確要求對於疑問句需要掌握：a.用語氣助詞“嗎”提問；b.用疑問代詞

提問；c.用正反疑問提問；d.用選擇疑問提問；e.用“呢”，“吧”，“是不是”提問。 

經過統計，共有 17 句用語氣助詞“嗎”提問，14 句用語氣助詞“呢”提問。2 句

用正反疑問提問，分別是 “畫面美不美？”（X1052），“你說奇妙不奇妙？”（X1132）。

語料庫中，第一次出現疑問句在 X1081中，用疑問代詞提問；“是誰打掃的？”。第一

次用“什麼”提問是出現在 X1133中，為“橋橋橋，什麼橋？”。疑問句的提問類型尤

其以語氣助詞直接提問為主，在日常口語結構中，提問中需要用到特指疑問句的情況不

占少數，但課本中出現卻很少，尤其選擇疑問句在單句中無體現，則會在教學過程中被

忽視，因此再版的課本中，需要豐富提問方式，尤其增加選擇疑問句的占比。  

總體來看，雖然感歎句的早期出現與多次複現都是《大綱》要求的，但是研究結果

來看，4%的比例是很低的，且句型也較單一，以“多（麼）+形容詞+啊！”和“形容

詞+感歎詞！”為主。例如，“多（麼）+形容詞+啊！”的感歎句表述，在課本中共出

現了 11次。最早出現在 X2184中，“多麼美妙的聲音啊”。最後一次出現在“非洲，

好一個多姿多彩的世界！（X6114）”。此外，“形容詞+感歎詞！”的形式共出現了

25 次，兩種句型的感歎共占比 33.33%。感歎句的感歎方式不豐富，且總數占比過低，

在教學階段應該專門安排時間進行疑問句教學，這樣才有利於學生更好的運用疑問句表

達語氣。 

有關祈使句，語料庫只有 7句，占比 4.00%。文本類型決定句類分佈，敘述類文本

大多以直接引語的形式出現，多以“xx說：‘……’。”的形式出現，因此在第一層語

法分析中，祈使句的數量少，是有據可循的。 

四、單句分佈規律與特殊句型的分析 

經過統計，單句共 1794 句。其中，主謂句 1474 句，占總數的 82.16%。下列表格

分別統計了此句型在總句型中所占的比重，表格 6為主謂句各小類在總句數中所占的比

例。其中，由於被字句、把字句是學習的重點以及難點，因此著重分析把字句等特殊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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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分佈。（見表 6） 

表 6主謂句比例 

 

 

 

 

 

4.1、一般型動詞謂語句和動詞性非主謂句常用動詞的統計 

經過數據統計，一般性動詞謂語句與一般性的動詞性非主謂句動詞的出現，按頻率

統計如下：說、問、看、會、笑、走、聽、答、吃、送。其中，“說”共出現了 300次；

文本中大量出現直接引語與間接引語，出現眾多的“說”字就不足為奇了。“問”共出

現 79次，主要以“XX問”的形式為主。正如前文所提，教材的文本以故事為主，就決

定了敘述性、實用性較強的動詞佔據了較高的、較大的比例。 

4.2、是字句、有字句、兼語句和連謂句出現位置較合理 

表格 7 特殊句式比例 

 

 

 

 

 

 

 

 

 

 

是字句、有字句是特殊句式中容易掌握的一部分，是字句主要表示從屬或判斷，《教

材》中，主要以“…是…”為主。例如 X3104中，“大熊貓是珍奇的動物。”表示判斷；

X3083 中，“這匹馬不是你的”，表示從屬。小一年級“是”字句共 5 句，小二年級

14句，小三年級 18句，小四年級 36句，小五年級 19句，小六年級 12句；除了小四年

級分佈較多，其餘的是字句都均勻分佈。但一年級僅僅分佈三句，其餘則均勻分佈在其

它五個年級。 

兼語方面，《現在漢語》中，兼語句主要分為使令式、愛恨式，選定式與有字式。《教

材》中，以使令式的兼語句為主，例如 X2084中，“老師讓我們表演“小紅帽”的故事。”

等。大量的課文是以敘述故事的形式呈現的，這就造成了教材庫中使令式的兼語句數量

上占優。 

連謂句的設置貫穿教材，但是大部分出現于教材後半段。連謂句表示連謂短語充當

謂語或獨立成句的句子，連謂句共有 160句，占比 8.92%。在 X1011中出現了“太陽照，

主謂句 數量（比例*） 

動詞謂語句 1377（76.76%） 

形容詞謂語句 70（3.90%） 

名詞謂語句 15（0.84%） 

主謂謂語句 12（0.67%） 

合計 1474（82.16%） 

句類 
數量 

（動詞謂語句+動詞非主謂句） 
比例 

是字句 104（101+3） 6.80% 

有字句 47（40+7） 2.62% 

存現句 31（30+1） 1.73% 

兼語句 41（41+0） 2.29% 

連謂句 160（153+7） 8.92% 

把字句 40（40+0） 2.23% 

被字句 16（16+0） 0.89% 

雙賓句 3（1+2） 0.17% 

一般句 994（951+43） 55.40% 

合計 1436（1373+63） 8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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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兒笑，我背著書包上學校”作為教材的第一課，連謂句作為動詞謂語句中第一次出現

的句式，應該引起教學上的注意，在教學中遇到了連謂句的教學應該強調，這樣更有利

於學生語言能力的培養，培養學生完整敘述一件事情的語言能力。 

4.3、把字句數量較少，被字句出現時間晚。 

漢語中，主動句居多，動詞謂語句是其中最常見的語法項目。周清海指出：華語經

過變異，發展起來新加坡華語，並且帶有自己的特色。“被”字句在口語裡廣泛應用，

“馬路被修好了”等等頻率很高的說法都是新加坡華語口語受外來影響的現象（周清海，

2002）。但是《教材》中出現的被字句數量不容客觀，僅有 16句，占比 0.89%。被字句

是英語中常見的語法項目，學生對英語被字句掌握的更好。因此，先於把字句出現被字

句，提早出現被字句是符合二語習得原則的。 

《語法大綱》要求學生掌握需要使用被字句的幾種情況；a、動詞後面有動態助詞

“了”“過”；b、動詞帶賓語；c、否定副詞和能願動詞放在“被”的前面；d、“叫”

“讓”“給”的被字句。動詞後面有動態助詞“了”的被字句，如“阿曼達和他的同學

被救出來了。”出現在 X6033 中，出現位置靠後。用動詞帶賓語引起的被字句出現在

X5121中，“我不想再被他們取笑了！”。否定副詞和能願動詞放在被的前面的情況出

現在 X2201中，“貓因為遲到，沒被選上”。“叫”“讓”“給”引起的被字句出現在

X6124中，“廟裡的神像幾乎都燒光了。”由被字句的分佈可見，教材中有關被字句分

佈的編寫並未按照對外漢語語法大綱順序進行，幾種重要的“被”字句形式集中出現了

課本的後部分。 

把字句共出現了 40句，占比 2.23%。《大綱》指出了使用“把字句”的幾種情況： 

a、“把字句”的謂語動詞一般是及物的。“祖沖之很快就把這首歌背熟了

（X4113）”。 

b、否定副詞，能願動詞和時間狀語都要放在把字之前。“不要把筐裝的太滿了

（X4113）” 。 

c、主要動詞後有結果補語“到”“在”和表示處所的賓語。“於是，我立刻把種

了綠豆的塑料盒放在窗戶旁邊有陽光的地方（X3201）”。 

d、主要動詞後面有結果補語“給”。“王獻之把字拿給母親看（X4034）”。 

e、主要動詞後有結果補語“成”“作”“為”和表示對象的賓語。“一名小學四

年級的學生把它改裝成了可以掛小東西的架子”。（X4044） 

f、主要動詞後有複合趨向補語和表示處所的賓語。“祖孫倆把小魚輕輕放回水裡。”

（X4091）雖然把字句的數量較被字句高出二倍，但是把字句被字句的比例共 4.12%，

在整個教材中所在的比例微乎其微。對於大綱要求掌握的幾種被字句的形式，教材中都

有所包括，但是把、被字句的比例著實過小。一方面，被字句提早出現符合語言習得規

律，但是教材並沒有體現這一點；另一方面被字句的分佈不合理，一、二年級出現過少，

集中出現在四、五、六年級。有些學生被字句的偏誤習慣已經在生活用語中形成，過晚

的出現特殊句式不利於糾正偏誤。提前出現被字句，把字句的數量增多，是利於學習特

殊句式的。 

4.4、雙賓句的數量極少 

雙賓句是述語後有兩個賓語的句子。在普通話裡,述語後面首先出現指物的間接賓語,

然後出現指人的直接賓語,形成“動詞+間接賓語+直接賓語”格式。例如“他的書一出來,

就送了我一本”。新加坡華語基本上也是上面的表達式，但是口語裡的雙賓句,在動詞是

“給”的情況下,盛行使用直接賓語在前,間接賓語在後,形成“V+直接賓語十間接賓語”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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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但是雙賓句作為難點，教材在處理兩個賓語的情況時，（X4051）“他送給我的那架

小飛機。”如果去掉“給”，句子就變成“他送我那架小飛機。”，課文中加入“給”

字，就變成了正常的一般謂語句。《教材》中共有三句明顯的雙賓語句，其中，第一次

出現在 X2191 中，“我們都叫她故事媽媽。”第二次出現在 X4051 中，“我是不是能

給您一個建議”，第三次出現在 X5011中“我帶全家人來看馬戲，請給我六張小孩的，

兩張大人的。” 

新加坡華語裡的雙賓句常常受到粵語雙賓句的影響（周清海，2002）。在粵語裡,雙

賓句的語序是直接賓語置於間接賓語之前，因此在新加坡語法中常常有將直接賓語置於

間接賓語之前的現象出現。教材在處理雙賓句時，雖然三句分別被分配在低年級、中年

級、高年級，但是雙賓句的出現很容易受到教師的輕視，若教師在講解的時候不做強調，

就會造成語法點的遺漏，因此，在修訂版的教材中，需要提高雙賓句的出現次數，或者

在輔助的課後練習中對雙賓句進行鞏固複習。 

4.5、其它主謂句占比不高 

自 19世紀 50年代，丁聲樹先生提出“形容詞謂語句”的概念至今。有些將漢語作

為二語和外語的學生來說，還是會經常犯“我很非常開心”“最近中文重要”等等錯誤，

因此，二語教材在編制的過程中應更加注意糾正學生此類語法偏誤現象，在合適的時間

出現形容詞謂語句以作強調。在教材中，共出現了形容詞謂語句 71 句，在形容詞謂語

句的教學初級，應該首先就單個形容詞作謂語的情況進行教學，例如：“上學真開心”

X1012。再根據難易程度與使用頻率，引入“越來越”和“又……又”等語法項目。例如在

X3181 中出現，“用筷子的人越來越多，皇帝也開始用筷子吃飯”。教材中，名詞謂語

句和形容詞性謂語句的出現次數，以及所占比例都不能證明非謂語句是在教學中的重點，

只有 71句，占比 3.90%。名詞謂語句共 15句，主要是在課文的標題中出現。非謂語句

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較頻繁，但是在教材中的浮現次數達不到強調的效果。 

在本套教材中，主謂謂語句占比過小，只有 0.67%，一共出現了 12 句，這與故事

性強的文本類型是分不開的。文本第一次出現在 X1051中“圖畫美不美，我用眼睛看一

看。“最後一次出現在 X3034中，“小慶手真巧。”在《新實用課本》和《漢語教程》

中都對主謂謂語句的界定沒有很明顯，但是《小學華文》是面對的講華語作為第二語言

的新加坡小學生，是有必要在全套教材對主謂謂語句這個語法點進行重點教學的。 

4.6、非主謂句數量少，比例近兩成 

非主謂句是與主謂句相對的一種句型,在現代漢語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在口語中,非

主謂句的數量佔優勢,在文藝作品中,非主謂句與主謂句數量相當。（張修仁，1998）非主

謂句多用於書名、篇名,也常用於點明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以及文字的開頭、簡短對

話、呼語等場合。但是語料庫中，非主謂句共 320，僅占比 17.84%。本文對語料庫中的

非謂語句相關數據進行整理見表 9。 

表 8非主謂句比例 

 

 

 

 

非主謂句 數量（比例*） 

動詞性非主謂句 62（3.46%） 

形容詞性非主謂句 40（2.23%） 

名詞性非主謂句 197（10.98%） 

嘆詞句 4（0.22%） 

 擬聲詞句 17（0.95%） 

合計 320（1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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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華文》中第一句話（X1011）“上學校”就是非主謂句。體現了非主謂句的

重要性。但是在語料庫後半段很少出現非主謂句。在新加坡口語中，對於嘆詞句的選擇

的大多為“啦“，”呀“，在教材的嘆詞句中，在單獨的嘆詞句中，單句中只有四句嘆

詞句，分別為“咦”，“哎呀”，“呦”，“哼”等，這些數量少，比例小，並沒有很

好的強調，所占比例也微乎其微，僅僅只有 0.95%。 

經過研究發現，非主謂句僅占比 17.80%，雖說在口語中,非主謂句的數量佔優勢,在

文藝作品中,非主謂句與主謂句數量相當。（張修仁，1998）但是在教材中，非主謂句數

量並不多，比例也很低。二語教學還是以學生說整句話，說完整的話為目的，因此非主

謂句在數量少，比例低也是有原因的。文本類型同樣決定句型分佈，故事性、敘事性較

強的文本類型決定了非主謂句出現的幾率要明顯少於主謂句。 

五、複句的分佈規律與比例分析 

語料庫中，複句共 2226 句，其中，聯合複句是語法學習的重點，也是口語中重要

的句型，筆者整理出聯合複句的相關比例的數據，整理如表 9： 

語料庫中，聯合複句共 1645 句，占比超過七成，達到 73.9%。順承複句 472 句，

有標記的 49句，無標記的共 521句，占比 23.41%。遞進複句共 51句，有標記 27句，

無標記 24句。選擇複句數量最少，只有有標記的 3句。解說複句共 62句，其中有標記

17句，無標記 45句。 

5.1、聯合複句在教材中出現早，數量多 

5.1.1、並列、順承類複句總和近七成，應做重點教學 

語料庫中，並列、順承類複句是占比很高的部分，達 68.69%。在 X1011 中，第三

句話出現“見了老師說聲早，見了同學問個好。”的並列複句，此後，無標記、有標記

的並列 

表 9聯合複句比例分析 

 

 

 

 

 

 

 

 

 

複句貫穿教材始終，直到 X6124中，教材的最後一句話以並列複句收束，“這三座

廟並排在一起，形成了我國一道獨特的風景。”再觀順承複句方面，第一次出現在 X1013

中，“太陽出來了，花兒對我笑。”，之後順承複句的學習也貫穿學習的始終，均勻分

佈在各階段的文本中。外國學生在學習和應用並列複句最為普遍的偏誤主要存在於語義

理解、結構規則和形式錯誤，主要表現在：“既…又…”和“又…又…”混用,“不是…

而是…”與“不是…不是…”與“也”“又”“而”之間的混用（許璿，2013）。但是

在有標記的並列複句中，第一次出現是在 X1042中，“他喜歡公雞，也喜歡鴨和鵝。”

聯合複句 

 

並列複句 1008（45.28%） 
有標記 54（2.43%） 

無標記 954（42.86%） 

順承複句 521（23.41%） 
有標記 49（2.20%） 

無標記 472（21.20%） 

遞進複句 51（2.29%） 
有標記 27（1.21%） 

無標記 24（1.08%） 

選擇複句 3（0.13%） 
有標記 3（0.13%） 

無標記 --（--%） 

解說複句 62（2.79%） 
有標記 17（0.76%） 

無標記 45（2.02%） 

合計 1645（73.9%） 1645(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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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標記的並列複句比例很低，所覆蓋的語法點也很少。順承複句中，筆者在搜尋對外漢

語語法大綱中發現，“（一）…就…”句型是順承複句的學習重點，其次是“…然後…”。

語料庫中，在 X5161中出現了“既…又…”的有標記的順承複句的表達方式，但是出現

位置明顯靠後，在小五下冊第一次出現。其次，學習重點在有標記的順承複句“先”，

“然後”“於是”等句型，教材也沒有分點、分層的多次複現與補充,而是一次性教授，

複現率也是極其有限，大量的無標記的順承複句，在教學階段,容易造成教師對順承複句

知識點教學的遺漏。因此教材編寫應該按照語法大綱進行編寫，才能全面透徹瞭解順承

複句的用法用意,對順承複句關聯詞及句式的學習應該具有系統性,合理安排各階段的學

習內容，否則還是大談“主題”，沒有真正的學會如何說好一門語言。 

綜上所述，有限的文本中，並列複句與順承複句占比如此之重，並非偶然所為，因

此理應在教學上加以足夠的重視。傳統教學觀點中，眾多華文教師認為應該先教單句，

再教複句，單句學扎實，再進行複句教學，但是，複句是日常交流的基礎。二語學生敘

述故事是一種基本能力，如若並列、順承類別複句基礎不扎實，那麼敘述故事的能力都

出了問題，因此，單、複句教學並進，且在教材中早出現的並列、順承複句是需要二語

教師給予教學上的重視的。 

5.1.2、選擇複句數量少,解說複句數量多，遞進複句占比 2% 

選擇複句在教材中共出現了3句，分別在X3054中“我不知道它是在和地鐵說再見，

還是在叫地鐵等等它。”，X3084 中，“不是釘子，就是錘子。”X4071 中，“我們可以

去訪問老人院，或者送些衣物給窮苦的家庭。”對於解說複句，教材進行了提及，選擇

複句並不是語法學習上的難點，而且也容易掌握，但是選擇複現率較低，也應該在課後

練習中對解說複句進行考察鞏固練習。 

解說複句主要是後面的分句解釋前面的分句，在教材中出現了 62句，占比 2.79%，

其中主要形式有對前文的解釋說明類，如 X3183中，“於是，他們給這兩根樹枝起了個

名，叫“快子”。解說複句的數量相比之下，且在每個年級都有涉及，也是符合大綱的。 

語料庫中，遞進複句共 52 句，有標記的遞進複句數量和無標記的遞進複句是大致

相等的，占比 2.29%。表示後面的句子的意思比前面更近一層。遞進複句的形式大致上

都是“還”，“甚至”，“不僅（但）…而且…”，“甚至”，“不但…還…”；X3121

中，“父親聽了，不但沒有罵他，反而摸了摸他的頭。”。教材中，“（不但）…（反

而）/（還）…”是遞進複句的主要形式，二語教學中，遞進複句是學習的難點，但是

在口語中使用的頻率相較於並列複句與順承複句少得多，但是遞進複句有標記的情況用

到的會更多，因此可以適當增加有標記的遞進複句的比例。 

5.2、偏正複句占比小於三成，各小類分佈不均 

偏正複句共 580句，占比 26.1%，接近聯合複句總量的三分之一。其中，目的複句

的數量是 47句，有標記的是 14句，無標記的複句是 33句。有標記的因果複句是 43句，

無標記的因果複句 251句，共 294句。假設複句，有標記和無標記的假設複句分別為為

43句和 30句，條件複句方面，全部為有標記的 20句。在轉折複句方面，重轉為 32句，

輕轉 54句，弱轉為 60句，共 146句。值得一提的是，無標記的因果複句占比超過一成，

相關數據見表 10。 

5.2.1、因果複句占比超一成，無標記句型比例過重 

語料庫中標記因果複句 294句，占比 13.21%。有標記的因果複句 43句，占比 1.93%

無標記的因果複句占比 11.28%，共 251 句。有標記的因果複句主要出現在初級階段,加

之二語容易受到一語負遷移的影響,語法偏誤依然體現在關聯詞語的使用上,如關聯詞語

搭配不當、多用或者漏用,關聯詞語放置位置不當等。因果複句的主要形式有“因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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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之所以…是因為…”，“既然…就…”等。而二語學生比較容易犯得錯誤是“既然…

就…”引起的因果複句。“既然我是學華文的,那麼我要到中國去進修。”正確的句子應

該為：“既然我是學華文的,那麼我就要到中國去進修”。但是通過比對語料庫的相關數

據發現，“既然…就…”引起的有標記的因果複句的數量是 0，雖然因果複句的數量足夠，

但不能覆蓋典型句型，因此對典型複句的重點做突出講解，課後練習題也要配合相關句

型進行設置，對“既然…就…”等句型起到強調並鞏固。 

5.2.2、條件複句占比小，假設複句數量較多 

搜尋教材庫，筆者發現了 17句條件複句，其中全部為有標記，形式主要為“只有…

才…”“只要…才…”“無論…都…”。X4031中“徒弟這才明白師父的意思：只有永

遠不滿，才能不斷進步。”但是有標記的條件複句大量出現在小三、四、五年級，口語

中條件複句的使用也是重要的一部分，因此應該在小一小二出現條件複句。 

假設複句中，共有 38 句有標記的假設複句，關聯詞語主要為“要是…就…”“如

果…就…”。“要是…就…”分別出現在 X1123，X2054，X2054，X2054，X2054，X2082，

X3061，X5091 中。此句子連續三次出現在一篇課文中，會引起教師和學生的重視，在

小四課本中沒有涉及，因此，編寫有關於假設複句的課後練習進行知識點的鞏固是很有

必要的。 

5.2.3、轉折複句占比較少，以弱轉為主 

轉折複句是語言學習和使用的重點和難點，縱觀本語料庫的轉折複句的設置，發現

轉折複句共出現 145句，第一次出現在 X2014中，“媽媽講了很多勇敢的故事，可我一

看窗外心就亂跳。”其中，弱轉 60句，重轉 31句，輕轉 54句。第一句出現在 X2014

中，“媽媽講了很多勇敢的故事，可我一看窗外心就亂跳。”轉折複句教學應該迎合教

學的梯級原則，在教材最開始就出現了“…可…”的弱轉句型，顯然是不符合二語學習

的梯級原則的。應該在二語教學的中級階段，出現“而”,“則”,“但、但是、可是、

不過(也) ……、…可…”等輕轉、弱轉的句式。在中高級階段，可適當出現如：“縱

使……”,“也……”這種轉折複句的高級語法。但是教材中的轉折複句，在小五、小六

年級依舊停留在“雖然…但是…”等簡單句型的複現階段。如果說在初、中級階段學生

的水平能力有限的話,不能出現高級的轉折複句。那麼在高級階段,教材應該有意識地選

擇或修改文本,或者以專題的形式,專門介紹那些使用廣泛、但不容易掌握的轉折詞語。 

表 10偏正複句的比例 

 

 

 

 

 

 

 

 

 

六、對新加坡小學華文教材編寫的思考 

偏正複句 

 

目的複句 47（2.11%） 
有標記 14（0.63%） 

無標記 33（1.48%） 

因果複句 294（13.21%） 
有標記 43（1.93%） 

無標記 251（11.28%） 

假設複句 73（3.28%） 
有標記 43（1.93%） 

無標記 30（1.35%） 

條件複句 20（0.90%） 
有標記 20（0.90%） 

無標記 --（--%） 

轉折複句 146（6.56%） 

重轉 32（1.44%） 

輕轉 54（2.43%） 

弱轉 60（2.70%） 

合計 580（26.1%） （4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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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句類和句型分佈失衡對華文語法教學產生負面影響 

從理論上看，自然文本的語法點分佈均勻、具層次性是有效開展語法教學的前提和

基礎，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本研究結果顯示，新加坡小學華文教材的句類和句型分

佈極不均衡，如陳述句數量龐大，而祈使句和感歎句數量極少。學生接觸的機會很低。

有些句式的出現順序也不合理，有的出現過晚，造成大量語法偏誤在語法教學之前就已

經形成，難以糾正。針對教材的句型分佈規律，作者認為應從教材編寫和語法編排兩方

面進行干預。教材方面，通過人工干預提高低頻句式的出現頻率，對高頻句式則應該安

排更加合理的教學順序，一些常用句型應該提前進行教學。例如，複句在教材中的比例

很高，尤其是並列複句和順承複句應該提前安排教學。如果一味強調先單句、後複句，

由易到難的編排順序，將會延誤教學時機，造成學生複句習得緩慢，表達錯誤增加的後

果。 

6.2 順應教材語法分佈規律，開展有針對性的句型教學     

教材編寫按主題為綱編寫是大勢所趨，但是按照教材的語法分佈規律，適時的安排

語法點教學，同樣是非常重要的。《小學華文》教材中存在句類、句型比例分佈不均衡

的情況較為普遍。我們應該順應這個規律進行有針對性的語法教學。在後續的教材編寫

中，一方面，可以利用教師指導用書、練習題目強化鞏固常用句型的學習。另一方面，

可以利用教材語料庫，將句型、句類根據出現頻率和難易度，編排語法等級大綱，開展

語料庫驅動的句型和句類教學。至於那些本地特有的句型和語法點，則需要設計專門的

語法教學任務加以解決。新加坡華語的語法變異體現在語言系統的各級層面,語法差異是

廣泛存在的（祝曉宏，2016）。由此造成了大量的語言偏誤現象。我們應該重視這些具

有本地特色的語法項目。在教材編寫中設計語法教學點，著重糾正那些存在的語法偏

誤。 

進行專門的句類教學 

6.3 針對句類和句型難點進行針對性教學 

《教材》按照主題為綱的原則編寫，更多考量的是文本主題對學生的教育作用，生

活化的語言使學生更好的理解課文，故事性的文本增強的文本的可讀性。因此對話為主、

敘述性較強的教學文本，陳述句明顯在句類方面占優。在不可按照語法為綱編寫教材的

前提下，疑問句，祈使句，感歎句同樣也是教學的重中之重，因此，劃撥專門的教學時

間學習不同感歎句的類型，掌握不同種類的提問句式，學會在現實生活中靈活使用祈使

句，是二語教學中需要注意的。 

另外，我們還可以通過干預調整語法教學大綱，例如：調整 “被”字句出現順序。

先學被字句，在學把字句，主要理由是：新加坡學生英語為一語，華文學習過程中容易

受到一語負遷移的影響。英語中只有被字句，但是並無把字句的句型，因此先出現被字

句更符合語言習得的規律。把字句是二語學習的難點，2.23%的比例不能很好的強調把

字句。因此，拿出專門的時間進行把字句、被字句的教學也是十分必要的。 

教材是教學的基礎，同樣，語法又是準確使用語言的前提。因此參照語法大綱，按

照句型難易度科學合理編排教材，重視語言能力的培養，是尤其必要的。今後也以《小

學華文》句型、句類為研究基礎，加強有關教材分析的基礎研究，提供更科學的數據輔

助二語教材的科學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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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學術論文之語言特徵分析與教學啟示—以泰國來華留

學生與本國生碩士學位論文之比較為考察途徑 

謝奇懿、王蒙、朱宇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副教授、廈門大學海外教育學院華文系碩士研究

生、廈門大學海外教育學院華文系副教授 

摘要 

本研究通過對比分析的方法考察了大陸華文系泰國來華留學生與漢語母語學生碩

士學位論文在語言特徵方面的差異，並根據研究發現提出了針對泰國學生本專業碩士

論文寫作教學內容的建議。研究以語料庫為依據，從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語料

庫隨機抽取了華文系泰國來華以及漢語母語碩士生學位論文各 30 篇為樣本語料，通過

語料分析工具以及計算機編程等手段，統計了樣本語料在語言特徵基本考察項目、大

學學術語篇共現語言特徵四維度（Biber, 2006）、書面語莊雅度指標（馮勝利，2008）

及其他學術語體語言指標共計 72 個語言項目上的出現頻率，並進行了各語言項目獨立

樣本 t檢驗。 

研究發現：1. 在語言特徵基本考察項目方面，泰國留學生碩士學位論文在四字成

語的使用總數和種類上和漢語母語者碩士學位論文還存在顯著差距；2. 在四維度的比

較方面，兩者在四個維度上都分別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3. 在莊雅度及其他語言項目

方面，部分項目漢語母語者明顯高於泰國留學生，而部分項目泰國留學生明顯高於漢

語母語者。根據以上發現，本研究對泰國來華留學生的本專業碩士論文寫作教學內容

提出了具體建議。 

一、研究背景 

近年來，到大陸及台灣留學的外國學生越來越多。以大陸而言，2016 年，泰國緊

跟韓國和美國，為大陸留學生源第三大國，人數高達 23044 人，其中又以碩士生較多。

碩士生修習學位的關鍵，即為學位論文的寫作。然而，用漢語撰寫碩士畢業論文對泰

國大陸留學生來說具有較大的困難，由於受教材編寫、教學方法、母語文化等因素的

影響，泰國在大陸碩士生在語言運用上與中國學生還存在比較明顯的差異，這些差異

是影響其論文水平的潛在原因。因此，針對學術論文的語體研究，對現今大陸及台灣

的研究生撰寫論文或指導研窙生來說有其必要。本研究通過對比分析的方法考察了大

陸華文系泰國來華留學生與漢語母語學生碩士學位論文在語言特徵方面的差異，並試

圖提出相關的指導論文的建議。 

二、文獻綜述 

國外關於語言特徵的研究比較豐富，國內的相關研究相對較少，其中國內外相關

的研究較為重要者如下： 

1.Biber1988的五維度 

美國語言學家 Biber(1988)在大量參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總結出英語語體的 67

項語言特徵，並通過對 LOB書面語語料庫及 London-Lund口語語料庫中的語料進行對

比分析，得出分析英語語體正式程度的五個維度，分別為： 

1）參與性對比信息性(Involved versus Informational) 

2）敘述對比非敘述(Narrative versus non-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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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情境依賴對比非情境依賴(Satuation-dependent versus elaborated) 

4）明顯的誘導(Overt expression of persuation) 

5）主觀對比客觀(Non-impersonal versus impersonal)  

2.Nesi，Garder2012的研究 

Nesi，Garder根據 Biber的分析框架，把英國四所高校四個學部（藝術人文、生命

科學、理科、社科）學生的優秀作業分成 13 個大的語體類別進行分析，發現這 13 種

語體類別在每個維度上都有不同的差異，借此加強學生和寫作指導教師對寫作本質的

認識。 

3.Biber1996的四維度 

1996年，Biber又對課堂管理、課程管理、機構寫作、課堂教學、學習社團、教科

書等不同類型的大學語言進行研究，在之前五維度的基礎上做了一些調整，最終形成

了四維度分析框架，分別為： 

1）口語對比書面語（Oral vs.literate discourse） 

2）程序性話語對比以內容為中心的話語（Procedural vs.content-focused 

discourse） 

3）對事件的重構（Reconstructed account of events） 

4）以教師為中心的立場（Teacher-centered stance） 

4.桂詩春 2009基於語料庫的英語語言學語體分析 

2009 年，桂詩春從基本統計、語法特徵、詞彙特徵三大方面對其自建的語言學類

英語語料庫（ECOL)與普通語料庫(FLOB)進行了對比分析，發現兩者在諸多語言項目

上存在差異。 

5.張正生 2012關於漢語書面語體變異的研究 

張正生借鑒了 Biber 的多維度分析方法，利用英國 Lancaster 大學蕭中華等人研發

的 Lancaster Corpus of Mandarin Chinese（簡稱 LCMC）語料庫，對新聞報道（News 

reportage）、新聞評論（News editorials）、新聞綜述（News review）、宗教（Religion）、

科技（Science/academic prose）等 15種不同的漢語書面語體在 60項語言特徵上的表現

進行統計分析，最終得出分析漢語書面語體變異的三個維度。 

6.其他學者如尹世超（1985）、袁暉,李熙宗（2005）、 馮勝利,王潔,黃梅（2008）、

黎運漢（2009）  、曾毅平（2012） 也有部分的論述。 

三、研究設計及研究方法 

本研究係以 2010-2016年間漢語國際教育專業泰國大隢留學生的碩士論文為研究對

象，其中語料共計包括：30 篇泰國終稿+30 篇中國終稿+5 篇泰國初稿的論文，並運用

軟體對文本進行分詞。分析的項目包括基本項目、Biber 四維度分析，以及漢語書面語

體的語言特徵進行分析。分析方法是運用獨立樣本 T檢驗，以及曼-特尼 U檢驗。 

四、研究結論與教學建議 

本研究發現，泰國大陸留學生碩士論文與以漢語為母語的中國學生的碩士論文在

語言表達上確實存在一定的差異。分別為： 

1.在語言特徵基本考察項目方面，泰國留學生碩士學位論文和漢語母語者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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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還存在顯著差距。 

2.在四維度的比較方面，兩者在四個維度上都分別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 

3.在莊雅度及其他語言項目方面，在兩個語言項目上，漢語母語者明顯高於泰國留

學生，而在代詞、補充型插入語等項目上，泰國留學生明顯高於漢語母語者。 

教學建議方面，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 

1.重視國別化，找出教學重點，注重詞彙、句型、句式功能意義的教學。 

2.以數據庫為驅動，重視詞性配備比及高頻詞彙。 

五、研究限制與研究展望 

本研究的研究限制有二：一是語料的來源，一是分析的語言項目。未來的研究更

為全面的縱向與橫向的對比。 

主要參考文獻： 

1. Biber, D. Variation across speech and writing[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2. Biber, D. University Language：A corpus-based study of spoken and written 

registers[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1996. 

3. Hilary Nesi and Sheena Gardner. Genre across the Discipline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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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越詞聲調的遷移現象 

邵氏夏靈 

文藻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halinhtt5491@gmail.com 

摘要 

聲調總是外籍生學漢語的難點。越南語裡漢越詞是漢源詞，佔有很大的比例（60%

以上）。而在學習漢語過程中，越南學習者對漢越詞的音義利用都是自然而然的。漢越

詞在詞義方面能引起的作用格外明顯，在過去也是很多漢語學者的研究主題。但漢越詞

讀音利用的研究相當少。 

本研究以聲調為切入點，經過文獻分析後，針對教育部所公佈的 2000 個最常出現

的漢語單字進行統計讀音聲調與相應漢越詞的聲調。從此比率的歸納可以確認利用漢越

詞聲調進行現代漢語聲調教學方法的可行性。雖然實際上準確率不能達到百分之百，但

還是非常高的，例如：在 219 個漢越詞讀音是玄聲的字裡有 208 個在漢語詞讀音聲調會

變成陽平，佔有 95%的比例，只有 11 個字是不遵規則的；在 222 個漢越詞讀音是問聲

的字裡有 211 個在漢語詞讀音聲調會變成上聲，佔有 95%的比例，只有 11 個字是不遵

規則的。 

通過這個統計結果分析、除指出漢越詞聲調的正遷移現象外，本研究結果重點主要

為越南漢語學習者提供利用漢越詞聲調促進漢語聲調學習的策略，為越南漢語教師提供

漢語聲調教學建議與一個參考的依據。 

關鍵字：漢越詞、漢語、遷移、聲調學習、策略  

一、 緒論 

聲調具有區別意義的作用，在對外漢語教學中往往成為外籍生學習的難點。雖然漢

語和越南語都是有聲調的語言，但越南學生同樣存在聲調發音的問題。 

越南與中國因為山水相連的地理與過去存在的政治關係，兩國人民長達千餘年的交

往。在這個交往歷程中，越南語已經大量借用了漢語詞彙。這些漢源借詞進入越南語後，

順著時代變遷，不斷發展變化，形成了一種特殊的詞語，叫做漢越詞，成為越南語詞彙

系統中的一個組成部分，約佔 60%（Lê Nguyễn Lưu，2002），在某些領域，這個比例甚

至高達 70-80％。可以說漢越詞是漢語與越南語的橋樑。人們學習外語的時候，總喜歡

在自己的母語中找個參照。越南人學漢語時，利用漢越詞來掌握漢語的音義也是自然而

然的事。漢越詞在越南人學漢語過程中如此有補助作用是越南籍漢語學習者的獨有優勢，

應該好好掌握利用。 

身為漢喃學系大學畢業生，本人對於漢越詞跟漢語的關係與漢越詞對學漢語的漢喃

學系大學生、越南學生的語言遷移現象頗感興趣。漢越詞在詞義方面能引起的作用是非

常明顯的，通過查閱大量文獻資料，發現在過去這已經是很多漢語學者的研究主題，但

詞音方面又缺乏細緻深入的研究。 

本研究以聲調為切入點，透過文獻分析，以及統計 2000 個漢字讀音聲調與相應漢

越詞的聲調，系統的進行實證對比分析。主要探討以下問題：漢越詞聲調是否為越南學

生學漢語聲調的個良好參照；兩這之間的聲調對應規律準確率有多高；這一種第二語言

習得的母語遷移現象利弊如何，是正遷移還是負遷移；怎麼利用這遷移現象帮助越南學

生記住漢詞聲調，創新漢語聲調學習與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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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漢越詞聲調的遷移現象 

2.1 文獻探討 

2.1.1 漢越詞的生成與演變 

漢越詞 (Từ Hán Việt)是在越南語裡的漢源借詞的詞彙。 

自從公元前 111 年到 1427 年，越南被中國各朝代統治過四個時期, 共有 1000 余年

的時間（Nguyễn Phan Quang、Võ Xuân Đàn ，2000）。在中國文化長期深遠的影響下，

再加上越南語和漢語兩種語言具有相同之處（皆為孤

立語，SOV 語序，音節結構由聲母、韻母、聲調三個

部分組成），大量的漢語詞彙已經進入了越南語的詞

庫。 

從古至今，越南先後使用過三種文字：漢字、喃

字及拉丁國語字。自從漢字讀音的越南式（Nguyễn Tài 

Cẩn，2000）-漢越音，順著時代變遷，不斷發展變化，

脫離漢語原音,更接近純越南語語音，並且逐步固定下

來，成為越南語詞彙系統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成分。 

根據《切韻》，每個漢漢字都有相應的一個漢越音，

因此漢越詞反映中唐以後的漢語音（王力，1948）。 

2.1.2 漢越詞的定位 

王力於 1948 年將這種特殊詞語稱呼是“漢越語”以後，研究學者也習慣了用“漢

越語”這個特定名詞。2010 年，麦耘和胡明光學者認為「由於這些字音形成的是一個語

音系統，而非語言系統」所以用“漢越音”的名稱。本人讚同「而非語言系統」這個觀

點，但本人認為如今漢越詞在越南語中已經成為基礎詞彙，有字音又有字體，應該把它

看做越南語的一種特殊詞彙才適當，所以本文用“漢越詞”的名稱。 

另外，傳入越南的漢語可分為三類：古漢越語、漢越語及漢語越化（王力，1948）。

其中的古漢越詞（古代漢語零星輸入而成的）和漢語越化（有漢語成分或已經變成純越

南語）詞彙的來源很難確定，越南人已經不認為是借詞了，若針對這兩類做研究的話，

恐怕不能給現代學漢語的越南學習者提供實用幫助。本研究的對象就是第二類的漢越詞，

即整個系統的漢字於唐代傳入越南的漢越詞。 

2.1.3 越南學生漢語習得中的聲調偏誤及遷移現象 

十幾年來，越南學生漢語聲調偏誤是不少研究者提出討論的主題（例如吳門吉、胡

明光，2004；陳氏金鸞，2005；楊林、高明揚，2010；劉曉軍，2006；呂氏玄莊，2010

的研究可為其中的代表）。各位研究者透過自己的實驗研究獲得的研究結果對這個問題

作出不同的貢獻，但都確認了越南學生學漢語聲調最常出現的偏誤在於在去聲和陰平，

而主要有兩種情況: 

（1）模仿方面：發去聲時，起調不夠高，並未能降到一度；陰平唸為半高，調性

不夠平。 

（2）記憶方面：記不住那個漢字讀音是陰平還是去聲。導致陰平與去聲相混。 

呂必松先生於 1992 年指出:「一個言語現象的習得要經過理解、模仿、記憶、鞏固

和應用等過程」。可以看出越南學生學漢語聲調時，難點在於模仿與記憶這兩個過程。 

「遷移是指目標語和其他任何已經習得的語言之間的共性和差異所造成的影響」

（Odlin，1989）。越南學生學漢語聲調時，在模仿方面可見是受到母語負遷移之影響。

但在記憶方面，越南語中的漢越詞這種特殊詞彙有助於記住漢語詞讀音聲調，顯示所得

圖 1 漢字、喃字及國語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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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遷移是正向的。 

了解學生語音偏誤的類型，並在此基礎上製定科學合理的教學策略幫助學生解決學

習中遇到的問題是漢語教師的責任。而「學習語言最有效的方式是透過目標語的科學分

析，具體而微地與學習者的母語做比較」（Charles Fries，1945）。漢越詞在漢語聲調學

習過程中既然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讓越南漢語學習者更容易地記住漢語聲調，就是值

得探討的一種遷移現象。 

2.1.4 現代漢語與越南語的聲調系統 

陳氏金鸞在 2005 年曾進行越南語聲調與漢語聲調實驗，再將實驗結果使用語音軟

體進行聲調分析，並參考漢語聲調的五度制標調計算法（林涛、王理嘉，1995），陳氏

金鸞的研究結果如下面兩表。 

表 1：漢語聲調特點 

序號 1 2 3 4 

調名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調值 高平調 高聲調 低降升調 高降調 

數字式調值 5-5 3-5 2-1-4 5-1 

時間（平均） 0.496ms 0.529ms 0.767ms 0.352ms 

例子 mā má mǎ mà 

表 2：越南語聲調特點 

 

 
   

（Nguyen Van Loi、Jerold A. Edmondson ，1997)        （陳氏金鸞在，2005） 

圖 2：越語與漢語聲調之調型描述 

漢語聲調調型與調域圖

101

151

201

251

301

長度

高
度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5度
4度
3度
2度
1度

序號 1 2 3 4 5 6 

越南文調名 bằng sắc huyền  hỏi ngã nặng 

譯名 平聲 銳聲 玄聲 問聲 跌聲 重聲 

調值 中高平調 高聲調 

中低降調， 

發音從高

降下 

地降調， 

中短音再

上揚 

中將高升 
中降調， 

低而段促 

數字式調值 
3-3/4-4/ 

5-5  
3-2  2-1/3-1  3-?-5  3-5  3-2  

時間（平均） 0.427ms  0.360ms 0.460ms 0.357ms 0.331ms 0.192ms  

例子 ma má mà mả mã m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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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面的圖表可以幫助讀者了解一下越南語與漢語聲調特點，並清楚地看到雖然越

南語和漢語一樣同為聲調語言，但在調型、調域、調值等方面上都存在著差異。 

2.1.5 過去的研究成果 

越南語本來没有聲調（H. Maspero，1912），越南語是經歷了一個複雜的混合過程（與

泰語，蒙古蔑語，漢語接觸後）其語音聲調才形成的，起源於聲母和韻尾的變化（A. G. 

Haudricourt，1954）。A. G. Haudricourt 還指出：到第六世纪，越南語因為两種韵尾（-s、

-h 和-x、-?）的消失而形成三個聲調；到十二世紀，因為有聲的聲母變成無聲聲母，所

以這三個聲調就分高低成二變成六個聲調。 

表 3 越南語聲調演變過程表（A.G.Haudricourt，1954） 

 
正公元开始（无声调） 第六世纪 

（三个声调） 

第十二世纪 

（六个声调） 
现在 

前阶段 后阶段 

没有韵尾 

pa 

sla 

ba 

la 

pa 

hla 

ba 

la 

pa 

hla 

ba 

la 

pa 

la 

pà 

là 

ba 

la 

bà 

là 

韵尾-s、-h 

pas 

slas 

bas 

las 

pah 

hlah 

bah 

lah 

pà 

hlà 

bà 

là 

pả 

lả 

pã 

lã 

bả 

lả 

bã 

lã 

韵尾-x、-? 

pax 

slax 

bax 

lax 

pa? 

hla? 

ba? 

la? 

pá 

hlá 

bá 

lá 

pá 

lá 

bạ 

lạ 

bá 

lá 

bạ 

lạ 

漢越音系形成的時間為唐代時期，主要是唐代的長安音（H. Maspero, 1912）。有關

漢越詞聲調的研究都認為越南語聲調系統是與漢語接觸之後的結果 (王力，1948；Đào 

Duy Anh，1975；Nguyễn Tài Cẩn, 2000)。就是說，漢語詞彙進入了越南語後，漢語語音

對越南語語音產生影響，這些詞彙同時受越南語語音內部規律的影響，形成漢越音。現

代漢語和漢越詞語音系統都是由漢語中古音演變而成，兩者語音之間在聲調上必定存在

一些相同之處。「在音韻方面，對分析能抓住重點，為第二語言習得在語音方面的困擾

提出確切的解說」（鍾榮富，2009）。漢語與漢越詞語音對應關係是不少研究者的研究的

主題。 

王力於 1948 年在《漢越語研究》概述了漢越詞的由來，用音韻學知識與《切韻》

說明漢語和漢越詞語音的對應關係。花玉山於 2005 年在他的博士論文《漢越音與字喃

研究》比較詳細地分析中古漢語音到漢越音的演變，也將現代漢語與漢越詞的語音對比

分析。陳氏金鸞於 2006 年在《利用漢越音進行現代漢語聲調教學》文章對漢越詞和音

韻知識有個很堅固基礎，也指出了漢語聲調如何讀入漢越音聲調。劉亞輝於 2007 年，

再次從聲母、韻母和聲調三個方面將漢越音與漢語的語音進行對比，得出的一些對應規

律陳述在《越語中的漢越音與漢語的語音對應規律淺探》期刊論文。目前本人搜尋到有

關利用漢越音進行現代漢語聲調教學的研究除陳氏金鸞外，都是大陸學者的研究。從各

位學者的研究我們可以理解和掌握漢語聲調與漢越詞聲調的對應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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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漢語詞與漢越詞聲調的對應規律（劉亞輝，2007） 

從這張圖表可以看出由中古漢語四聲八調到現代漢語四聲的演變、由中古漢語四聲

到漢越音聲調系統的演變以及現代漢語四聲與漢越音聲調系統的對應。 

過去研究往往以兩種語言的語音隨時間變化的過程為切入點，指出對應規律並結論

可以從漢越詞聲調猜到漢語詞聲調，但缺乏現代實際數據。前者所舉例的漢越詞皆為嚴

格遵守規則的詞彙，實際上不尊規則的數量不少。陳氏金鸞學者於 2006 年在她的研究

提過這個問題「有些變化極其零亂，似乎沒有什麼規則可循」，並結論「但是大體的演

變，我們仍然可以掌握。一旦明白那些規則對於兩種語言聲調的比較和記憶會有積極的

幫助」。本人認為漢越詞是個雙面刀，想利用它要先了解它。想利用漢語詞與漢越詞聲

調對應規律進行現代漢語聲調學習與教學不僅要研究兩者之間的對應關係,而且還要看 

對應對應的比例是多少。再說，語言本身的變化就永不休止，更令人難以置信這些

規律的運用可行性。 

阮德灣於 2015 年，在《漢越詞讀音在越南人學漢語過程中的補助作用研究》碩士

論文將兩種語言的語音系統作了簡略的分析再進行統計漢詞聲調與對應的漢越詞聲調，

由統計分析結果歸納出一些對應規律結論。但阮先生的統計數量較少（每個聲調 100 到

200），將這個數據歸納難免會發生偏差；他用的語料是《三國演繹》，這個語料對現代

漢語教學不太實用。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針對漢語和漢越詞聲調及兩者之間對應規律的相關文獻進行蒐集、評鑑、分

析、歸納和統整後，將教育部所提供漢語字頻總表中的 2000 個最常出現的漢字，並將

與這 2000 漢語詞對應的 2065 個漢越詞（同字異音異義現象）作為本研究的範圍，進行

統計漢語詞讀音聲調與相應漢越詞的聲調，再歸納，並系統的實證對比分析它們之間的

對應關係及其作用分析。由此揭示漢語詞與漢越詞聲調的對應規律運用在漢語教學中的

可行性。 

表 4 漢語詞聲調與相應漢越詞聲調的統計 

No.    漢語詞 漢越詞 漢語詞聲調 漢越詞聲調 

30 30 家 gia 1 1 

31 31 到 đáo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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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2 
為 

vi 
2 1 

33   vị 4 6 

34 33 天 thiên 1 1 

35 34 心 tâm 1 1 

2.3 研究結果與討論 

漢字數量繁多但高頻字集中是漢語的特點。根據中國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於

1988 年的統計結果：2,500 常用字覆蓋率達 97.97%，1,000 次常用字覆盖率达 98.49%，

合計共 3,500 字覆蓋率達 99.48%，簡體與繁體的統計結果相差不大。2007 年中國語言

生活狀況報告裏，漢字使用情況數據調查結果為：595 字數的覆蓋率達到 80%，964 字

數的覆蓋率達到 90%，2394 字數的覆蓋率達到 99%。一個漢語學習者如果掌握 2000 個

高頻次字彙，在一般溝通與表達情況下可能會發生障礙的比率還不到 5%。也就是說，

若能掌握 2000 個高頻次字彙的聲調，漢語學習者漢語發音會煥然一新。 

本研究根據中華民國教育部所提供之「字頻總表」，針對頻次最高的 2000 字彙進行

統計，統計結果如下： 

表 5  本字彙表聲調符號出現頻次統計表 

頻率 
  相應的漢語詞聲調 

頻次 1 2 3 4 0 

漢越詞聲調 

1 588 397 176 3 5 7 

2 477 66 34 30 346 1 

3 219 8 208 1 2   

4 222 3   211 8   

5 119 1 1 92 25   

6 440 2 68 6 363 1 

表 6 本字彙表聲調符號出現頻率統計表 

頻率 
  相應的漢語詞聲調 

頻次 1 2 3 4 0 

漢越詞聲調 

1 583 68% 30% 1% 1% 1% 

2 479 14% 7% 6% 73%   

3 219 4% 95% 0% 1%   

4 219 1%   95% 4%   

5 119 1% 1% 77% 21%   

6 446 0% 15% 1% 83%   

本研究將文獻探討與統計所得之資料整合，以表格來呈現研究結果： 

表 7 本字彙表漢語詞聲調與漢越詞聲調對應規律的準確率 

古漢語聲調 漢越詞聲調 
現代漢語聲

調 

頻

次 

頻

率 
備註 

平 
陰 次 平 陰平 397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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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清 

全

清 
  

陽

平 

次

濁 
陽平 

176 30% 

m、n、ng、v、nh、d、

l 

聲母字彙 

全

濁 
玄 208 95%   

上 

陰

上 

次

清 
問 

上聲 

211 95% 

  

全

清 
  

陽

上 

次

濁 
跌 

92 77%   

全

濁 

去聲 

25 21% 
 

去 

陰

去 

次

清 
銳 346 73% 

  

全

清 
  

陽

去 

次

濁 
重 363 83% 

  

全

濁 
  

入 

陰

入 
清 

銳入 

（p、t、c、ch

韻尾） 

去聲       

陽平 34 7% p、t、c、ch 韻尾字彙 

上聲 30 6% 
 

陰平 66 14% p、t、c、ch 韻尾字彙 

陽

入 

次

濁 
重入 

（p、t、c、ch

韻尾） 

去聲       

全

濁 
陽平 68 15% p、t、c、ch 韻尾字彙 

不規則 

（49/2065） 

重 

上聲 6 1%   

陰平 2 0% p、t、c、ch 韻尾 

輕聲 1 0% p、t、c、ch 韻尾 

平 

上聲 3 1%   

去聲 5 1%   

輕聲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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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 

陰平 8 4%   

上聲 1 0%   

去聲 2 1%   

問 
陰平 3 1%   

去聲 8 4%   

跌 
陰平 1 1%   

陽平 1 1%   

銳 輕聲 1 0% p、t、c、ch 韻尾 

以上可以看到： 

 平聲(越南文調 thanh bằng)：主要對應的是陰平（68%），其次是陽平(30%)。 

 銳聲(thanh sắc)：主要對應的是去聲(73%)。 

 弦聲(thanh huyền)：主要對應的是陽平(95%)。 

 問聲(thanh hỏi)：主要對應的是上聲(95%)。 

 跌聲(thanh ngã)：主要對應的是上聲(77%),其次是去聲(21%)。。 

 重聲(thanh nặng)：主要對應的是去聲(83%)。                  

綜上所述，兩種語言的對應規律有相當高的對應比例，在漢語學習過程中對於聲調

記憶會有補助作用。 

在於面對一個漢字而不清楚那是第一聲或第四聲的情況下，可以利用漢越詞聲調來

分辨，解決陰平與去聲相混的問題： 

表 8 利用漢語詞聲調分辨陰平和去聲 

漢越音 平聲 銳聲   

漢語音 陰平 
去聲 包含在內塞音 p、t、c、ch 結尾的字彙 

陰平 塞音 p、t、c、ch 結尾的字彙 

 如果此字的相應漢越詞聲調是平聲(越南文調 thanh bằng) →漢語聲調為陰

平。 

 如果此字的相應漢越詞銳讀音聲調是銳聲(thanh sắc)的話，要看此漢越詞韻

尾，若不是 p、t、c、ch 塞音則漢語聲調為去聲，若是 p、t、c、ch 塞音則

要查看漢語聲調是去聲還是陰平。 

2.4 結語 

以漢語詞與漢越詞聲調對應規律來幫助記憶並促進學習成效就兩方面整理如下： 

（一）以學習者的角度來看 

1. 學習者透過了解兩者之間的聲調對應規律，可以好好利用高比例的對應規律來學

漢語聲調，這些對應規律有助於記住漢語詞聲調。 

2. 幫助解決越南學習者在學漢語過程中遇到的最大問題：陰平與去聲相混的問題。 

3. 了解漢語與漢越詞之間的聲調對應規律可以讓學習者以主動心態來學習漢語語

音。 

（二）以教學者的角度來看 

1. 透過了解兩者之間的聲調對應規律，可以更加了解越南與聲調，估計越南學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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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聲調學習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問題。 

2. 漢語教師認識了漢越詞聲調遷移現象之後，如果能善加引導，利用漢越詞設計行

之有效的聲調教學方法，會帶來正遷移的效果，幫助學生增加記憶力。 

不過，漢越詞聲調能引起的正遷移存在下面的限制： 

一則，不是所有的越南人都能掌握大量漢越詞詞彙量，在於語音方面運用漢越詞來

學漢語，漢喃學系大學畢業生比較佔優勢。 

二則，如上文所述，兩者之間的對應關係存在不遵規則的成分（101/2065 字彙，占

0.05%的比例）。 

最後，本研究所統計的資料可以為教學者、學習者或以後研究者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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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簡字體的分類比較與法國的漢字教學 

郭立芬、林季苗 

巴黎市政府成人課程中文老師、巴黎市政府成人課程亞洲語言部主任 

kuolifen1127@gmail.com 

摘要 

法國的中文教學對漢字教學相當重視，這點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白樂桑在 1989 年出

版的著作《漢語語言文字啓蒙》中所提出的「字本位」觀點所影響：「字」是中文最小

的語言單位，應從漢字內部結構開始漸進學習，再逐步習得詞彙及語句。白樂桑也挑

選了 400 個漢字作為學習門檻，認為透過這四百個字堆疊出的詞彙，就能應付日常生

活中 70%左右的閱讀總字數。2003 年法國教育部更開始在中學實行更精確的分級門檻，

其中明定第二外語的漢語學習者的漢語學習總字數為 505 個。這促使教師開始重視課

堂上的漢字集中學習，學習者也能隨著認識漢字部件數量的增加，系統地建立起自身

的漢字認識系統。 

法國教育部並無硬性規定學生應使用繁體字或簡體字通過高中會考，這兩種字體

亦皆流通於於民間私人中文教學機構，但不可否認的是，法國的中文學習市場，仍以

簡體字為主流。許多學習者初接觸漢字時，被繁體字看似繁複的筆劃所震攝，而心生

恐懼。事實上，兩種字體的筆劃數，平均每個字的差異並不到兩劃。而且在我們的教

學經驗中，隨著學習者中文程度的提高，對繁體字的困難感受度也逐漸消弭，這是由

於學習者對漢字部件認知發展的變化所致。因此學習者對漢字內部結構的認知分類能

力，才是影響其漢字學習成果的原因，而且這種分類是隨著學習過程不斷演進變化的。 

本文便從這兩種字體內部結構出發，探討漢字部件的分類差異，進而延伸到法國

的漢字教學問題。漢字在簡化過程中，採取了八種規則︰保留大致字型（龜→龟）、根

據草書而來（為→为）、保留開頭部件（聲→声）、簡化發音作用部件（燈→灯）、採用

古字書寫（雲→云）、簡化部首（話→话）、用筆劃簡單的部件直接取代（歡→欢）、全

新創造（嚮→响）。林季苗在其 2013年出版的著作《505漢字》中，將法國漢語第二外

語學習者應習得的 505 個漢字分成五類︰獨體表意字、獨體記號字、合體表意字、合

體意音字、其他合體字。然而經過比較發現，繁體字的「飛」原本屬於合體表意字，

簡化之後的「飞」變成了獨體表意字。本文將藉由這五種分類，比較繁簡兩種字體在

分類上的異同，進而應用在兩種字體的漢字教學上。 

關鍵詞：繁簡字體、漢字部件、漢字分類、法國漢字教學 

一、前言 

本研究的出發點起始於法國學生面對漢字學習的疑慮。初學者一般最關心兩個問

題：一是繁體字與簡體字的差異、二是兩種字體的使用情形。有意思的是，無論學習

哪種字體，都不會影響口語能力的發展，因為中文與由拉丁字母組成的語言不同，漢

字的作用是為了表達形象或意義，而非語音的轉譯。不過中文這項特性也加重了學習

負擔，因為要「學好」一個字，除了掌握字形與字義，也必須記住這個字的讀音，多

數學生因此相信學習筆劃較少的簡體字會更容易、更輕鬆。這種情形促使我們比較繁

體字與簡體字，觀察兩種字體的內部結構（包括部首與其他部件），並根據部件的功能

（表意、表音或兩者皆非）來分類漢字，期望建立起一種有助於學習者理解與記憶的

漢字分類法。 

此外，還有一個讓我們感興趣的現象：無論是外籍學習者或是以中文為母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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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在中文閱讀能力到達一定程度時，大部份都能讀懂兩種字體的文章，儘管不能百

分之百認得每一個字，但可憑藉上下文來理解內容大意。畢竟多數漢字在簡化的過程

中，仍依循了一定的規則。於是我們更進一步假設，或許存在著一種適用於兩種字體

的學習法。 

本研究將涵蓋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將淺談漢字的「繁化」與「簡化」現象，二者

皆是在漢字演進的過程中产生的變化，有些是順應當時環境而自然發生、有些則是刻

意推動的結果，對此二種現象的認識有助於理解繁體字和簡體字的形成。第二部分將

從漢字的分類學出發，比較傳統文字學和現代漢字教學的觀點，進而提出一種隨學習

者程度演進的漢字分類法，這也是本研究分辨繁體字與簡體字類型的依據。第三部分

將藉由法國的中文教學現況—像是教學用字選擇、學習字數等，說明為何限定 505 個

漢字為研究對象。最後在第四部分，我們將透過這 505 個繁體字和簡體字的分類結果，

來思考漢字教學的原則與方法。 

二、漢字的繁化與簡化 

漢字在幾千年的演進過程中，歷經過多次「繁化」和「簡化」的現象。 

首先淺談繁化。最初的漢字雛形是表現事物形意的簡單圖形，如同許慎（西元 58-

147年）在「六書」分類中提到的象形字（例如「日」、「月」二字分別示現太陽和月亮

的形象）與指事字（例如「上」、「下」二字分別表示地平線以上及以下的指向）。隨著

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日益增加，必須創造其他表達更精確概念的文字，於是出現了會意

字（例如「信」來自「人言」，「武」意指「持戈而行」）。另外，更多新字是形聲字， 

即借用已存在的漢字讀音再造而成 （例如「江」、「河」二字內左邊的部首「氵」表示

「水」，右邊的部件則取其表音功能）。會意字與形聲字一般是由兩個圖形堆疊而成的

複合體，這些複合字的出現屬於繁化現象。 

繁化的趨勢也表現在書寫風格上。漢字的演進可分為古文與今文兩大階段，前者

包含甲骨文、金文、大篆和小篆四種字體，後者也涵括四種書寫風格—隸書、楷書、

草書與行書。古文過渡至今文的變化表現在兩項趨勢上：一是字體趨向方正，二是為

求字形勻稱而在某些漢字的原有字形上增添筆劃。不過楷書的出現，也是簡化的開始。 

漢字的簡化一開始是為了快速記事，人們為了縮短溝通時間，便自然而然減少部

分漢字筆劃，讓書寫變得更簡易，書法中的行書與草書其實就是一種簡化現象，今日

使用的簡體字中，也有一部分受到了草書影響。不過官方提倡的改革運動，才是簡化

字大規模出現的關鍵因素。晚清時期發生了太平之亂，當時的反抗軍倚仗西方勢力，

一度建立了「太平天國」，執政期間曾以掃除文盲為目的，推行漢字簡化，頒布了百來

個簡化字，其中 80%為後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用。1935 年，民國政府還處於中國大

陸時，也曾推行 324個簡化漢字，但因諸多反對聲浪，於 1936年 2月便廢除這項政策。

直到一九五〇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同樣以提高識字率為由，推行大規模的漢字

簡化，這項改革從 1956年的第一次漢字簡化開始，直到 1964年頒布的《簡化字總表》，

確立了今日使用的簡體字。現今通行的簡體字約 2300 個左右，其簡化大致遵循以下八

種規則（Bellassen, 2007）： 

1. 保留大致字型：減少漢字內部筆劃，但簡化後的字型與繁體字相去不遠，例

如「龜→龟」。 

2. 根據草書而來：採用草書的筆劃，簡化後的字常喪失其表意功能，例如「為

→为」、「書→书」。 

3. 保留開頭部件：根據漢字書寫的筆劃順序，留下第一個部件，例如「聲→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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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簡化發音作用部件：一般出現在形聲字的簡化中，例如「燈→灯」。 

5. 採用古字書寫：例如「雲→云」，「云」是「雲」的本字，直到篆文時期才

加上上方的部件「雲」，強調其天象特徵，簡化後再次除去此部件。 

6. 簡化部首：常見的簡化部首包括「言」部、「金」部、「食」部等，例如

「話→话」、「銀→银」、「飯→饭」。 

7. 用筆劃簡單的部件直接取代：如同以草書為依據的簡化字，筆劃大幅減少，

卻因此失去其表意作用，例如「歡→欢」、「難→难」。 

8. 全新創造：簡化後的漢字和原本的繁體字幾乎無關聯，例如「嚮→响」、

「聽→听」。 

從 2013 年起，部分簡體字中的已簡化部件又被原來的繁體字形取代，像是「鐘」

和「鍾」原本被簡化為同一字「钟」，但為了避免混淆，現在「钟」字僅代表「鐘」，

而「鍾」的簡體字則改為「锺」。 

大批簡體字的產生是來自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語言政策，而台灣並未受到影響，

依舊使用繁體字。在對外漢字教學中，繁體字與簡體字各有愛好者，選擇前者的人認

為繁體字保留了更明確的表意功能，記憶起來較為容易，且繁體字是理解古文的唯一

選擇；後者的支持者則認為，筆劃少能減輕學習負擔，書寫效率也更高。既然繁體字

與簡體字的共存已成事實，接下來要思考的，是兩種字體在分類上的差異對漢字學習

的影響。 

三、從教學角度出發的漢字分類學 

3.1  傳統文字學分類之不足 

時至今日，提起漢字分類，首先想到的是許慎在《說文解字》中提到的「六書」：

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許慎並非漢代第一位提出六書分類法之人1，

然而他是唯一一位清楚解釋六種字體的分類原則、並為每一種分類提出二字作範例的

文字學家。他列出 540個部首為依據，對 9353個篆字（以小篆為主）、及 1163個異體

字進行分類。當時通行的字體為今文中的隸書，許慎卻從古文中的篆體來著手，目的

是盡可能地避免謬誤。不過，許慎的六書分類仍有些不清楚的地方︰ 

1. 沒有清楚說明如何區分「象形」、「指事」和「會意」，這也是現代新分類

法出現的原因，例如陳夢家（西元 1911-1966年）和裘錫圭（西元 1935年–）

分別使用「象形」和「表意」來融合三者2。 

2. 轉注和假借的定義亦有待釐清，例如許慎寫道︰「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

相受，老考是也」。不過，「老」和「考」二字無論於形於聲皆有相近之處，

「老」是「考」的轉注字？抑或相反？對此許慎並沒有給出解釋。 

3. 部分漢字的分類不夠全面，比如許慎對「嫁」字的分類解釋為「從女家聲」，

但實際上，右邊部件「家」不僅表音，也具表意功能—表示「女子婚後進入

夫家」之意。另一字「娶」也屬於同樣的情形。 

                                                        
1第一位是班固（西元 33-92年），其六書分類為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然後出現了鄭

眾（西元？-83年）的六書分類，即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 
2
 這兩位現代文字學家皆提出「三書」分類法，以彌補六書分類不足之處。不過第一位提出「三書」概
念的是唐蘭（西元 1901-1979），他在其著作《中國文字學》中寫道：「象形、象意、形聲，叫做三書，

足以規範一切中國文字，不歸於形，必歸於意，不歸於意，必歸於聲」。然而陳夢家不同意取消「假

借」，便以「象形」、「假借」與「形聲」為三書分類依歸。之後裘錫圭認為「象形」一詞無法涵蓋一

切根據事物形象或概念意義所造之字，進而建議以「表意」、「假借」和「形聲」為三書分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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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於六書中每項分類，許慎皆提出兩個漢字為例，然而僅僅二字並無法完整

表現該類型之全貌，這也是為什麼後世文字學家不斷重新研究六書、甚至試

圖建立新的漢字分類法。 

許慎以古文為研究對象，是為了避免謬誤，然而這也是六書不再適用於現代中文

的原因。除了在字形與字義上的分類不甚全面，部分形聲字中的發音功能部件也與今

日用法有所出入，比如「江」字中的發音部件「工」是古音，與現代讀音相去甚遠。

此外，有些今日常用字未被納入六書分類，像是「他」、「累」、「做」等。這些都可能

增加學習難度，因此有必要思考一套適用於現代中文教學的漢字分類。 

3.2  從教學角度來思考的漢字分類法 

所謂適用於現代中文教學的漢字分類，指的是以學習者角度來思考的分類方式，

特別在是對外中文教學中，外籍學習者面對著更複雜的學習過程：一方面，他們透過

注音符號或拼音符號等音譯系統，從頭開始學習口語；另一方面，他們必須利用各式

各樣的學習法來記憶漢字的形義音、學習如何使用學過的字，進而增進讀寫能力。中

文書寫與口語的學習工作因而是分開的，這項特性也促使我們尋找合適的漢字分類法，

除了能提供中文教師做為漢字教學的參考指標，也期望有助於學習者更有效率的認識

與記憶漢字。 

傳統文字學與現代漢字的不相容性促進了其他的漢字分類研究，上面提到的「三

書」便是其中一例。自二十世紀中葉起，另有一派文字學家將重心放在「字符」上，

並將其區分為表現事物形象的「形符」、表達明確意義的「意符」（或稱義符）、具有表

音功能的「聲符」（或稱音符）和不具任何功能的「記號」四種，另外也有同時兼具兩

種功能的字符，這些字符就是我們今天說的漢字內部部件。直到本世紀，錢乃榮（西

元 1990 年–）先將漢字大致區分為單一不可分解的「獨體字」與由兩個字符組合而成

的「合體字」，接著再將後者細分為五類︰1. 兩個義符組成的漢字；2. 由一個義符與一

個音符組成的漢字；3 . 由一個音符與一個記號組成的漢字；4. 由一個義符與一個記號

組成的漢字；5. 由兩個記號組成的漢字。之後蘇培成將此種分類法再稍加修改、並增

至七種類型：1. 獨體記號字；2. 會意字；3. 形聲字；4. 半意符半記號字；5. 半音符半

記號字；6. 獨體記號字；7. 合體記號字。 

這種以字符為單位的分類法更符合現代人使用的漢字，也更適合教學之用，因為

透過對漢字內部組成部件的認識，學習者能逐步培養認字能力、並建構起自己的記憶

法。正是以此理論為基礎，林季苗整理出十種漢字類型（林季苗，2007）如下： 

1. 獨體表意字（人、上）； 

2. 獨體表音字（乒、乓）； 

3. 獨體記號字（也、而）； 

4. 合體意音字（把、但）； 

5. 合體表意字（安、好）； 

6. 合體兼表意音字（嫁、娶）； 

7. 合體表意記號字（江、地）； 

8. 合體表音記號字（較、常）； 

9. 合體表音字（就、哥）； 

10. 合體記號字（前、來）。 

不過，上述分類仍屬於文字學的範疇。應用於教學的分類，必須考慮到學習者的

程度變化，因此對初學者、中級、甚至精通級的學習者，應採用不同的漢字分類，因

此針對漢字教學的分類是動態的，共包含三個階段，請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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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根據學習者程度而訂定之漢字教學分類 

初級階段 

（針對初學者） 

過渡階段 

（針對初學者和精通級之間的學習者） 

終極階段 

（針對精通級學習者） 

獨體字 

合體字 

獨體表意字 

獨體記號字 

合體意音字 

合體表意字 

其他合體字 

獨體表意字 

獨體記號字 

合體意音字 

合體表意字 

合體兼表意音字 

合體表意記號字 

合體表音記號字 

合體表音字 

合體記號字 

一般而言，初學者很快就可以分辨單一形式的「獨體字」與複合形式的「合體字」，

程度越高的學習者，可以辨認的部件功能自然越多。精通級學習者所能認出的九種漢

字類型，已經很接近前面提到的、以文字學角度區分的十種類型。在此未將「獨體表

音字」納入教學用漢字分類的原因有二：一是這類型的漢字數量稀少，二是表音部件

必須透過強行記憶，並不符合學習者的自然認知條件，故併入獨體記號字中。至於大

部份的學習者是介於初學者與精通級之間的，在此階段尚無法分辨許多表音部件，更

遑論不具任何功用的記號部件，因此將漢字分類簡化為五種，僅用「其他合體字」來

代表含有表音和記號的複合字體。 

這種動態式的漢字分類比傳統文字學的分類法更有彈性，因為教師可以視學習者

的進步情形決定給出何種部件分類。畢竟分類的目的是幫助學生理解與記憶漢字，而

不是加重學習負擔，所以對於程度較淺者，認識表音與記號部件並無太大意義。 

四、法國的漢字教學 

透過部件學習漢字的方法在法國已行之有年。1989 年白樂桑（Joël Bellassen）出

版了《漢語語言文字啓蒙》（Méthode d’initiation à la langue et à l’écriture chinoises）以，

引入兩項影響法國中文教學甚鉅的新概念： 

1. 以「字」為中文的最小單位。 學中文應由習字開始，學會一個字包括形音義

三面向，所以他也拆解每個漢字的部件、說明這些部件的意義與功能，並給

出幫助記憶的解釋。待學會漢字之後，才逐步以「滾雪球」的方式堆疊出對

詞的認識。 

2. 在每個學習階段訂出不同的漢字學習字數限制。在這本為初學者設計的教材

裡，以 400個最常用的漢字為學習門檻，目標是能理解約 70%的日常閱讀內

容。 

白樂桑在擔任法國教育部漢語總督學期間，亦率領旗下團隊共同制定出多項與漢

字教學相關的規定，其中兩項和本研究有相當的關聯： 

1. 區分「主動漢字」與「被動漢字」。「主動」是指學習者應該會自己寫出漢

字，而「被動」是指要求學習者能認得的字。此種區分方式是因應 3C 產品

時代而生，由於人們今天人們手寫的機會愈來愈少，更常使用鍵盤書寫（發

送電子郵件、傳送手機簡訊等等），因此認得漢字的能力變得更為迫切。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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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一提，因為拼音為大多數人使用的鍵盤輸入工具，因次拼音學習的重要性

也隨之提昇。 

2. 限制漢字學習數量。根據法國教育部的規定，選修中文的高中生應學會的漢

字數量如表 2： 

表 2  法國高中生應學會的漢字數量 

選修課別 應學會的漢字總字數 主動漢字數 被動漢字數 

第一外語 805 505 300 

第二外語 505 355 150 

第三外語 405 255 150 

換句話說，一名選修中文為第一外語的法國高中生，畢業以前應該學會至少 805

個漢字，其中的 505 個字必須讀得懂、也應該能自己寫出來，剩下 300 個字只要能看

懂即可。而這 505 個第一外語選修者的必須會寫的主動漢字，同時也是第二外語修習

者應學習的漢字總數。因此本研究採取這 505 個字，做為繁簡兩種字體的分類比較對

象。 

五、505漢字的分類比較與幾項教學原則 

5.1  505個繁體字與簡體字的分類結果 

在本文的最後部分，我們將透過第三部分中教學用漢字分類學中、終極階段的九

種類型，來比較法國教育部公佈之 505個漢字的繁體與簡體版本，結果如下： 

1. 獨體表意字（48個繁體字、52個簡體字） 

繁體 
半包本車大兒二夫火口馬毛門面母目牛女片人日肉三山上 

身生事手首水天文下心言羊一衣又魚雨月正中子自走 
48 

簡體 
半包本大二飞夫火见开口马毛门面母目牛女片气人日肉三山上身生

事手首水天头网文下心言羊一衣又鱼雨月正中子自走 
52 

2. 獨體記號字（57個繁體字、77個簡體字） 

繁體 
八白不才長成而方非父更工己今斤金九久可來了力兩六米民年皮平

七其千去少十市世四太同王為我五午西向小亞也業已用再之重主 
57 

簡體 

八白办不才产长厂车成当电东儿而发方非父干个更工广几己今斤金

九久可来了力两六龙米民年农皮平七其千去少十市世书四太同万王

为我无五午西习向小亚也业已用于再之重主 

77 

3. 合體表意字（61個繁體字、59個簡體字） 

繁體 

安比筆初此道地冬東反飛分各公果好化畫家間見解開看老李路美明

拿男念怕朋氣秋取然社始視書雙死算突位問息信星姓休友有早找知

祝字坐 

61 

簡體 

安比笔初此从道地冬对反分各公果好化话家间解看老李里路美明拿

男念怕朋秋取然社始视双死算突位问息信星姓休阳友有早找知祝字

坐 

59 

4. 合體意音字（又細分為以下五小項）： 

(1) 表音部件與漢字讀音完全相符者 

繁體 
啊把爸吧病廠唱城村到懂飯房放歌館湖花婚機記界近筷裡輛零媽嗎

慢們哪期騎汽情請趣認網物想像消院願站張照著種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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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 
啊把爸吧病唱城村到懂饭房放歌馆湖花婚机极记界近进筷辆零妈吗

慢们哪期骑汽情请趣物想像消样园远院愿站张照钟种 
52 

(2) 表音部件與漢字讀音的聲母相同 

繁體 杯打節結冷呢洗意 8 

簡體 杯打讲结冷呢洗意 8 

(3) 表音部件與漢字讀音的韻母相同 

繁體 傳床動廣國河紅雞寄接姐跑起讓紹頭笑新語鐘 20 

簡體 传床河红寄接姐跑起让绍笑新语 14 

(4) 表音部件與漢字讀音相近 

繁體 吃詞剛刻塊胖時謝藥紙 10 

簡體 吃词点该刻胖识听图谢药纸 12 

(5) 表音部件反映漢字讀音系列 

繁體 
部場錯低底店都該跟過還孩喝歡活經渴快禮樓錢識說談提題體玩陽

樣園遠昨作 
34 

簡體 部场错低底店都跟还孩喝欢活经渴块快钱说谈提题玩昨作 25 

5. 合體兼表意音字（繁體與簡體字數皆為 22個） 

繁體 被菜費份慣話教餃酒理忙您清室睡忘現校影咱洲住 22 

簡體 被菜费份惯教饺酒理忙您清认室睡忘现校影咱洲住 22 

6. 合體表意記號字（75個繁體字、70個簡體字） 

繁體 

愛備便別茶產春從代帶但電定讀對餓風封感告怪關貴海黑後候急假

江講叫街進覺課涼買賣沒那腦你歐票熱誰聲收受樹思送訴所他她聽

統圖晚往系寫行許學夜醫越在者這助做 

75 

簡體 

爱报便别茶春代带但定动读饿风封感刚告怪贵国过海黑候鸡急假江

叫街节觉课礼凉楼没那脑你欧票热谁时收受树思送诉所他她体统晚

往系行许学夜越在者这助做 

70 

7. 合體表音記號字（19個繁體字、17個簡體字） 

繁體 百幫常當點管漢號和很壞較決另難旁輕完望 19 

簡體 百帮常管汉和很坏较决另卖难旁轻完望 17 

8. 合體表音字（繁簡字體各包含二字） 

繁體 哥就 2 

簡體 哥就 2 

9. 合體記號字（98個繁體字、95個簡體字） 

繁體 

班辦報北邊變表並差出除楚處穿次答的得等第短多發法服乾高個給

共古合黃回會或極幾件交介京舊況累離連亮龍麼每名南能農品奇前

親區全如色商什師實是雖歲它特條外萬無希習喜夏先相些興要以因

音應於原怎真只準總租最 

98 

簡體 

班北备边变表并差出除楚处穿次答的得等第短多法服高给共古关号

合后画黄回会或件交介京旧况累离连亮买么每名南能品奇前亲区全

如色商什声师实是虽岁它特条外希喜夏先相些写兴要医以因音应原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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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着真只准总租最 

5.2  繁簡字體的比較與分析 

從 5.1的分類結果，首先發現，無論是哪種字體，合體字顯然佔多數：繁體字中獨

體字佔 20.8%、合體字佔 79.2%，簡體字中則有 25.5%的獨體字與 74.5%的合體字。不

過在漢字簡化之後，獨體字的數量略為增加。 

至於兩種字體在九項漢字分類中所佔的百分比，請見表 3： 

表 3  505個繁體字與簡體字的九項分類比重 

505個漢字 繁體字 簡體字 

獨體表意字 9.5% 10.3% 

獨體記號字 11.3% 15.2% 

合體表意字 12.1% 11.7% 

合體意音字 24.4% 22.0% 

合體兼表意音字 4.4% 4.4% 

合體表意記號字 14.9% 13.9% 

合體表音字 0.4% 0.4% 

合體表音記號字 3.8% 3.4% 

合體記號字 19.4% 18.8% 

我們觀察到兩種字體在九項分類中所佔的比重相去不遠，其中合體意音字佔最多

數（在繁體字中佔約 1/4，在簡體字中則佔 1/5左右），不過這些合體意音字中表音部件

與漢字本身讀音完全相符的僅佔一成（繁體字中佔 10.1%、簡體字中佔 10.3%）。 

另外，有 60 個漢字，在簡化之後，其分類也有所轉變，我們將這些變化列舉如下： 

1. 從「獨體表意字」變成「獨體記號字」：車（车）、兒（儿）； 

2. 從「合體表意字」變成「獨體表意字」：飛（飞）、見（见）、開（开）、氣（气）； 

3. 從「合體表意字」變成「獨體記號字」：東（东）、書（书）； 

4. 從「合體表意字」變成「合體記號字」：畫（画）； 

5. 從「合體表意記號字」變成「獨體記號字」：產（产）、電（电）； 

6. 從「合體表意記號字」變成「合體表意字」：從（从）、對（对）； 

7. 從「合體表意記號字」變成「合體意音字」：進（进）、講（讲）、聽（听）、圖

（图）； 

8. 從「合體表意記號字」變成「合體記號字」：備（备）、關（关）、後（后）、買

（买）、聲（声）、寫（写）、醫（医）； 

9. 從「合體表意記號字」變成「合體表音記號字」：賣（卖）； 

10. 從「合體意音字」變成「獨體表意字」：網（网）、頭（头）； 

11. 從「合體意音字」變成「獨體記號字」：廠（厂）、廣（广）； 

12. 從「合體意音字」變成「合體表意字」：裡（里）、陽（阳）； 

13. 從「合體意音字」變成「合體兼表意音字」：認（认）； 

14. 從「合體意音字」變成「合體記號字」：著（着）； 

15. 從「合體意音字」變成「合體表意記號字」：節（节）、動（动）、國（国）、雞

（鸡）、剛（刚）、時（时）、過（过）、禮（礼）、樓（楼）、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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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從「合體兼表意音字」變成「合體表意字」：話（话）； 

17. 從「合體記號字」變成「獨體記號字」：辦（办）、發（发）、乾（干）、個

（个）、幾（几）、龍（龙）、農（农）、萬（万）、無（无）、習（习）、於（于）； 

18. 從「合體記號字」變成「合體表意記號字」：報（报）； 

19. 從「合體記號字」變成「合體意音字」：極（极）； 

20. 從「合體表音記號字」變成「獨體記號字」：當（当）； 

21. 從「合體表音記號字」變成「合體意音字」：點（点）； 

22. 從「合體表音記號字」變成「合體記號字」：號（号）。 

這 60個漢字在簡化後，有 20個獨體記號字、10個合體記號字、11個合體表意記

號字、以及 1 個合體表意記號字。換句話說，記號部件佔了七成。由於記號部件既不

具表意功能、亦沒有表音功能，對漢字學習者而言，便少了許多幫助記憶的資訊。在

這種情況下，教師可以運用哪些方法幫助學習者呢？ 

5.3  結論：幾項教學原則與方法 

針對教學用的漢字分類，可套用在繁簡兩種字體，故教師可運用同樣的分類方式。

唯漢字在簡化的過程中，記號部件數量增加許多，這是因為部分漢字的簡化方式為（1）

去掉部分部件（如「氣→气」）、（2）根據草書（如「書→书」）、或（3）用其他筆劃簡

易的部件直接取代（如「難→难」）。記號部件不具任何意義或功能，因此以記號部件

組成的漢字也喪失原本的表意或表音功能，對學習者來說，書寫這些字的速度加快，

但理解與記憶的過程並非更省時省力。 

應該要注意的是，除了記憶部件，對中文程度尚淺的學習者來說，倘若他們尚未

學習漢字內部表音部件的讀音，那麼這些部件也不就具任何意義。例如「想」字，對

初學者來說，認得其中三表意部件「木」、「目」、「心」便足已理解這個字的意義。等

到他們程度較高、學過「相」字以後，才會明白在「想」字中的「相」是發音部件。 

因此，教師在課堂中可採取以下五點漢字教學原則： 

1. 將漢字學習的時間獨立出來，例如一個半小時的課時中，可利用一小時學習生

詞、與語法、從事口語練習，另外三十分鐘則用來習字。如此做法可加速學習者口語

程度的進展，也能更專心於漢字學習上。 

2. 先教獨體字，再教合體字，這是依據「由淺入深，由簡單至複雜」的原則。比

如先學會「女」和「子」，再學「好」，學習者是把學過的部件堆疊起來，對這個字的

記憶會更容易，而字的組成也更有邏輯。 

3. 先教表意部件，再教表音部件。表意部件提供了最多、幫助學生理解與記憶的

資訊。我們重申，除非學習者已經學過部件的讀音，否則表音部件並不具任何意義。 

4. 針對難以記憶的部件（如表音或記號功能的部件）教師可以鼓勵學習者一起編

造小故事來記憶部件，例如「說」字的左邊部件代表「言」，右邊部件可想像成「一台

電視」，利用「電視中的人在說話」的邏輯來學習這個字。 

5. 除了理解和記憶的技巧，也不能忽略土法煉鋼的方式，即重複。例如，教師可

在教完幾個漢字後，立刻要求學生在短時間記憶下來，或請他們閉上眼睛，立即回憶

剛學的字。另外，也不忘要求學生多寫幾次，書寫時最好高聲唸出字音，藉著重複的

運動加強記憶。 

最後，教師應能隨實際情況調整教學方式。必須理解學習者的特性—有的學生屬

於聽覺型、有的則屬於視覺型；還有注意班上學生的程度是否相仿、學習速度如何；

也要思考教室設備、課桌椅安排方式等。總之，教師應該對整體教學環境保持敏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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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時時修正檢討、做出最適合當下情況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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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錄：法國教育部公佈之 505個漢字表 

啊爱安八把爸吧白百班半办帮包报杯北备被本比笔边变便表别并病不部才菜茶差产长

常厂场唱车成城吃出初除楚处穿传床春词此次从村错答打大代带但当到道的得等低底 

地第点电店定冬东懂动都读短对多饿儿而二发法反饭方房放飞非费分份风封夫服父该

干感刚高告哥歌个各给跟更工公共古怪关管馆惯广贵国果过还孩海汉好号喝河合和黑

很红后候湖花化画话坏欢黄回会婚活火或机鸡极急几己记寄家假间见件江讲交教饺较 

接街节结姐解介界今斤金近进京经九久酒旧就觉开看可渴刻课口块快筷况来老乐了累

冷离礼李里理力连凉两辆亮零另六龙楼路妈马吗买卖慢忙毛么没每美门们米面民名明

母目拿哪那男南难脑牛呢能你年念您农女欧怕旁胖跑朋皮片票品平七期其奇骑起气汽

千前钱亲轻清情请秋区取去趣全然让热人认日肉如三色山商上少绍社谁身什生声师十

时识实始市世视事是室收手首受书树双水睡说思死四送诉算虽岁所他她它太谈特提题

体天条听同统头突图外完玩晚万王往网忘望为位文问我无五午物西希息习洗喜系下夏

先现相想向像消小笑校些写谢心新信星行姓兴休许学亚言阳羊样要药也业夜一衣医已

以意因音应影用友有又于鱼雨语园原远院愿月越在再咱早怎站张找照者这着真正之只

知纸中钟种重洲主住助祝准子字自总走租最昨坐作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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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型華語遊學團課程設計初探—以法國布爾日（Bourges）

之學習者需求為例 

廖淑慧 

文藻外語大學應用華語文系暨華語教學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在華語教學越來越重視國別化與差異化教學的今日，探討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習者之

學習特性與難點，漸漸成為一項重要議題。本文以來自法國布爾日（Bourges）之短期

遊學團為例進行研究，期望從學習需求之調查與分析、漢法語言對比、語種化教材規劃、

課堂教學設計、任務型移地學習、臺法文化接觸等面向，探索國別型遊學團規劃的可能

模式。 

本文的研究，立基於對布爾日某機構學習者之學習動機與需求的調查結果，透過對

該機構內部教學狀況（如：教學時數、教材使用情形、上課方式與教學型態）與學習者

特質的了解，使來臺的短期研修課程能與其正規課程接軌，亦即是，藉由掌握其學習目

標和學習的優勢與難點，為其打造一個界面友好的學習之旅，避免因水土不服而產生排

斥作用。 

本研究也將從語言文化傳播的生態視角切入，從自然環境的角度，比較來臺研習項

目與在當地舉辦的「華語文化夏令營」之異同；從人文環境的角度，比較與該機構在大

陸辦理的短期課程之差異；從語言環境的角度，探討團隊成員如何用中文與法文在臺灣

進行在地溝通，側記其跨文化接觸的經驗，以了解來臺研習對其華語學習之影響。 

關鍵詞：國別型華語教學、學習者需求、短期遊學、跨文化接觸 

1.前言  

遊學是一種國際性跨文化體驗式的教育模式，是將目的地轉移到文化、語言、思維

環境完全不同的國外，以達到體驗異國文化、開闊視野、提升外語應用能力的多重目的。

遊學的主要方式有二：其一為自助遊學（個人入學），其二為團隊遊學（遊學團）。一般

華語中心常規班學生屬前者，短期遊學團學生則屬後者；常規課程多為現成式服務，短

期遊學團課程則依學生喜好而定，屬訂製式服務，然而無論是自助遊學或團隊遊學，均

應兼顧語言學習與文化體驗的整體目標。 

團隊型式的遊學由於時間較短，課程常以「遊」與「學」為兩大主軸。所謂「遊」，

並不全然等同於旅遊，它是旅遊和學習的結合體，遊中有學，寓學於遊，是樂趣與知識

並存的活動。語言技能的習得得助於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異國文化的理解更是需要透過

親身體驗才能獲取，因此學生的語言能力不能局限於課本與課室中的學習，更須強調在

真實情境中的實踐與應用。透過移動式的「遊」，除了可以親炙當地風土民情，經由與

與當地人的互動，更能靈活運用所學的當地語，增加語感並提升學習動機。 

以團隊型態為主的遊學具有團體性，團隊成員的組合成分與遊學動機如何應先行分

析；此外，成員的遊學資訊如何取得，遊學天數、遊學方式、住宿狀況與管理如何安排，

課程內容中「遊」與「學」如何配搭等，均應做仔細的評估。亦即是，應由行程價格、

生活條件、學校課程、文化環境等構面進行探討，才能達到客製化的結果。本文為一先

導型研究，將從國別化課程設計的觀點，以法國布爾日（Bourges）的學習者為目標對

象，根據其需求分析，提出一種華語遊學課程的可能設計，並將於團隊遊學期間實施，

觀察其成效以供日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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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習者需求分析  

2.1目標對象基本分析 

    本研究乃根據法國中央布爾日（Bourges）139名學習者的問卷回饋所做的分析。

以下為目標對象的基本資訊： 

(1)性別：男 63人(佔 45.3%)；女 76人（佔 54.7％） 

(2)年齡：20歲以下 132人（佔 95%）；20-30歲 7人（佔 5％） 

(3)是否學過中文：是 106人（佔 76.3%）；否 33人（佔 23.7%） 

(4)學習中文時間(106人中，以下同)： 1年以下 35.2%；1~2年 23.1%；2~3年

15.7%；3~6年 18.5%；6年以上 7.4% 

(5)透過何種管道學習中文：學校課程 70%；工作目的 4%；個人興趣 26% 

(6)若為學校課程，其性質為： 第一外語 15.3%；第二外語 43.2%；第三外語

24.3%；選修課 17.1% 

(7)透過何種方式學習中文（可複

選）： 

語言學習教材 79人；app手機應用程式

19人；學習軟體 17人；線上課程 9人 

(8)中文學習難點（可複

選）： 

漢字書寫 67 人；中文聲調 55 人；聽力理解 50

人；閱讀理解 43 人；口語表達 41 人；寫作 40

人 

(9)想加強的語言技能（可複

選）： 

漢字書寫 72人；口語表達 67人；聽力理解

62人；閱讀理解 55人；中文聲調 54人；寫

作 53人 

(10)哪一種學習方式最有效（可複選）： 遊戲教學 47人；對話練習 45人；角

色扮演 32人；短文引導寫作 30人；

歌唱學華語 30人；問題討論 29人；

故事引導 27人 

此次的調查對象，男女比例差異不大，且以青少年為主。大部分的學習者具有 1至

2年華語學習的經驗，主要是透過學校課程學習華語，有將近 4成 3的受訪者是以華語

當作第二外語學習的學生。其學習華語的主要方式是透過語言學習教材，認為遊戲教學

與對話練習是最有效的學習方式。而在調查受訪者自認的學習難點與最想加強的語言技

能時，漢字書寫、口語表達與聲調練習、聽力理解分居前三項。 

2.2學習動機與需求 

2.2.1學習動機 

問卷也透過以下兩項問題調查學習者的學習動機： 

(1)為何想學習中文： 課業課程 53%；職場需要 12.6%；個人興趣 34.1% 

(2)學習中文可幫助您（可複選）： 旅遊 109人；前往國外工作 96人；與客戶

溝通 65人；找到更好的工作 50人；取得更

好的待遇 1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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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調查對象多為在學的青少年，因此有高達半數以上的受訪者回答學習中文的動

機是來自於課業上需要，但在問及學習中文的好處時，大多數受訪者均認為中文有利於

國外旅遊與工作，也認為好的中文能力可以找到好工作，並能促進工作上的溝通效能。

多數人認同學習中文與海外遊歷以及易於和說華語的人士溝通相關。 

2.2.2課程主題需求 

在一般學校課程的情境下，受訪者被問及最想學習的中文主題，最受歡迎的前 8項

中與藝術相關的佔了 3 項（中國藝術、水墨、書法）。此外，歷史民俗（中國節慶、歷

史）、具文化意涵的健身活動（中國武術、運動）、美食等主題也受到喜愛。（詳見圖一） 

在問及參加海外華語遊學最想學習的課程主題時，受訪者的回應與上述情況差異不

大，然而對美食與中國節慶兩項，則反應出更高的興趣（詳見圖二），是否與遊學身處

當地，所以更具臨場感、材料取材更便利有關，尚需進一步探究。 

 

圖一：最想學習的中文課程主題（一般課程） 

 

 
圖二：最想學習的中文課程主題（海外遊學） 

2.3影響參加遊學團的其他因素 

2.3.1學習地點 

    在學習地點的選擇方面，受訪者針對「為了強化中文學習，您會選擇什麼地點？

（可複選）」的提問回應如下： 

（一）參與法國本地夏令營 29人 

（二）參與法國本地的中文培訓課程 35人 

（三）於台灣當地接受中文培訓課程 91人 

（四）於中國當地接受中文培訓課程 10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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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顯的比例顯示，學生對於赴海外學習中文有高度意願，選擇到台灣或到中國大

陸接受培訓的差異數不明顯，可能與宣傳、資訊提供或受訪者過去的交流史有關。對為

何選擇到台灣遊學，成因分析另可參見圖九。 

2.3.2到國外學習中文的理由 

在問及為何選擇到國外學習中文的理由時，最為受訪者選擇的前三項原因是：國外

旅行、說中文與學習中華文化的機會較多。這項結果顯示，學習者期盼的海外學習是兼

備「遊」與「學」，且應兼顧當地文化的學習與開口說中文的機會。 

 

圖三：到國外學習中文的理由 

2.3.3參加海外遊學團動機 

(1)海外華語遊學團可吸引您的理由？ 

如果海外的華語學習是以遊學團的型態進行，受訪者受吸引的前四項理由有：在當

地旅行、學校參訪交流、為海外留學準備、培養口語能力。參加遊學團到海外學習的理

由與前述一般性「到國外學習中文的理由」相比對，其結果差不多，而此題則增加了學

校參訪交流項目，可見安排與本地的同儕接觸有其需要。 

 

圖四：海外華語遊學團具吸引力的理由 

(2)考量是否參加海外遊學團的原因？ 

學生在考慮是否參加遊學團時，行程價格、生活條件、文化環境等面向均不可忽略，

透過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認為飲食、與本國距離、友伴同行、氣候、物價等是左右其

決定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前述的調查中指出，受訪者對於當地國的美食表示興趣，

但若面對即將來到當地生活的問題時，又有為數頗多的人對於飲食充滿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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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考量參加遊學團的因素 

(3)不考慮參加海外華語遊學團的理由是？ 

在問及阻礙其參加海外華語遊學團的原因時，價錢因素、華語程度、時間長短是前

三項主因。比對前一題的調查可發現，學生若有意願參加遊學團，課程學費可能不是第

一時間被考量的因素，他們可能先考量環境適應與友伴陪同的問題，在這些因素沒問題

的情況下，然後價格因素決定其參加與否。此外，也有部分學生對於自己的華語能力沒

有信心，因而裹足不前。 

 

圖六：阻礙參加海外遊學團的原因 

(4)參加海外華語遊學團最重要的品質因素是？ 

由受訪者的回應意見中顯示，最多學生選擇「有會說法文的老師」一項，顯見學生

對語言障礙充滿不安與對自己母國語言的依賴。此外，選擇「學校交流時間長短」、「是

否居住在寄宿家庭」的人數也不少，顯見學生期待有更多與當地人接觸交流的機會。而

價格與安全因素也是學生評量遊學團品質好壞的重點項目，與前述幾項調查的結果頗為

一致。 

 

圖七：海外遊學團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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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時間與課程 

關於遊學的時間長度，有 33.8%的學生認為兩週最為恰當；近 25.9%的學生認為三

週頗為適合；支持一週與四週的學生各佔 12.2%與 14.4%，可見二至三週是最被接受的

時間長度。 

在課程內容方面，有 12.9%的學生希望安排純粹的中華文化課程；28.1%的學生希

望是純粹語言課程；但有 28.8%的學生希望課程含括語言與文化，有 26.6%的學生認為

課程不但應有語言與文化，甚至也應包含中文檢定考試的相關內容。可知半數以上的受

訪者同意語言與文化的學習均應列入遊學的課程中。 

圖八：海外遊學團的時間長度與課程內容 

(2)選擇到台灣參加華語遊學團的理由？ 

在問及為何選擇台灣作為遊學的目的國時，最多學生選擇想了解台灣文化與歷史背

景，足見學生在受訪的當時對台灣已有初步的認識。對比於前述「最想學習的中文課程

主題」的調查，選擇「歷史」這個選項的人數眾多，也印證了受訪者想了解台灣歷史的

這項需求；此外，台法雙方過去的交流經驗（法國與台灣關係良好）、台灣社會給人的

印象（學習環境佳、台灣人有人情味）等項，也是受訪者選擇來台遊學的原因。 

 
圖九：選擇到台灣遊學的理由 

3. 含括語言與文化的遊學教材設計 

3.1語言教材中文化成分的論述 

根據上述對學習者需求的調查可知，總計有 55.4%的受訪者希望遊學課程應兼含語

言與文化課程。由於短期遊學時間上的限制，如何做到有效的語言與文化學習，此一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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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不但要由教材設計面著手，更應從整體課程設計面著眼。以下先藉由幾個觀念的討論，

探索遊學教材設計的可能發展方向。 

關於語言教學和文化教學之間的關係，前輩學者已有很多論述，譬如，趙賢州與陸

有儀曾指出，對外漢語教學的學科性質是語言教學，目的是培養學生運用語言的能力，

不是文學教學或是為了單純傳授知識，應注意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自身的特殊性。據

此說法，教材與教學設計應對焦在學生語言能力的養成，縱使有知識性的資訊提供，也

必須是在有助於學生語言能力提升的前提下為之，不能喧賓奪主。 

張占一提出，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文化教學，應分為文化因素教學與文化知識教學。

所謂的文化因素並沒有獨立的形式與明確的系統性，而是在其他語言形式的表達中體現

出來的，如，在漢字、詞彙、句子的運用中，潛藏文化因素。因此，文化因素屬於語言

的基本要素，存在於語言形式之中，是透過語言的內在邏輯、借助於語言任務的完成，

而達到實現文化因素的可能性。 

相對於文化因素的不明確性，文化知識則是獨立的語言系統，包括形式化、符號化

的價值、習慣、風俗等文化意識，如：歷史、民間傳統習俗等。文化知識指的是以專項

的教學主題和教學活動等形式進行，須根據特定的課程設置要求、按照明確的教學步驟

和教學內容進行系統的教學。 

短期遊學的課程顯然無法從事系統性的文化教學，因此將一定比例的文化因素與文

化知識安排於教材中，以回應學習者需求調查的結果實有其必要。教材可透過多種方式

展現中華文化，其一，以間接方式呈現，亦即是將文化內容包含於文本的語詞、句子和

語段之中，而不是直接敘述；其二，直接呈現，也就是透過介紹文化方面的話題，向學

生直接敘述文化內容。對初級程度的學生來說，前者可以是在學習語言結構的同時理解

中華文化，後者則可以透過閱讀資料獲取文化知識，顧及學生的華語能力有所不足，文

化知識的相關資訊也可以學生母國語言呈現。 

另外，文化還能以潛在的方式呈現，也就是潛藏於文本深處，需要深入挖掘才可顯

現，如：文本內容的深層含意、思維方式的特徵等。這類的探討涉及學生華語的表達能

力，恐非初級學生的能力所及，然而若能設計文化體驗課程，導入體驗式文化的單元，

讓學生在接觸與參與中，感知與理解中華文化，用直覺學習潛在的文化內容，甚至鼓勵

學生用比較的方式，發現和分析母國與目的語國家文化觀念和習俗的異同，可促使學生

在文化對比中，深化其對本國語言文化的理解反思，則更能發揮文化教學的潛在影響

力。 

3.2教材的主題選用與結構編制 

對初級程度且來台學習時間短的遊學團學生而言，華語語言結構的強化是必要的安

排，可將文化因素融入於語言結構的學習之中，使學生同時習得語言與文化。然而由於

華語語言障礙，初級華語水平的學習者的文化教學也只能停留在文化背景介紹的層次。 

在主題選用方面，根據 Brooks(1975)對文化教學提出的四等級分法：對日常活動的

處理；對代表文化的諺語、俗語、圖片和照片等反映出來的思想和行為特寫；對目標文

化表示「遺憾」和「悲劇」形式的處理；對文化進行綜合分析的嘗試。初級程度大概只

能做到前二項而已，所以在比對受訪者需求調查結果之後，第一階段教材編寫之主題選

用將包括以下內容：認識城市（高雄）、休憩（傳統童玩）、美食、藝術、運動、歷史（古

蹟）、節慶、養生、在台灣遊學（綜合反思），大致可以符合需求調查結果與 Brooks 的

分級標準。 

教材結構整體上是以句型和會話為核心，主要是為了鞏固學生的語言架構，架構穩

健才能進行創造性的組句，而後可以進行有效的溝通。其結構編制如下：學習目標、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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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生詞表、句型練習、情境練習、文化知識/文化比較、語言與文化任務。每課採單

一主題，有對話二則，因應不同程度學生的需要，二則對話稍有難易程度之別。本教材

編制上尚有「文化知識/文化比較」、「語言與文化任務」兩單元，前者目標在幫助參加

團隊的學生儘快瞭解中華文化知識，所以資訊提供採用法語而非華語來介紹；後者則安

排任務，鼓勵學生進行語言實踐，透過節慶禮儀、美食文化等相關內容的學習與參與，

增加學生日常的交際能力，在體演文化內容的同時也能增進語言學習。 

綜上所述，此一遊學教材乃參考內容與語言整合的 CLIL Model（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進行設計，為了滿足學習者需求，教材結構安排可歸納為

以下重點： 

(1)初級程度學生對華語的理解能力有限，教材相關內容的呈現力求直觀、形象、生

動，用圖像或影片引導主題的理解有其必要。 

(2)強調語言結構的操練，文化因素則安排在語言結構中，透過練習而獲致。 

(3)教材亦提供文化知識教學，其內容扣準學生在台學習的經驗做延伸介紹。由於文

化知識並非語言技能訓練，故以法語書寫便於初級法國學習者閱讀。 

(4)透過實作、體驗或任務教學，達到傳授文化知識與培養文化意識的目的。 

4.一種國別型遊學課程的可能規畫 

4.1亦遊亦學 

廣義而言，「遊學」是一種國際性跨文化體驗式的教育模式(Experiential Learning 

Model)，第二語言教學中的遊學，則是透過移地旅行、參觀交流等文化體驗活動進行目

的語學習，所以遊學既不是單純的旅遊，也不是純粹的語言學習，而是一種以遊促學、

以學導遊的學習活動，遊學課程設計應緊扣此一特性，並準確掌握遊與學之間的比例原

則。 

針對本研究受訪對象之特性與需求而專門設計的課程，從總體面來看約有語言課程、

文化體驗、移地學習、交流訪問等四部分，內容有遊也有學，在課堂中的「學」是課堂

外「遊」的基礎動能，課堂外的「遊」則是「學」的實踐運用，兩者互為本體，相得益

彰。遊學並不是單純的觀光旅遊，「遊」的內容須關注當地的區域特性與自然風貌，同

時須引導學生融入當地，進而理解當地的價值觀與思維方式。在此原則下，茲以南台灣

為例，探討幾項結合「遊」與「學」的可能規畫： 

(1)飲食： 

根據問卷調查，美食的主題高居遊學最想學習的中文課程項目第一名，學生對於遊

學國當地美食充滿興趣，但問卷調查中也顯示，多數的受訪者表示對當地飲食有所顧慮，

在過去接待法國學生的經驗中也觀察到，許多學生對於當地知名美食不敢嘗試。為解決

學生這種期待與行動上的落差，在教材中已編寫美食單元，透過兩國飲食文化的對比，

為學生提供更多的背景知識，期望學生可以消弭成見。語言課之後繼而安排美食手作活

動，學生透過接觸體驗產出成品，可能會因信賴自己的作品而願意品嚐，或想進一步瞭

解美食相關的文化訊息。 

(2)藝術、民俗 

中華傳統藝術如剪紙、書法、水墨畫等，不會受到地域性的限制，學生在法國參加

的華語夏令營可能已有安排這些項目，屬於本地特有的藝術項目卻必須藉由來台的機會

才能親炙，安排這些藝術活動，可促使學生更加關注當地生活型態。譬如：邀請學生參

與台灣歌仔戲或豫劇的體驗表演，親自粉墨登場，可更深入了解台灣傳統戲劇文化。其

他如遊學期間參與當時的民俗節慶，近距離觀察本地人的民俗禮儀與思維，可提升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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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跨文化理解能力。 

(3)休閒遊憩 

遊學期間造訪當地的歷史古蹟、特色鄉鎮，飽覽著名的自然風光，這些活動安排使

遊學內容充滿著地域性，而與當地人文與自然特性結合在一起。課程設計應凸顯當地與

學生母國特性的比較，以彰顯移地學習的價值，譬如，法國中央區布爾日居於法國內陸，

而台灣卻是一個四面環海的島國，南台灣的墾丁旅行對法國學生而言，不但具有休憩的

功能，教師若能準備學習單，引導學生觀察靠海居民的風土民情，以學導遊，則能達到

遊與學兼顧的目的。 

(4)參訪交流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學校參訪交流時間長短是受訪者決定是否參加遊學團的重要因

素，短期遊學因為有本地學校做為支撐，學生能更直接、近距離地了解當地同齡學生的

學習情況，短期遊學學生透過課堂學習、參觀訪問等形式，全面體驗當地的生活，甚或

居住於寄宿家庭，透過寄宿家庭同齡學伴或家人的帶領，能深入地了解台灣文化的許多

面向。這類的交流對台法雙方的學生而言，都是很好的跨文化溝通經驗，同時也可以進

行語言交換，雙方在外語學習上均能獲益。 

4.2困境與挑戰 

由於遊學項目「遊」與「學」的密不可分，因此對於課程設計人員、教師、項目管

理人員之專業要求，都將形成一大挑戰。遊學的場域不限於課室內，教學內容也不全然

為語言學習，準此，一個遊學團所須具有的配備，除了典型的華語教學環境之外，還要

具備旅遊環境，以及專業的服務人員，三者同時到位，才能達到「遊」、「學」合一。 

所謂專業級的服務人員，就是具備法語溝通能力、既懂旅遊又懂華語教學的人員。

通常懂華語教學的教師未必具備導遊的專業，對所遊的場域所知有限；懂導覽的旅遊從

業者不懂華語教學，講解的用詞難易、語速，未必能精準符合學生華語程度，學生未必

能理解；若又無法透過法文溝通，這將使「遊」的品質大打折扣。 

要發展對法華語遊學項目，需要解決兩個問題，首先是專業服務人員的華語語言或

文化教學能力，須在「遊」的過程中有效地安插華語語言與文化方面的講解，此人員必

須華語發音標準，有一定的法語能力，還能熟悉旅遊服務的專業。此類人才養成不易，

然而，訓練具備其中一種能力的人員，使其培養其他二種能力，是可操作的方向，目前

主修華語教學或主修法語的大專學生，都是未來潛在的人力，過渡階段可以善用修習觀

光華語和觀光法語的學生擔任學伴，可以安撫那些擔心自己華語不夠好、期待有會說法

語的人幫助的學生，學伴也能藉機做專業的實習，雙方各蒙其利，達到雙贏的目的。 

其次，應該發展華語教學與遊學活動相結合的教材，若要發展遊學華語項目，須對

適合目標對象或其感興趣的主題做全面性的調查，發展出以遊學為情境的教材內容，教

材形式應考慮不同程度與需求的學習者而有多元的安排，以教材引導遊與學，避免遊與

學分離的現象發生。 

5.結語  

短期遊學具有交流時間短、可操作性強、交流學生門檻低等特點。承辦的學校藉由

接待來團將國際交流帶進校園，也能成為學校國際宣傳管道之一。此外，遊學團也能提

供教學研究所需的資訊，以布爾日的學習者為例，透過問卷調查，獲得了一個法國學習

者需求的範例，資料經過分析，其結果對於日後開發國別型的遊學課程與教材均有所助

益。而參加遊學團的成員在遊學期間，透過文化體驗活動，對中華文化也能產生更廣更

深入的了解，因為了解而喜歡上此地的文化與社會，日後或成為長期留學的潛在生源，

498



或對台灣懷抱友善的情感，其影響力如何尚未可知。更多針對法國學習者的遊學教材與

課程開發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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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學於樂之華語文化學習營的規劃及其發展 

—以法國「華語文化夏令營」為例i
 

王季香 

文藻外語大學應用華語文系暨華語教學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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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雖是華語教學的領航者，然而面對中國挾著強勢的政治力積極搶攻華語巿場的

壓力，當務之急必須走出台灣，邁向國際，主動向國外推廣台灣的華語教學。文藻外語

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與法國諸多大學締結姊妹校，雙邊師生互有交流，2015年本系所

曾到法國中央布爾日舉辦融合華語與文化的夏令營，並以學生為中心，寓學於樂為核心

設計課程與活動。營隊期間透過各種類型之華語文遊戲，創造有趣的學習情境，除了提

升學習者華語文聽、說、讀、寫之各項能力，並從中體驗傳統中華文化與台灣多元文化

之美。經過為期兩周夏令營的洗禮，學員給予實習學生的教學滿意度，依照李克特五分

制的量表，滿意度達 4.2分，對於上課方式及內容，也給予 4.5的高度的肯定。2016年

學生的整體滿意度 4.27分，學生對於實習老師的教學方式滿意度更高達 4.9分，顯見寓

學於樂的學習方式深受學生喜愛。2017年的華語文化夏令營於 7月再度到法國舉辦移地

華語文化夏令營。本系所並與本校之法文系合作，擬以此為示例，將華語教學推廣到與

本校結盟之其他法國姊妹校。 

本文旨在探析本系所規劃寓學於樂的華語文化夏令營之過程、成效及其可能的發展，

期能隨著夏令營隊成長的腳步，將台灣華語教學帶到法國更多的地方，進而拓展到歐洲

各國，從而增加台灣文化的能見度。 

關鍵詞：寓學於樂、台灣華語教學、華語文化、以學生為中心 

一、前言 

文藻外語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與法國諸多大學締結姊妹校，雙邊師生互有交流，

2015年應用華語文系暨華語教學研究所（以下簡稱本系所）開始到法國中央布爾日天主

教教育集團（Ensemble Scolaire Bourges Centre, ESBC）舉辦融合華語與文化的夏令營。

夏令營營隊期間，以學生為中心，寓學於樂為核心設計課程與活動。所謂「寓學於樂」，

指的是在樂趣中教學，透過各種類型之華語文遊戲，創造有趣的學習情境，提升學習者

華語文聽、說、讀、寫之各項能力，並從中體驗傳統中華文化與台灣多元文化之美。讓

學生學得開心，老師教得也開心，學生就在樂趣中學習，從而得到更多的收穫。經過為

期兩周夏令營的洗禮，學員給予實習學生的教學滿意度，依照李克特五分制的量表，滿

意度達 4.2分，對於上課方式及內容，也給予 4.5的高度的肯定。 

2016年學生的整體滿意度 4.27分，學生對於實習老師的教學方式滿意度更高達 4.9

分，顯見寓學於樂的學習方式深受學生喜愛。2017年的華語文化夏令營也在 7月再度到

法國舉辦移地華語文化夏令營。本系所並與本校之法文系合作，擬以此為示例，將華語

教學推廣到與本校結盟之其他法國姊妹校。 

本文旨在探析本系所規劃寓學於樂的華語文化夏令營之規畫過程、成效及其可能的

發展，期能隨著夏令營隊成長的腳步，將台灣華語教學帶到法國更多的地方，進而拓展

到歐洲各國，從而增加台灣文化的能見度。 

二、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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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高斯基（Vygotsky）認為遊戲不只對兒童認知發展有直接的作用，凡是學習者，

在遊戲中多半會表現出更好的注意力、記憶力、語言運用能力、和社交能力。他將遊戲

看作是一種放大鏡，可看到學習者潛在發展的新能力。夏令營不是常規性課程，規劃目

的在於激發學生學習樂趣與熱情。因此運用有趣的遊戲學習華語，寓學於樂是課程設計

的主要原則。 

夏令營旨在結合語言與文化，因此從跨文化語言教學觀點出發，依照俄亥俄州立大

學中文教學教授吳偉克（Galal Walker ，2010）體演文化教學法為基礎加以設計語言文

化項目。「體演文化」（Perform another culture）中的「體演」（Perform）二字顧名思義

就是：讓學習者體驗文化後，表演目的語文化。目的是讓外語學習者學習參與另一種文

化，學習者要以目的語文化表達意圖，就必須學習目的語文化。他並依照 Hector 

Hammerly（1985）的理論為例，將教師要講述的目標文化，分為三個部分： 

（1）成就文化（Achievement Culture）：某一文明中的代表性事物。 

（2）資訊文化（Information Culture）：某一社會所重視的資訊。 

（3）行為文化（Behavioral Culture）：幫助人們駕馭日常生活的知識。 

本研究中結合語言與文化的華語文化夏令營，主要體演的文化項目是成就文化。 

關於語言教學中的文化教學，最具代表性的論點，如：美國 21 世紀外語學習標準

（朱我芯，2013引 ACTFL, 2006: 47）提出的思想觀點、行為習慣、作品與產物等文化

三構面，所謂思想觀點，係指社會群體約定俗成的意義詮釋方式、態度、價值觀，與想

法等。行為習慣，意指社會群體的互動模式。作品與產物，則指書籍、工具、飲食、法

律、音樂、遊戲等。三種文化構面互為關連，交織互現。再者，朱我芯（2013）提及

Alatis, Straehle, Ronkin與Gallenberger（1996: 148）所區分的大C文化（big/capital-C culture）

與小 c文化（small/little-c culture）。大 C文化，意指藝術、文學、政治、經濟等精緻、

小眾的，具有學術性、藝術性的文化；所謂小 c文化，則指飲食、節慶、送禮、禁忌等

日常生活的、大眾的、溝通的文化。 

如何讓學習者在短短的時間裡體會中華文化之美，並從中習得語言，引發學者學習

華語的熱情，是夏令營重要的課題。本研究將夏令營中的文化體驗著重在成就文化中的

作品與產物，其中部分屬於大 C文化，例如書法、水墨與臉譜藝術；也有屬於小 c文化

者，例如節慶、運動、太極武術等。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行動研究法，研究者以教育研究者身分擔任夏令營隊的規劃設計者、參

與者、評價者和研究者等多重身份，並以法國「華語文化夏令營」為例，通過問卷調查

法、課堂參與、課堂觀察研究法探析華語文化夏令營規劃之過程、成效及其可能的發展。 

問卷調查方面，首先針對學習對象進行「華語文學習意願與課程內容調查問卷」之

設計，依據「基本資料」、「華語文能力」和「華語文學習意圖」等三大部分採取封閉式

提問，答案選項。此外，為獲悉研究對象對本研究的教學意見和學習成效，研究者也設

計了幾個問題，詳如下一節的結果與討論。 

課堂參與方面，研究者依照學習者的學習需求與意願，設計語言與文化體驗課程；

課室觀察採結構式觀察法，觀察並記錄每次課堂中教學者與學習者的互動情形及問題。

此外，配合「課後省思記錄表」，蒐集並記錄課室中師生反映之問題及改善方針。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研究者負責夏令營之規劃與整體統籌。督導海外教學單位之聯絡、海外教學計畫推

廣與執行、學生甄選與訓練等業務並擔任海外出團之際的隨隊老師，負責行前培訓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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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現場訪視等工作。若依照流程，可分為三個階段，請參表 1： 

 

表1 夏令營規劃流程 

1、出國前 

 1-1進行海外教學者遴選工作。 

 1-2對海外教學者做行前輔導及訓練。 

2、營隊期間  

 2-1隨時掌握最新教學動態。 

 2-2對於營隊期間可能遭遇的問題給予指導與協助。 

 2-3每天開檢討會與活動預演，針對教學實習的優缺點提出意見，並督導教  

學情況及品質控管 

3、返國後 

  3-1審視課程規劃與海外教學之契合性並提出建議。 

  3-2辦理海外教學經驗分享座談會並建立資料檔案。 

  3-3檢討評估海外教學之績效及問題。 

 

（一）夏令營的規劃 

本系所於 2015~2017年與法國中央布爾日天主教教育集團簽訂暑期實習合約，建立

實習機制。一則幫助學生累積畢業後走向國外華語教學工作之能力與實力。二則希望開

拓歐陸市場，推廣台灣華語教育。 

1、計畫招生說明會與學生甄選 

於學年度下學期開學伊始，本系所即積極籌辦該年度赴法國布爾日教學實習相關事宜，

訂定書審、口試等甄選標準，透過公告展開遴選作業。經初、複選、決選錄取名單，且

須經過師資培訓、教學演練及學生互評後，決定薦選四名具華語教學經驗及文化素養的

學生。 

2、行前培訓 

參與教學及活動的學生雖經過優選，但仍需至少 12 次的培訓課程。研究者邀集校

內外專家協同教學並培訓。一來提升文化技藝與增進跨文化了解，二來凝聚感情，培養

默契。培訓後，於出發前，召集大家，舉辦行前說明會，並依照營隊活動需求加以任務

分組與訂定實習公約。請參見表二。 

 

表二 培訓課程一覽表 

序號 培訓課程 授課老師 

課程一 分享交流與任務分配 學長姊 

課程二 教材編寫與課室管理 劉秀芝（咪咪）老師 

課程四 教材編寫 劉秀芝（咪咪）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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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營隊宣傳 

2015和 2016年都是由 ESBC負責招募營隊學員，學員多為擔任桃園平鎮高中遊學

團接待家庭之國、高中生。2017因平鎮高中學生遊學團未招募成團。沒有既定的學生成

員，因此由本系所設計宣傳廣告並入班招募學生。2015~2017三年，夏令營學生的人數

及男女比例，2015年：11人；2016年：16人（男生 8人，女生 8人）2017年：8人（男

生 4人，女生 4人）。學生年齡層，2016年：14歲 4人，15歲 1人，16歲 4人，17歲

7人。2017年：9歲 2人，11歲 2人，13歲 3人，16歲 1人。學生年齡層有往下的趨

勢，顯見華語教學學習已經伸延到學童。 

 

  

圖1 招生廣告                     圖2 到國小部入班招生 

 

（二）夏令營隊實施 

夏令營實施之課程設計，皆由研究者與學生共同編纂設計，具有互動式的學習主題

和學習活動，通過寓學於樂的方式開啟法籍學生認識中華語言與文化之美。 

1、以學生為中心融合語言文化為一的課程規劃與設計 

透過問卷結果分析，瞭解研究對象的學習背景與學習需要。以學習中文時間 2016

年：一年 3人，兩年 2人，兩年以上 11人。2017年：一年以內 5人，兩年 2人，其他

1 人。參加華語夏令營的原因基礎 A 班「其他」、「認識新朋友」以及「對華語有興趣」

為參加營隊的主要原因，其次為「想通過考試」和「陪朋友一起來」，再來則是和「去

年參加過」和「暑假很無聊」。進階 B 班則是「認識新朋友」以及「對華語有興趣」為

參加營隊的主要原因，其次為「想通過考試」和「陪朋友一起來」，再來則是「其他」

和「去年參加過」。可見會來參加夏令營的學生大都對華語有興趣，同時想要認識新朋

課程五 書法教學 鄭國瑞老師 

課程六 太極拳、擒拿術 劉明全老師、陳麗蘋老師 

課程七 法國課室用語 盧安琪老師 

課程八 水墨畫教學 張麗娓老師 

課程九 太極拳、擒拿術 劉明全老師、陳麗蘋老師 

課程十 正音教學 廖南雁老師 

課程十一 教學演練 王季香老師 

課程十二 中法文化差異與須知 盧安琪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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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兩周的營隊課程，除了第一天的相見歡和最後一天的成果展外，原則上每天都各依

主題進行，先分開上語言課程再一起上文化體驗課程，讓學習者既能學到目的語的表達

方式，也通過文化體驗活動深化學習，鞏固記憶。兩者彼此聯繫，互相詮釋。課程設計

依照學生的意見回饋逐年調整。如 2016年基礎 A班認為「單元四：十二生肖怎麼寫」

最受歡迎，其次為「單元一：放假想做什麼」、「單元二：中國字怎麼記」和「單元三：

我會打拳，你呢」，「單元五：這個送妳，謝謝妳幫我」受歡迎度最低。因此 2017年的

課程便做了調整，去掉「單元五：這個送妳，謝謝妳幫我」改成「我是超級歌星」。 

文化課方面 2016 年「唱學華語」最受歡迎，其次依序為「書法好好玩」、「一起

來剪好字」以及「太極，好極了」。反應都不錯，因此延續既有的課程，增加了「彩繪

臉譜」和「水墨畫」。 

2、寓學於樂之課程設計 

營隊依學習者程度分成 A、B兩班，一為基礎班，一為進階班。按照主題式設計課

程。語言課程分班上，文化體驗課則合上，每班有兩名小老師，採取一主一輔的上課方

式。課程進行除依照引導、發展、綜合三步驟的流程外，都會適時導入遊戲，讓學生在

遊戲的玩樂中自然輕鬆的學習。茲舉幾個營隊常用的遊戲方式為例加以說明ii：如營隊

一開始的破冰遊戲，可以玩「你我他接龍」學介紹自己（我是..他是..你是..）。遊戲規則：

先圍成一圈，第一個先說「我叫***」，然後問下一個人「你叫什麼」，第二個人就說「我

叫 000，他叫***，你叫什麼」再傳給下一個人，以此類推。進階版可加上打節拍，「我

叫***，他叫***，你叫什麼名字？」以此類推。大家互相認識後，可教他們剪刀石頭布

猜拳遊戲，未來分組比賽遊戲或搶答時用。然後玩「愛就是站在一起--折報紙」拉近彼

此距離。規則：先分成兩組，在地上鋪報紙，跟別隊猜拳，輸了就折一半報紙，一定要

所有人都站上去，先踩到地上的就輸了。這遊戲也可運用在總複習生詞上，也是分兩組，

一組六張報紙，全部人踩在報紙上，搶答生詞，輸的組抽一張紙走，贏的得分，以次類

推，玩到沒紙。最後看積分。 

再者，善用字卡玩翻牌對對碰、賓果、大地遊戲、大風吹、牛仔遊戲，可以驗收學

生認識漢字和學習拼音的成果；比手劃腳可用在十二生肖、運動、功夫武術的教學上；

撲克牌或顏色紙牌可用在數字、日期和顏色的主題教學上。如牛仔遊戲認漢字：三人一

組，一組各派一位出來，兩人背對背，拿著字卡，一起往前走三步，第三步走完轉過來，

開槍，最快那個要回答對方字卡上的字。此外，可藉「老師說」（Jacque a dit）遊戲複習

課室用語、動詞或是運動單元。 

唱歌也是個進入學習華語的門徑，如唱「好朋友」問句子。先將學生分兩組，圍成

內圈、外圈。老師播音樂，設定唱歌時，內圈往左轉，外圈往右轉。老師學生一起唱：

好朋友我們行個禮，握握手呀來猜拳。石頭布啊～看誰贏，輸了就要回答我（學生可自
換動作）歌完，贏的人發問 ppt上指定問題。 

e.g.（1）輸了就要跟我跳，A：我是______，你呢？ B：我是_______ 

   （2）輸了就要跟我跳，A：我_____歲，你呢？ B：我_____歲。 

   （3）輸了就要跟我跳，A：我喜歡做____，你呢？ B：我喜歡______。 

除了上語文課可以寓學於樂，文化體驗課也可以，如上太極時讓學生練習呼吸、複

習切西瓜。告訴學生太極裏頭是很多圓的，有內圓、外圓、用手臂化的圓還有平行的圓。

並告訴學生腳是動靜、虛實相生的，前進用腳跟著地，後退用腳尖著地，讓學生反覆練

習。邊做動作邊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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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夏令營 師生互動  

2016夏令營 運用遊戲學習認字 

 
2016夏令營 寫扇子 

 
2016夏令營 寫春聯 

 
2016夏令營練太極 

 
2016夏令營唱歌學華語 

 
2017夏令營玩心臟病學數字 

 
2017夏令營唱歌學華語 

圖3 上課剪影 

 

（三）夏令營成效 

2015-2017每年夏令營成果斐然可觀，尤其是 2016年，當天分別有靜態與動態展，

ESBC重要長官如校長、副校長、學員家長、實習小老師和學員參加，氣氛熱絡。與會

的師長與家長都對於實習果讚不絕口，我們從「唱跳學華語」的表演開始，在大合唱歌

聲中依依說再見，彼此應許明年夏天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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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A班 進階B班 

 
 

讓世界跟著我們看見台灣 

 
學生排排站 

 
書法剪紙樣樣 

 
 

學生表演 

 
當我們同在一起 華語拉近中法距離 

圖 4 成果展 

 

針對學習者對夏令營的教學意見和學習成效，根據 2015~2017年學習者的意見回饋

統計如下： 

1. 你覺得上課的內容，符合你的期待嗎？ 

課程內容符合期待值（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普通  4很符合  5非常符合）

學生對課程期待符合程度滿意度高，平均值皆介於 4跟 5之間。唯 2016年進階 B班數

值 3.9略低。           

 

 

 

 

 

 

圖 5 上課期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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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你喜歡老師上課的方式嗎？ 

學生對老師上課方式滿意度高，平均值皆在 4.5以上。 

 

 

 

 

 

 

 

 

 

 

圖 6 上課滿意度 

 

3、夏令營的課程有助於增加學習華語的興趣？ 

2016到 2017年 A、B班學生因語言課增加學習興趣的平均值皆上升。 

 

 

 

 

 

 

 

 

 

 

圖 7 課程增加對華語興趣值 

 

4、語言課程是否能提升華語能力？ 

A、B班學生認為語言課能夠提升華語能力數值皆有成長。 

 

 

 

 

 

 

 

 

 

 

 

 

圖 8 語言課程提升華語能力值 

 

5、明年是否繼續參加此營隊？ 

A、B班學生參與下年度華語夏令營的意願皆有成長且持續上升。顯見學生對夏令

營的反應漸入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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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繼續參加意願值 

 

以上是學習者的量化分析，至於對於教學實習者而言，一趟海外實習，是豐富之旅。

他們透過教學現場實踐，落實所學、增加實務經驗並提升教學技巧。從與學生的互動反

應，深刻體會教學之難，需要充足的課前準備外，臨場的反應和上課的帶領技巧。且在

每天下課後，透過每日的檢討找出問題從而自我修正，從每一次的實際教學中找出自己

不足的地方，再針對缺失的部分加以改正、學習，也就是透過教學實習達到進步和成長。

實習生們都覺得在營隊中不僅開拓了國際視野，也激發莫大的教學能量。 

（四）夏令營的檢討與發展 

經過三年的夏令營，已見績效，通過課室觀察及實習學生的課程反思，盤點夏令營

三年來的問題，展望未來的發展如下： 

1、 提早規劃培訓建立共學共融共好的團隊合作教學模式 

一個營隊從無到有，有太多的細節需要注意，經過營隊的磨練後，實習學生都覺得

要完成一個營隊活動並不容易，要完成個跨國性的夏令營隊更難。包括營隊時間、營隊

課程確認、營隊進行模式、所需使用材料、成果展等等都是在籌備期間需要考慮的地方。

再者，每一次出隊都要重新檢視去年的營隊問卷調查結果，從中討論分析，針對法國學

習者的問題加以改善，將整個課程內容規劃得更加符合法國學習者的需求。因此，夏令

營不只是一次教學經驗，更是自身組織、合作能力的考驗。例如：這課的課文要怎麼進

行，每一個環節要進行多久，遊戲、學習單設計要怎樣才可以達到效果，抑或是要準備

什麼樣的教具等等，這些都需要團隊的相互討論、激盪；互相包容和彼此幫助。2015-2017

年的營隊過程中，成員往往要經過一段磨合期，才能在容同保異的互動中達成任務，不

辱使命。但他們也希望可以提早規劃籌備，建立共學共融共好的團隊合作教學模式。才

能在有限的人力作出高效率的成果。 

2、開設跨文化培訓課程培養學生具國際視野的教學觀 

參與夏令營之實習生係經過初、複選及決選三關及培訓課程。三次營隊共有 12 位

學生參與，其中有 4位研究生及 1位大學生分別到過印尼、泰國與越南實習過，其他雖

曾輔導過外籍生並參與多次營隊活動，但赴法實習都是首次跨越亞州。來到歐洲法國後，

實際走訪歐美國家，實習生都覺得自己放寬了視界，也更了解中西文化的差異。例如過

去熟習的亞洲式教育，都是以老師為尊的尊師重道，強調賞罰分明的上課管理之道。但

在西方教育體制，老師與學生的地位是對等的，重視學生創造力培養，注重對知識的靈

活應用。重視師生之間的理性溝通。尤其法國學生習慣浸泡於鼓勵的學習環境，不宜於

課堂中進行懲罰；再者，學生也發現法國學習者比較喜歡競賽型及任務型的教學。未來

學生在出國前應修習多一點跨文化的相關課程，培養國際視野的教學觀，相信在教學方

面一定會更得心應手。 

3、放眼國際走出台灣增加台灣能見度 

近年世界華語熱，華語學習已蔚為風潮，本國雖是華語教學的首航者，然而面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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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中國大陸積極搶攻華語教學巿場的情勢，實已不能再將華語教學的對象自限在台灣，

等著外國人來台灣學華語。當務之急是要走出台灣，主動向國外推廣台灣的華語教育，

向國外輸出華語教學。職此之故，本系所每年投入大量資源，持續執行選送學生前往越

南、墨西哥、日本等國家進行教學實習計畫，2015更進軍歐洲，與法國中央布爾日天主

教首度建立合作實習機制。至今已三年，我們在開營和成果展的布置、策畫的活動及教

學內容處處都有台灣的印記。讓該校的家長師生對台灣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讓學員

因為營隊認識並喜歡上台灣獨特的正體漢字，因此每年有關書寫漢字的語言或文化課書

法，學生都反應熱烈。有位實習教學者在自己的課後檢討反思紀錄上這樣寫著：「這裡

的學生都是學習簡體字，有位在某天下課之餘，看著學生在白板上練習寫自己的名字，

但是都是簡體字，於是我寫了繁體字給他們看，他們覺得繁體字很神秘，之後就一直寫

繁體字，而且還非常喜歡！」這樣的跨國實習經歷不僅增加學生國際移動力，擴大國際

視野，也增加台灣華語文化能見度。惟只靠英語行走國際是不足的，因此除了鼓勵本系

所學生跨系修習第二外語，也鼓勵本校外語系學生修讀本系所華語學程或進修華語教學

研究所。兼合中外語兩長，讓學生走出台灣增加台灣能見度。 

4、運用教育部計畫開拓歐洲開拓歐陸華語市場 

文藻外語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全國唯一之外語大學，具有五十年外語教學之專

業經驗與口碑，其理論與實務是本系所發展華語教學之堅實後盾。本校設有法國語文系，

擁有法國之語言、文化、經貿等方面之豐沛資源，能充分掌握法國語言學習市場，具備

充沛當地人脈，而本校華語中心具經營績效，通過教育部華語教學機構評鑑，得向海外

招生。教學成效普獲學生肯定，學生人數穩居南部地區華語教學機構之前三名。本校與

法國中央布爾日天主教教育集團簽有合作協定，該集團可提供當地駐點支援。基於上述

優勢，本系所與法文系、華語中心合作申請教育部開拓華語文教育產業海外需求計畫，

獲得教育部補助，因此 2017 年的夏令營，便成為我們開拓法國華語產業的試點。我們

在營隊期間拜會 ESBC校長室與校長及其所屬之二技部、高中部、小學部及漢法學院之

院長開會；雙方決議：未來以布爾日為中心，定期於暑期舉辦中學生華語文化夏令營，

擴大招收鄰近學區甚至是巴黎市中心的學生。甚至談及未來可於該校設一華語中心，由

文藻與該校合聘派駐當地，辦理與華語教學相關產業的活動與工作，如定期常態的開班、

夏令營活動的招生等。 

五、結論 

三年的夏令營的規劃始於法國布爾日，發展也從布爾日出發，隨著本系所與本校法

文系、華語中心合作申請獲得 106教育部開拓華語文教育產業海外需求計畫經費挹注，

上述寓學於樂的華語文化夏令營將成為開拓海外華語需求的範式。 

2017年夏令營隊結束後，我們到駐法國台北辦事處辦理「106教育部開拓華語文教

育產業海外需求計畫說明會」，當天參與說明會者有 6個中文學校，13位從事華語教學

的先進參加。經由說明夏令營歷年成果後，有校長表明有意願推介學生到布爾日參加夏

令營活動，或在巴黎舉辦主題式的夏令營隊。目前擬定自 2018 年開始，以布爾日為中

心，定期於暑期舉辦中學生華語文化夏令營，擴大招收鄰近學區甚至是巴黎市中心的學

生。由 ESBC提供食宿及安排相關旅遊行程，藉由寓學於樂、以遊輔學的學習方式，一

方面讓布爾日天主教教育集團成為法國中文教學的指標學校，另一方面也讓學生在營隊

期間因著輕鬆學習華語，愛上華語並認識台灣華語教學的特色，同時了解台灣文化之

美。 

正如孔子所說的「斯文在茲」，藉由一個華語文化夏令營，華語教學者成了台灣語

言文化的尖兵，帶著自家的語言文化在國際移動，不僅為自己培蓄教學能量，也會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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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腳步，將台灣多元而豐富的華語教學特色帶到法國布爾日，進而遍布全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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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載具在法國華語教學之運用-以布爾日 ESBC華語翻

轉教學為例 

蔣若蘭 

法國 ESBC 漢法語言學院副院長 

摘要 

近十幾年來，輔助華語教學的數位工具發展得非常快速，有數位專家專門投入數位

輔助工具的研究與發展，更有許多線上種子華語教師的課程。網路上可以應用的程式非

常的多元化，市面上也陸陸續續有專門的數位教材出現。這個工作坊想要呈現的是，在

法國布爾日 ESBC天主教學院的一個華語實驗課程。旨在於將整合性的數位教材透過行

動載具來教學，以達到翻轉教學的目的。法國布爾日 ESBC 天主教學院於 2016 年，首

先在其高中部實行每位學生都備有一台平板電腦。 2017年 ESBC兩所小學、初中部及

高中部，皆全面使用平板電腦。在這個基礎下，筆者設計了一個整合式的華語數位教材

及運用行動載具的系列教學活動，共實施了(多久？)XX。結果翻轉了過去傳統教學模

式，成效良好。要之，此教學運用有下列諸端值得討論： 

一、翻轉學習工具運用的再評估：學生擺脫十幾公斤的書包，跟上時代的腳步，不

拘時地可以隨時透過行動載具與無線網路獲得需要的學習資訊，也可以與同儕進行分

享，不同的時空條件及科目性質，值得再分析利弊。 

二、新工具的帶入與翻轉學習關聯：學生運用熟悉且方便的工具來學習，所促發的

學習動力宜做評估。而教學活動從以老師為本位走入以學生主導的任務性學習狀態也須

紀錄差異性。 

三、翻轉學習之重點探析：數位教材及行動載具強而有力的互動功能，學生能夠自

學的部分明顯增多，這些部分便可成為在家學習的作業。而在課堂上，實踐與運用語言

的時間明顯增加，所生的問題，不論好壞，皆可探究。 

整體觀之，一年的課程結束，發現學生的學習動力明顯升高，口語及聽力明顯加強，

課程進度加快，學習力較強與較弱的學生之間的成績差距明顯縮小。針對此議題，我們

也可以進一步的思考一位教師的角色定位，究竟是在「教導」，還是在「引導」學習？

本工作坊只是拋磚引玉，以期有更多相關的研究專題，更多的教案實例，讓我們一線老

師能有更多的運用範例，嘉惠更多的學習者。 

關鍵詞：行動載具、數位教材、翻轉教學、法國華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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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課程-閱讀及口語練習教材 

Yu Chun Wu  

Visiting Assistant Professor, Trinity University 

gwu@trinity.edu 

摘要 

「閱讀是一個心理語言的猜謎遊戲」（Goodma, 1967）。根據古德曼的理論，當在

閱讀的時候，閱讀者不是只是在解讀文字以及語法上的意義，閱讀者也會利用自身的

背景知識跟生活經驗做進一步的推測。這是一個閱讀上非常重要且不可分割的步驟。

根據筆者多年的教學經驗，第二語言學習者往往缺乏這方面的演練。其中一個主要的

原因是課文的主題與讀者的生活經驗差距太大，故事性弱以至於連結困難，或者無法

進行與自身生活經驗相關的推測演練，而只注重在字面上的解讀。 

本文設計了一套專門為中上或高級中文學習者閱讀的教材。目的是希望藉由生活

化、故事性較強的題材，強化學生在閱讀時對整體內容的推測能力，提升學生對字詞、

語句與內文的理解；此外，也能藉由此類接近他們現實生活的題材，進行課堂上的討

論，進而提升其中文聽說的能力。 教材的內容是以一對夫妻對一些流浪貓的觀察跟互

動的故事做為基礎，進而延伸出對個性的描述以及對環境的省思。教材總共有十七篇，

由淺至深。討論內容可依學生的中文程度調整深淺。 故事有些微的連續性但又可每篇

獨立閱讀。 另外還有詞彙的學習跟演練。 這是一個學生可以輕易地將自己的生活經驗

與外國人的生活經驗做連接的主題。 學生不但可以學習到不同的文化，也可以把自己

的生活經驗用中文表達出來。 

部分教材已經在課堂上試用了三個學期。教學對象為德州三立大學  (Trinity 

University) 的學生。學生的中文程度為中高級。結果顯示：1. 相較於現行使用的教科

書，學生在閱讀時更積極的使用他們的背景知識跟生活經驗。2. 學生對生字意思的推

測準確度提高。3. 學生對閱讀內容的理解度提高。4. 學生更積極的參與課堂上的討論。

5. 藉由詞彙的學習跟演練對詞彙使用的準確對提高。 

關鍵詞：中文教材、閱讀方法  

前言 

 在多年的中文教學經驗中發現，現有的教科書大多是以對話方式來呈現中文的文

法跟句型。這類的教科書在語言學習上有其不可抹煞的功能，但是這一類的教科書也

有其不足的地方。比如對話的內容太短。這類的句子學習者常常可以用自下而上的閱

讀方式 (Bottom-up)，利用單字的解碼來理解句子的內容。這讓學習者的思考模式停留

處理簡短資訊上，沒有機會讓大腦練習處理大量資訊。當較大量資訊出現時，特別是

參雜無法識別的資訊時，學習者往往無法掌握文章的內容。另一類是偏向於以類似新

聞記事或社論的教科書。這一類教科書不但有大量的生詞，而且的題目往往比較嚴肅，

跟學習者的生活經驗有一段距離，學習者很難將這些資訊跟他們的既有知識連結，特

別是沒有受過閱讀訓練的閱讀者。在遇到困難時很多學生便馬上放棄由上而下，從文

句中推敲生詞的閱讀方式，而只著重在生詞的解碼上。這種只注重在文字解碼的閱讀

方式的缺點是 1. 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在查閱字典； 2. 容易失去對文章整體內容的理解

與掌握。當學習者處於對題目不熟悉跟無法完全掌握內容的情況下，也就沒有餘力或

有特別的想法在討論跟發表自己的意見上了。 閱讀跟口語表達都是必須經過訓練的。 

閱讀不是只是單字的解碼，口語不是只是句型的背誦。無論是閱讀還是口語都必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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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自身的知識做連結，這些資訊才會有意義，才能長時間留存在記憶中並且靈活

的運用。這套補助教材是希望能夠加強目前現有的中文教材不足之處，希望提供學習

者更多元的學習方式。 

文獻探討 

「閱讀是一個心理語言的猜謎遊戲 」(Goodman, 1967)。根據古德曼的理論，當在

閱讀的時候，讀者不是只是在解讀文字以及語法上的意義，讀者也會利用自身的背景

知識跟生活經驗做進一步的推測。這是一個閱讀上非常重要且不可分割的步驟。這步

驟不但能幫助與讀者理解內容，更能夠幫助記憶及靈活的運用。 

根據語言心理學家，閱讀內容的理解是閱讀者將文章內容所得的資訊與閱讀者自

身既有的資訊（自身的知識與生活經驗）做連結的結果  (Carrell, 1984; Kitao, 1990; 

Young, 1990; Bwnsoussan, 1998)。 兩個基本的資訊處理模式是 自下而上的閱讀方法跟

自上而下的閱讀方法。自下而上的閱讀方法主要注重在文字的解讀。(Abraham, 2000) 

Nassaji (2003) 更進一步解釋，「自下而上的閱讀方法包含了對文字跟意義跟視覺結構的

解讀」(p. 261)。換言之，自下而上的閱讀方式傾向於基本資料的處理。 第二種是自上

而下的閱讀方法。舉凡利用既有的資訊做預測，利用前後文的內容來確認意思，利用

讀者自身既有的知識推測文意跟概述文章的內容等方式都是自上而下的閱讀方式 

(Akyel and Salataci, 2002)。對讀者來說這兩種閱讀方式都很重要。自下而上的閱讀方式，

提供了基本資訊，由上而下的閱讀方式將這些基本的資訊與其他的資訊連結並進一步

推測以求達到真正了解文章的內容。無論是由上而下還是由下而上，兩種方式缺一不

可。學者更進一步指出，一個成功的閱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腦部的活動是經常往返

於基本的文字解讀跟進一步的意義解讀之間的 (Sousa, 2005)。  

有別於英文或其他得拼音文字 (orthographic language) 可以從單字的發音中的到更

多的資訊來臆測詞彙本身的意思，中文使用的是語素文字（ logogram/logographic 

language), 雖然有些文字本身有部首跟發音提示的符號，但是很多時候這些提示並不很

明顯，閱讀者本身如果沒有相當的詞彙跟部首等的知識，是無法從文字本身推敲出意

思更不用說發音了。跟拼音文字比起來，學習者需要更多的視覺的元素來識別，也需

要依靠更多的記憶力 (Samuels, 1998)。 因此，在學習中文時閱讀技巧的運用跟訓練就

益發重要了。   

我們都知道，記憶在在語言學習上是非常重要。 特別是中文，不像英文等拼音文

字可以藉由發音來得到更多的提示，閱讀者很難從漢字本身得到發音或意思的提示。 

記憶分為長期記憶跟短期記憶。短期記憶又分為工作記憶跟立即性記憶 (Sousa, 2005)。 

立即性記憶通常只停留在腦中幾秒鐘，而工作記憶也只在腦中停留幾十分鐘到幾天的

時間。基本上工作記憶在閱讀者將看到的資訊整理完畢之後一部分的工作記憶就可能

會消失。除非這些資訊能跟腦部有更強的連結像是反覆的使用或者能夠與既有的資訊

連結等 (Cook,2001; Sousa 2005) 。根據基模理論 (Schema theory)，Hulit (2002) 解釋， 

當閱讀者要處理新進的資訊時，有兩個主要的步驟，第一個是同化的過程 (Assimilation 

process)；第二個是協調的過程 (Accommodation process)。同化過程是試圖尋找記憶中

類似的資訊並且將新進的資訊歸類入既有資訊檔案中用，但是如果沒有適當的資訊檔

案，就得增設新的基模。他用電腦來做比喻，當要儲存新的檔案進入電腦時，先是尋

找是否能歸入既有的類別中，當無法將新的資訊歸入既有的類別時，可能是將即有的

檔案做一些調整，或者創建一個新的類別。 而這些來回處理調節的過程不但是閱讀理

解的重要一環，也是將新的資訊跟既有資訊做連結，加強記憶的重要步驟。當這些步

驟被重複的進行做有效的結合時，學習者腦中資料庫的量增大，閱讀的能力也會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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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的內容 

教材的內容是以一對夫妻對一些流浪貓的觀察跟互動的故事做為基礎，進而延伸

出對個性的描述、對社會的觀察以及對環境的省思。教材總共有十七篇，由淺至深。

討論內容可依學生的中文程度調整深淺。 故事有些微的連續性但又可每篇獨立閱

讀。 這是一個學生可以輕易地將自己的生活經驗與外國人的生活經驗做連接的主題。 

學生不但可以學習到不同的文化，也可以練習把自己的生活經驗用中文表達出來。 

第一篇 - 初次見面。內容是在描述一對住在處出租公寓的夫妻希望能養一隻狗， 

卻礙於眼前的生活環境而無法如願。一只貓的出現讓他們的生活有了些微的變化。這

是一篇引進跟寵物相關話題的開始。第二篇 -  寵物先修班。這篇文章的內容是描述這

對夫妻開始餵食小貓，但是他們並不確定這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文章中討論到養寵物

的責任以及應有的態度， 並且跟養小孩 做了一些比較。這篇提供了責任、義務、生活

態度等相關的討論話題，也可以延伸到對野生動物的態度。第三篇描寫這對夫妻對擁

有寵物的憧憬還有他們跟小貓的互動。並且些微地提及異國婚姻跟孩子的語言學習。 

這一篇文章可以進一步討論到文化的差異跟語言學習。  

第四篇是取名字。這一篇藉著要不要幫這隻貓取名字來描述這對夫妻對不知是否

要領養這隻小貓的掙扎心態，還有他們對生活的願景。這是一個讓學生討論對事物的

心態跟嘗試描述他們自身對將來的想法。 第五篇 – Little Miao and Black Miao 跟第六

篇 – Little Miao， 是在描述兩隻新出現的街貓到家門口來偷吃食物的經過。並對野貓

的行為跟個性做了一些描述。 這是兩篇是一個讓學生練習講述故事的範本。 

第七篇與第八篇 - 進屋裡 。第七篇文章比較了其中兩隻貓的個性和行為模式。兩

隻貓用不同的方法企圖進入屋內，由於個性不同，所以用的方法也不同。  第八篇再度

谈到是否應該領養這兩隻貓，並以人類的角度臆测猫的想法。這兩篇文章給學生更多

討論對一件事正反兩方的練習。 

第九篇 - 出遠門是描述這對夫妻得出遠門，但是又擔心這兩隻街貓沒有人照顧於

是想了非常多的方法希望貓兒們在他們旅行的期間也能得到照顧。第十篇 －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是在描述兩隻貓在相處期間的互相影響的情況。文章的標題看起來似乎很難，

這是一個帶入文言文跟更深一層描述事務像是與同儕相處等的機會。 

第十一篇 - 貓咪共和國。這一篇文章是從一篇跟日本撲殺街貓有關的新聞報導開

始討論到動物保護的問題, 不同文化對貓有不同看法, 再一次從不同的角度討論飼養寵

物應有的態度，責任，義務。第十二篇 － Little Miao 失蹤記。話題從 Little Miao沒有

跟平常一樣來公寓吃貓食開始延伸到父母對子女的擔心。這一篇可以讓學生認識到不

同的文化對動物的態度也不一樣，甚至可以進一步討論親子關係。  

第十三篇小白鶴迷航記。這一篇是藉由一篇新聞報道引發出台灣甚至全世界的環

境污染問題。對人類為了自身的方便造成其他物種生存危機的省思，也討論了一般人

可以從改變生活習慣開始環境保護。這一篇可以討論環境污染跟環境保護的問題也可

以練習描述日常生活的瑣事。 

第十四篇 春天到了。這一篇描述繁殖季節到來，公寓附近野貓的活動，跟大欺小

強欺弱生態。還有這對夫妻對 Miao的擔心，不希望街貓繁衍製造更多沒有人照顧的小

貓。這一篇可以討論街貓的生態跟生活環境。也可以讓學生討論同儕壓力的話題。 

第十五篇的標題是 “我受夠你了”。這一篇主要在描述 Miao 跟 Little Miao 將公

寓門口當成他們的家之後，兩隻貓之間的互動情形，像是家人互相為伴，但有時也會

有合不來的時候。这一篇可以讓學生討論他們自己的寵物相處的情形甚至可以描述他

們跟自己兄弟姊妹相處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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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篇－不同的性格。這一篇對 Miao 跟 Little Miao 的性格做了更詳細的描述跟

比較，也有計劃地將一些跟性格相關的形容詞介紹給學生。 這一篇讓學生練習描述自

己跟別人的性格的好機會。  

第十七篇，也是最後一篇－搬家。這一篇描述這對夫妻即將搬家，但是還是無法

下定決心要不要領養這隻貓。就在他們猶豫不決的期間，貓失蹤了，於是他們開始猜

測貓失蹤的理由。他們企圖往好的方面思考，但是又無法不擔心，希望能夠確定貓是

否無事。這一篇提供一個讓學生能夠深入一點討論人的心理。 

這套教材每一篇文章的單字表除了英文解釋意外還附有 1～3 個例句，並且例句盡

可能地使用複合句，並且要求學生翻譯或回答例句的問題。 目的在於讓閱讀者藉由較

長，較完整的句子表現中體會生詞的用法與使用的時機、狀況。一般的教課書有的沒

有提供例句，有的例句只注重在文法的正確與否，沒有進一步的點出使用的狀況， 常

常學習者在使用時因為只了解字面上的解釋而犯錯。 例如“我在準備考試。”與 “我

在籌備考試。”很多學生認為這兩個句子的意思一樣，因為英文的解釋都“prepare”。

除此之外也附有一些跟文章有關的問題以供課堂上套論。這是一套學生可以輕易地將

自己的生活經驗與外國人的生活經驗做連接的教材。 學生不但可以學習到不同的文化，

也可以把自己的生活經驗用中文表達出來。 

建議使用方法 

「閱讀不是與生俱來的能力。」(Sousa, 2005. p. 31) 是必須經過訓練的。 根據筆者

觀察大部分的學生在閱讀時只要遇到不認識的單子就馬上查字典。這種閱讀方式不但

花時間而且不能達到好的效果。更多時候學生因為花費很多時間跟注意力在不認識的

單字上，引發嚴重的挫折感，進而失去自信，對閱讀失去興趣。 因此建議利用這套教

材讓學生做一些閱讀方法的練習跟心理建設，這樣才是長遠之道。 

在課堂上建議事先做一些腦力激盪。例如這套教材的主角是貓跟住在公寓的人。

可以在閱讀前告訴學生今天的閱讀材料跟貓有關。問學生一些問題像是：你喜歡貓嗎？

你有貓嗎？ 美國的貓怎麼叫？你住的地方可以養貓嗎？ 為什麼你住的地方不可以養貓？ 

如果你看到一隻沒有人養的貓你會怎麼辦等，從簡答題到需要進一步做簡單論述的問

題。這些都可以幫助學生在閱讀時利用背景知識做更多的聯想跟對生詞的預測而不是

只專注在漢字的解碼。 

根據 Sousa (2005) 指出，如果資訊太多太長，閱讀者可能會無法完全將內容消化。

但是如果太短學生很容就又回到完全以由下而上的閱讀習慣，因此建議讓學生分段閱

讀。 要求他們第一，不要用字典。 第二，將不懂的字做上記號然後繼續閱讀，並且提

醒學生注意後續的文章內容，或者從他們既有的背景知識中找尋連結然後做進一步的

的猜測。第三，重複閱讀，再將不懂的字做上記號。每一段重複閱讀兩到三次並且每

一次都將不懂的單字做記號。 重複閱讀是一個高階讀者常用的方法。目的在幫助讀者

整理文章的內容 推敲文字的涵意等。在文獻探討中提過，因為中文語言的特性，第二

語言學習者是很難從文字本身推敲出意思的。利用已知的單字，前後的內容讓讀者跟

自身既有的知識、生活常識做連結進而推敲文字的意思相較起來是更有效率的方

式 。 另外，重複閱讀也可以加強印象。因此在開始時要經常提醒跟鼓勵學生使用這些

閱讀方法，並且在課堂上實際帶領學生練習。   

在閱讀完一段之後就必須確定學生是否正確地理解了內容。首先請學生提出他們

個人理解內容，然後的帶領學生將內容整理一遍，包括大聲地唸課文，討論不懂的單

字等。通常會要學生指出他們不懂的字（第幾段，第幾行，第幾個字），然後引導他們

跟著前後文的內容做聯想或者用已知的漢字做推測。 緊接著是做摘要。  要求學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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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話”來描述整段的內容。如果學生的程度都很高，可以要求他們直接用中文。

如果太難，讓學生先用英文描述內容，然後再用中文。一個重點是一定要提醒學生不

要逐字翻譯，而是將整體的重點表達出來。 要求學生整理文章的摘要一方面是要確認

學生是否真正了解文章的內容，讓學生真正地去思考理解文章的內容。另一方面當然

是讓他們有更多練習口語的機會。學習理解跟習得應用是不同的。學生在老師的說明

過程中理解文章內， 這是學習跟理解的步驟，但這不代表學生習得了這份資訊並且能

正確地應用。做摘要的這個步驟是要強迫學生去思考、學習、應用這些新的資訊希望

能進一步與其他既有的資訊連結，將其轉換成長期記憶。  

或許有人認為讓學生使用他們的第一語言並不恰當，但是事實當學生用他們的第

一語言整理資訊以後，他們更能看到整體，更知道如何用自己已知的單字和語法來表

達，更能掌握新單字的使用，而不是只將注意力集中在套用新的單子上。而且在閱讀

者的腦中，有很大量的資訊是以第一語言的形式存在的，因此重點在學習者是否能夠

非常快速地處理資訊並切換在兩個語言之間。跟據觀察，經過多次這樣的練習後，學

生對內容的理解跟詞彙運用的掌握有明顯的進步。直接使用中文做摘要的頻率也增加

了。   

當閱讀到一個段落之後，停下來讓學生有機會發表他們的意見跟作更深入的討論。

這不但有助於口語的表達也能加強對詞彙的印象。 在文獻探討中提過，記憶有長期記

憶、短期記憶、工作記憶跟立即性記憶。如何將工作記憶及短期記憶轉換成長期記憶，

最好的辦法就是將這些資訊跟讀者原來既有的資訊做連結並且重複使用，連結越強，

使用的次數越多新的資訊成為長期記憶的機率也就越高。有幾個進行討論的方式，比

如讓學生提出討論的問題。筆者通常會要學生根據內容提出他們想討論的問題。我也

會提出一些較深入的問題比如讓他們討論一件事的正反兩，將所有人的意見都呈現出

來，然後要他們綜合這些意見在課堂上做一個完整的口頭論述來表達他們贊成或反對

的立場。 

結果與討論 

根據筆者觀察實際教學的結果，學生在上這套教材時更積極地使用他們的生活背

景知識來臆測文章的內容，而且準確度也越來越高。這可能是因為題目是跟他們的生

活比較貼近。無論是哪一個國家的人，對動物這個題目都有一些的基本了解，因此在

練習閱讀方法時比較容易上手。在經過幾次練習跟成功地猜測到生字的意思以後，學

生更有自信更願意或者說已經習慣從各種不同的方向來思考，這也是增加準確度的原

因之一。當他們能更精準的猜測到生詞的意思以後對閱讀內容的理解也就自然地提高

許多。 學生們表示因為題目是跟他們的現實生活關聯性比較強，所以就算有不懂的字，

他們也比較容易臆測文章的內容進而猜測出生詞的意思。也有學生表示，在閱讀中文

時，她現在已經更習慣用已知的字來猜測生詞的意思。 

另外學生也變得更積極的參與課堂上的討論。比如有養貓，養過貓或愛貓的學生，

當提起貓時，他們有很多的故事跟看法。不像一般的教材，他們第一對自己是否理解

內容不是十分的有把握 （這個可能是因為對題目不熟悉的關係），加上中文程度的問題，

所以態度就會趨向保留，不願多說。 在使用教科書時學生們曾經反應，有些課本上的

題目對他們來說很陌生，有些甚至是第一次接觸到的題目，他們不但要思考如何造句，

還有另外一個非常大的困難就是他們不知道要說些什麼，因為對文章的題目沒有特別

的看法 。相反地如果學生們很確定自己的理解是正確的，也確定自己要說的是什麼，

剩下的就是專心在文法及單字的使用了。 

另外一個讓學生願意更積極地在課堂上討論的原因是，學生可以自己提出一些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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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題目。 有學生們表示他們覺得討論這些問題很有趣。他們不但可以討論跟貓相關的

話題，而且可以延伸到其他生活上的議題。 為了要想出問題跟回答問題，他們需要更

認真地去思考然後回答。 學生提出的這些問題並不是所有的都跟貓有直接的關係。基

本上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根據文章內容的題目；第二類是跟他們的生活經驗有關的題

目，第三類是天馬行空的問題。第一類跟第二類都是偏向生活經驗描述。第三類對他

們來說是非常有趣的集體創作。有時他們會提出各種不同的奇想，這讓課堂上的討論

變得更有趣。 當然，在進行這一類的討論時，教師要注意不要讓學生使用英文還有不

要離題太遠。  

最後，學生們表示，雖然這一套教材也有不少的生詞，但是他們覺得這些都是他

們日常生活用的到的單字，這對他們是很大的幫助。不像課本上的單字，他們不知道

什麼時候會用到，但是很多貓咪的故事裏的單字他們可以想像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也有些學生表示文章的內容讓他們更清楚的看到如何應用平常課堂上所學的語法。 

這是一套為中、高級中文學習者編寫的閱讀語及口語練習的補助教。希望藉由生

活化的內容幫助閱讀者訓練同時使用例如由上而下跟由下而上等不同的閱讀技巧，讓

閱讀可以更有效率，更有趣，同時也提供一個輕鬆的口語練習的話題。將來或許可以

加入更多的人物與更多不同的日常生活話題，更多的練習方式，讓教材的內容更多元

化，也可以滿足不喜歡貓的閱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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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經由分析《中級漢語閱讀教程》、《讀寫學中文》（第三冊）兩部教材中的閱讀策

略分布情形，探究中級華語閱讀教材如何將策略融於編製之中，最終目的在統整出華語閱

讀教材所應具備的閱讀策略內容，也為日後投入閱讀策略教材研究的編寫者提出編製上的

建議。 

具體研究目的如下:  

1.統整中級華語閱讀教材所應具備閱讀策略種類。  

2.分析《中級漢語閱讀教程》中的閱讀策略種類、分布情況及引導閱讀策略的編製形

式。  

3.分析《讀寫學中文》第三冊中的閱讀策略種類、分布情況及引導閱讀策略的編製形

式。 

4.比較兩部教材在閱讀策略種類、分布情況及引導閱讀策略的編製形式上的異同。  

5.為日後閱讀策略教材的編寫研究提出建議。 

本研究以文本分析法分析閱讀教材，並擬訂了適用於華語教材的閱讀策略分析表為研

究工具。將華語閱讀策略分為兩大類：華語文的閱讀策略（漢字策略、詞彙策略、文句策

略、段落策略及篇章策略）及華語文的輔助策略（後設認知策略、社會策略及情意策略）。 

研究結果發現，《教程》的閱讀策略占全書 84.1%，輔助策略占 15.9%。《讀寫》的閱讀

策略占全書 81%，輔助策略占 19%。在探討其中差異的可能原因後，重列出華語閱讀教材

中所應具備的閱讀策略大綱，並對日後閱讀策略教材的編寫者提出如下建議： 

1.閱讀教材在引導後設認知策略時，可納入「自我評估」一項。 

2.適用於教材的華語閱讀策略表中應增列「查找工具書」一項。  

3.教材選文時應力求多元，不應受到教材形式的限制。 

4.「壓縮句子」策略可含括在「抽取主幹」策略中，無需另立一項。  

5.應在詞彙策略與文句策略之間增列「詞組策略」。 

關鍵字：中級閱讀、華語教材、華語閱讀教材、閱讀策略 

一、前言 

國內對華語閱讀教材的研究尚待開發，其中能結合策略者更是少之又少。站在後設認

知訓練的立場，面對華語閱讀教材時得處理兩個問題： 

一、什麼策略適合編入華語閱讀教材； 

二、華語閱讀教材如何呈現這些策略。 

本研究以大陸、臺灣兩地的中級華語閱讀教材為分析對象，在綜合兩地的分級標準及

中級華語閱讀教材的出版現況後，對分析對象的篩選條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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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詞彙量：中級閱讀教材適用對象應已具備約 2000個以上的詞彙量。 

2.閱讀量：單篇課文閱讀量約在五百字上下。 

3.出版年份：以近十年出版（2007~2017）的中級華語閱讀教材作為優先考量的範圍。 

在經歷上述層層篩選後，決定分析對象為： 

(1) 蔡蓉芝、黃資芳、郭芳君、王慧娟等（2013）。讀寫學中文（03）。台北市：新學林。 

(2) 徐霄鷹、周小兵等（2009）。中級漢語閱讀教程（Ⅰ）、（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社。兩部教材各自代表著閱讀策略教材的兩種屬性：《讀寫學中文》以話題為綱，「教材內

容為主，閱讀策略為輔」，間接引導閱讀策略。《中級漢語閱讀教程》以技能為綱，「閱讀策

略為主，教材內容為輔」，編製中以直接解釋的方式引導閱讀策略。它們雖不足以作為兩岸

閱讀教材的代表，但不可否認其占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本研究僅就能力所及著眼於兩部

教材中策略融入編製的方式，提出所見的問題及可能的解釋，以資日後教材編寫研究的參

考。 

二、閱讀策略的定義 

學界對於「閱讀策略」的定義一直沒有定論，常見的有：Hosenfeld（1984）主張閱讀

策略是「讀者為了不阻斷閱讀活動進行或遇到閱讀困難時所使用的閱讀行為。」Barnett（1988）

主張閱讀策略是指「當讀者試圖以有效率的辦法理解其所閱讀的文章內容時，心理的運作

過程。」而 Kern（1989）認為閱讀策略是「在意識層面上可操控的，或在潛意識裡成為自

動化的行為，將其運用在閱讀歷程中，能增進讀者對文章內容高效率的理解。」Johnson（1998）

認為閱讀策略是「學習者為解決閱讀問題而採取的行為。它不僅包含閱讀中的一些技巧，

如預測、推理文章的內容、根據上下文猜測詞義、略讀、查讀和眺讀等，而且還包括學習

者為達到預期目標所採取的選擇性和控制性行為。 」 綜觀上述定義， 閱讀策略有以下幾

點共同特質： 

1.有一定的閱讀目標 

2.為解決閱讀問題或克服閱讀困難 

3.能提高閱讀效率 

4.富有彈性、靈活度 

分歧點主要在於──是否強調為讀者有意識的活動。閱讀策略原本只是內隱學習的一

種過程，在二十世紀末時 Krashen（1977）提出了「輸入假說」，為閱讀教材揭示了另一種

可能。此後，閱讀教材的編寫開始重視策略的訓練；對「閱讀策略」的定義也逐漸從潛意

識的行為轉向從後設認知的角度出發，刻意強調閱讀主體的自覺性。本研究站在閱讀訓練

的立場，將閱讀策略定義為：「讀者為達到一定的閱讀目標，在閱讀過程中採取的各種方法

──它可能是一種克服閱讀障礙的方法，或是一種計劃性的閱讀方法──目的在提高閱讀理

解的效率，完成閱讀任務。」 

三、華語閱讀策略 

3.1 華語文閱讀策略的特殊性 

以華語作為第二語言閱讀材料時，不可忽視的華語方塊字的特性。最早指出這點的是

葉德明教授（1999）：「語言及語言相關的分析能力，優勢是在左半腦；而對空間與構形知

覺等的能力，其優勢則偏向右腦。在心理語言學及神經語言學的各項實驗都證明，學習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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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語文（包括中文）都需要大腦左右兩邊的共同協調作用，但是認識及記憶單音節方塊具

形的中國字，由於中國文字結構上的特點，可能在右半腦中的優勢較為有利。」 

信世昌教授（2001）更直接提出「華語文的特殊策略」一詞，主張應針對華語文的特

殊性，以語言層級來分類閱讀策略為宜。即漢字、詞彙、文句、段落與篇章等層面的記憶、

認知與補償策略。其中，信世昌教授尤其強調段落策略的重要性，他說：「一般的閱讀論述

將句子以上的策略並不做區分，理由是段落與全篇文章的閱讀方式似乎差異不大， 然而，

段落其實有它特殊的地位，因為它往往是一個主題或話題的表徵，注重句子之間的直接交

連與承接，兼具了句法的形式與篇章的義理，而篇章是許多話題的起承轉合與排序，兩者

的閱讀理解的方式必然有其差異之處。現今對於句子以上的話語研究正方興未艾，勢將對

於兩者的閱讀處理方式有進一步的瞭解，亦有助於閱讀策略的發展。」 

周小兵、張世濤（2008）等人也曾針對華語的語言層次提出八類閱讀策略1。可說是目

前所見最有系統性的華語閱讀策略架構。然其分類方式常跨越語言層次，如：「猜詞」策略

同時涵括漢字層次與詞彙層次。「尋找主要觀點」涵括段落層次與篇章層次。「評讀」策略

應已涉及後設認知的領域，卻歸在篇章策略中。 

本研究為了符合閱讀教材的性質，整合上述學者們的主張，將華語文的閱讀策略分為

漢字、詞彙、文句、段落及篇章理解等五項策略。架構如下圖 1所示： 

 

 

 

3.2 華語文的輔助策略 

「華語文的輔助策略」即信世昌教授（2001）所謂的「跨語言的共通策略」，是指學習

任何語言都能互通的閱讀策略，性質類似 Oxford（1990）的後設認知策略、情意策略及社

會策略。 

曾針對跨語言共通策略提出相關研究的學者有多人，本研究以較具代表性的 O’Malley 

& Chamot、Oxford及信世昌等人為據，統整出適合閱讀教材屬性者，擬訂適用於華語閱讀

的輔助策略。 

                                                        
1周小兵等在《漢語閱讀教學理論與方法》一書中將華語閱讀策略分為：猜詞技能、理解長句難句、尋找主要

觀點和主要細節、抓標誌詞、預測、評讀、快速閱讀及不同文體的閱讀等八大類，各大類下又分細分小項。 

圖 1 華語文的閱讀策略 

520



O’Malley & Chamot（1985）將學習策略分為三大類，即後設認知策略、認知策略、社

會情意策略。其最大貢獻在於關注到社會情意策略。Oxford（1990）提出的策略分類架構

被信世昌譽為「至今最完備的策略分類」。他將策略分為直接策略與間接策略兩大類，其下

再劃分出六大語言學習策略。其中間接策略包括：後設認知策略、情意策略及社會策略，

屬於跨語言共通策略的範疇。信世昌教授（2001）曾以質化研究法採集十八位外籍生四十

七項學習策略，再歸納整理成八大類2，其中屬於跨語言共通策略者有後設認知策略、情意

策略及社交策略。 

三家主張都提出後設認知、情意及社會三類策略，然其指涉有別。其中以 Oxford的分

類系統最完整。O’Malley & Chamot所謂的「社會情意策略」內容只包含「合作」與「提問」，

在 Oxford看來只是社會策略裡的一小部分。而信世昌教授提出的學習策略難脫受試者個人

習慣，其中多有同時包含兩種以上策略者，如「利用校內的機會學正規知識，利用校外的

機會學中國的民情及風俗習慣。」、「利用課餘或工作的機會，逼自己多與中國人接觸。」、

「住在中國家庭裡，增加聽、說、問的機會。」等與他人社交相關，但也強調學習者應盡

量尋求練習的機會，它們應是同時兼具了社交策略及後設認知策略兩種內涵。本研究為分

析教材時能清楚定義，並兼顧完整性，以Oxford的策略架構為主，並參酌其他學者的意見，，

篩選出適合閱讀教材屬性者，擬訂適用於華語閱讀的輔助策略如下圖 2： 

 

 

 

 

  

 

 

 

 

 

 

 

 

 

 

3.3 適用於教材的華語閱讀策略 

                                                        
2信世昌教授（2001）在《華語文閱讀策略之教程發展與研究》一書中將華語文策略分為：漢字策略、詞𢑥

策略、文句策略、段落策略、篇章策略、後設認知策略、情意策略及社交策略。 

圖 2 華語文的輔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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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本研究擬訂適用於教材分析的華語閱讀策略架構如下表： 

 

 

閱 

讀 

策 

略 

漢字策略 猜字 偏旁分析 

詞彙策略 猜詞 

通過語素猜詞 

簡稱 

詞語互釋 

通過上下文猜詞 

文句策略 理解長難句 

壓縮句子 

抽取主幹 

抓關鍵詞及關鍵標點符號 

抓關聯詞 

段落策略 

抓標誌詞 

重複與補充 

順序與分類 

原因與信息來源根據 

轉折與對比 

結論與概括 

推測 

根據上下文的內容或形式 

根據常識 

句子之間的關係和形式 

篇章策略 尋找主要觀點 

抓主題詞（組） 

抓主題句 

歸納主要觀點 

表 1 華語閱讀策略分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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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相關觀點的干擾 

文章結構 

評讀 

區別事實與意見 

分析作者的意圖、態度和語氣 

其他 

不同文體的閱讀 

說明文的閱讀 

議論文的閱讀 

新聞的閱讀 

散文閱讀與欣賞 

輔 

助 

策 

略 

後設認知策略 

以學習為中心 總覽及結合已知材料 

安排及規劃學習 

了解語言學習 

組織 

設立目標 

找出閱讀任務的目的 

規劃閱讀任務 

尋求練習機會 

評估學習成效 

自我監控：視幅訓練 

自我評估 

情意策略 降低焦慮 

社會策略 

 提問 

 與他人合作 

 發展文化理解 

表中對學者們的主張作了一些微調。首先，將漢字策略獨立於猜詞策略之外，因為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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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本屬不同層次，不應混為一談。其次，將「尋找主要觀點」全歸入篇章策略，以便分析

教材時一併討論。 

四、華語閱讀教材結構 

閱讀策略教材的編寫方式與一般華語教材不同，如何引導閱讀策略、策略與內容間如

何協調等，會連帶影響到課文的選擇、練習題的設計、活動設計等等。目前針對閱讀策略

教材提出具體編寫原則的學者有 Dubin & Olshtain、葉德明、信世昌、周小兵及田世蘭等人。 

Dubin & Olshtain（1986）由基模理論出發，主張閱讀單元的設計，可包括下述項目：

作者及範文背景介紹、泛讀閱前待答問題、範文、泛讀閱後問答題、精讀閱前待答問題、

閱讀策略之運用（包括尋找支持觀點、故事線索、作者直述之見解、從上下文猜測生詞等）、

小組討論。葉德明教授（1999）以閱讀策略的教學目標，提出具體的教材編製應包括：課

文、詞�及練習、語法及練習、閱讀理解。信世昌教授（2001）主張閱讀策略教材應具體

包含六個部分：學習策略解釋、練習說明及例題、練習題目、版本、採用多元化而真實的

語料、提供補充教材與回家作業。周小兵等人（2008）曾針對教材類別、選文、詞彙、句

子長度、課文長度、閱讀策略、練習設計及版式設計等八個向度提出編寫上的建議。田世

蘭（2010）在課文前置課前討論，建立學生的背景知識，同時結合文化的比較。閱讀策略

訓練部分，包含清楚的說明及策略練習；閱讀訓練的部分，包含標題、課前討論、課文、

生詞、語法、文章內容討論、練習、快速閱讀、心得分享等。 

綜上所述，閱讀前常見單元有標題、簡介背景或學習目標、課前討論等，閱讀後常有

生詞、語法、練習、討論或補充等。在本研究的分析對象中，《教程》與《讀寫》在各單元

下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如下表所示： 

 

 

 課前 

活動 
課文 生詞 語法 練習 

課後 

補充 

《教程》 技能 閱讀 1~ 參考詞語 無 文後附題 無 

《讀寫》 
學習目標 

課前引導 

短文 

回答問題 

生詞 

補充生詞 
語法 

問題討論 

閱讀練習 

學生練習本 

成語介紹 

分享與討論 

影片欣賞 

本研究據此教材結構表劃分兩部教材，分析其中的華語文閱讀策略分布情況。 

五、兩部教材中的閱讀策略 

經統計，《讀寫》中所引導的閱讀策略共 1048條，《教程》共 2875條策略。在《教程》

中八大策略由高到低分別是：篇章策略、文句策略、段落策略、詞彙策略、後設認知策略、

社會策略、漢字策略及情意策略。《讀寫》依序為：段落策略、文句策略、詞彙策略、社會

策略、篇章策略、後設認知策略、情意策略及漢字策略。兩部教材的各項策略分布圖如下： 

教材 

表 2 教材結構劃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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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部教材都以閱讀策略為主，輔助策略占比重極少。《讀寫》甚至有漢字策略從缺的情

形。再進一步對照兩部教材，明顯可見《教程》編製內的策略高於《讀寫》甚多： 

 

 

 

兩部教材對閱讀策略的處理方式明顯有別，直接影響了策略的比重及配置。《教程》以

技能為綱， 對閱讀策略採直接解釋的方式，以「策略為主，內容為輔」的態度編製教材。

每課採三到五篇閱讀材料，從大量泛讀中訓練學習者的閱讀策略能力。因此，《教程》對閱

讀策略的掌握度較為完整、集中程度較高，但相對地犠牲了策略的重現率。整體來說對輔

助策略的依賴程度較低，後設認知策略之所以能高過漢字策略的原因有二：一是漢字策略

本就不是中級閱讀訓練的重點，僅為語言層次最低的閱讀策略。由於中級閱讀必然出現大

漢字 

策略 

0% 

詞𢑥策

略 

16% 

文句策

略 

18% 

段落 

策略 

37% 

篇章 

策略 

10% 

後設認

知策略 

7% 

情意 

策略 

1% 社會

策略 

11% 

漢字 

策略 

3.2% 

詞𢑥 

策略 

12.4% 

文句 

策略 

22.2% 

段落 

策略 

16.9% 

篇章 

策略 

29.4% 

後設認

知策略 

10.3% 

情意策

略 

0.4% 

社會策

略5.2% 

圖 3 《讀寫》閱讀策略分布圖 圖 4 《教程》閱讀策略分布圖 

圖 5 兩部教材的閱讀策略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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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漢字，所以出現比率仍略高於壂底的情意策略。二是《教程》的教學目標本在引導學習

者對自己閱讀活動的後設認知能力。因此後設認知策略在輔助策略中比重最高。  

《讀寫》以話題為綱，間接引導閱讀策略，以「內容為主，策略為輔」的態度編製教

材。因為受定式練習的影響，對閱讀策略的配置偶有過高或從缺的情形出現，所幸欠缺者

並非中級閱讀教材的教學重點。相對地，對於所關注到的策略則保持較為穩定的重現率，

使同樣的策略能被靈活運用在不同的閱讀材料中。比較特殊的是，段落策略、文句策略及

詞彙策略所占比重前三高；應作為教學重點的篇章策略比社會策略還低，更與段落策略差

了近四倍之多。這主要還是受到定式練習的影響。《讀寫》中沒有專為篇章策略設置題型，

僅偶爾散見於課文或練習部分，於是比率偏低。而段落策略中的「推測」策略可能出現在

任何題型結構中，可說是「高度自由」的閱讀策略。使得段落策略異常地高於篇章策略。

事實上，篇章與段落之間本就存在著模糊地帶，許多段落策略可以被運用在篇章當中。所

以《讀寫》並非不重視篇章策略，而是受制於教材結構的固定形式，不得不以段落策略的

方式表現。社會策略作為一種輔助策略，之所以能高居篇章策略之前，仍然是受到定式練

習的影響。由於《讀寫》中每課三個單元的討論題型，給了社會策略保障名額，使其出現

的頻率穩定，以全書 11%的比例高居篇章策略與後設認知策略之前。 

整體來說，《教程》對閱讀策略的掌握程度比《讀寫》完整，沒有缺漏。但漢字策略並

非中級華語閱讀所致力處，《讀寫》未列入教材編製，並不影響其作為中級華語閱讀教材的

完整性。因此，從宏觀角度分析，《讀寫》的閱讀策略占全書 81%，輔助策略占 19%。《教

程》的閱讀策略占全書 84.1%，輔助策略占 15.9%。華語文的閱讀策略在兩部教材中都占八

成以上。《教程》以直接明示法處理策略，於是策略在編製上比《讀寫》的集中度高；但相

對來說，《讀寫》因其定式練習確保了穩定的重現率，而《教程》卻只集中在前二十課中。 

在輔助策略方面，《讀寫》占全書 19%，《教程》僅 15.9%。意即在題型或活動形式的

設計上，《讀寫》的輔助策略明顯較《教程》平均。《讀寫》受定式練習的影響，每課固定

出現的學習目標屬後設認知策略、分組討論屬社會策略、影片欣賞運用情意策略，輔助策

略以穩定的頻率分布於全書之中。《教程》的題型隨內容需要而設計，輔助策略僅零星散見

於編製中。除了課前活動中固定運用到程度不一的後設認知策略外，社會策略僅隨分組任

務出現，情意策略以遊戲形式零星散見於課前活動，以致《教程》對輔助策略的運用不如

《讀寫》。換句話說，《教程》以技能為綱的特性，對各專項策略已有完整的單元設計引導，

於是對輔助策略的依賴程度不若《讀寫》高。 

六、結論與建議 

分析後發現最初針對教材屬性擬訂的華語閱讀策略類別（表 1）與閱讀教材的實際表

現方式略有出入。本研究在閱讀策略訓練的目的下，以兩部教材的分析結果為據，為日後

閱讀策略教材的編寫者提出如下建議： 

一、閱讀教材在引導後設認知策略時，可納入「自我評估」一項： 

兩部教材的後設認知策略中都缺乏「自我評估」一項，但「自我評估」是引導學習者

自我覺察的關鍵，也是後設認知能力的前提。若置於教材中常以閱讀策略調查表的形式呈

現。在教材前置閱讀策略調查表，可用以引導學習者的自我覺察；在單元後置閱讀策略調

查表，可用以引導學習者評估學習的成效。 

二、適用於教材的華語閱讀策略表中應增列「查找工具書」一項： 

中級華語閱讀教材可將「查找工具書」策略納入編製，如《教程》第 13課的熱身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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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下幾個詞的意思你們知道嗎？不知道可以查字典 

（1）面熟： 

（2）兼職： 

（3）夜貓子： 

但在本研究依學者主張為據所擬的華語閱讀策略表中並無此細項，頗為缺憾。其實華

語工具書的種類十分多元，包括字典、辭典、成語典、百科全書及各專業領域用書等等，

各類工具書有其特殊的查閱方法。中級閱讀教材若能將「查找工具書」納入編製，有助於

培養學習者的自學能力，也讓教材更貼近生活。 

三、教材選文時應力求多元，不應受到教材形式的限制： 

《讀寫》中散文占七成。新聞從缺。說明文雖然占 23%，但缺乏廣告、目錄、班次表

等貼近生活的文體。可見教材形式太過固定，有時也限制了選文的靈活性。本研究建議華

語閱讀教材的編寫仍應以課文為核心，題型再配合課文性質作設計，以確保選文的多元化

及生活化。 

四、「壓縮句子」策略可含括在「抽取主幹」策略中，無需另立一項： 

文句策略中有「壓縮句子」一項，旨在刪去長、難句中不影響意思的成分；與「抽取

主幹」幾乎同時被運用在理解長、難句上。意即在理解長、難句時，是同時進行「抽取主

幹」與「壓縮句子」兩個動作。所以本研究主張「抽取主幹」的同時已刪去句中不影響意

思的成分，無需再另立「壓縮句子」一項。 

五、應在詞彙策略與文句策略之間增列「詞組策略」： 

「詞組」是介於詞彙與句子之間、詞與詞按一定規則組合起來表達意義的語言單位。

在理解文句時起著比詞彙還重要的地位。本研究建議可在詞彙策略與文句策略之間增列「詞

組策略」，理由有二： 

1.「簡稱」可能出現在詞彙或詞組層次：簡稱又叫「縮略語」，是介於「詞」和「詞組」

之間的語言單位，所以僅將之視為詞彙層次是不足的。如「講文明、講禮貌、講衛生、講

秩序、講道德、心靈美、語言美、行為美、環境美」可以簡稱為「五講四美」、「毛筆字、

鋼筆字、粉筆字、普通話」可以簡稱為「三字一話」、「優質、高產、高效」可簡稱為「一

優雙高」、「同江至三亞、北京至珠海兩條緃線國道，以及連雲港至霍爾果斯、上海至成都

兩條橫線國道」可以簡稱為「兩緃兩橫」；不論是「五講四美」、「三字一話」、「一優雙高」

還是「兩緃兩橫」都不僅是單一的詞彙而已，而是詞組了。因此，本研究建議可在詞彙策

略與文句策略之間增列「詞組策略」，以含括「簡稱的識別」。 

2.詞組結構除了華語的五大結構（主謂、聯合、偏正、動賓、動補）之外，另有同位

詞組、連動詞組、兼語詞組等重要構成規則，無法被含括在詞彙策略或文句策略當中，實

有必要另列「詞組策略」一項詳細解說。 

六、「漢字策略」非中級華語閱讀教材之必需： 

漢字策略（偏旁分析）侷限在「字」的語言層次，是一種猜測字義的基礎策略，應在

初級識讀時帶入，而非中級以上華語閱讀的教學重點。 

華語閱讀教材的編寫有其針對性，在策略的布置上也依各書的教學觀而有不同。但不

論是否以技能為綱、對策略採直接或間接的處理方式，都必須具備詞彙策略、詞組策略、

文句策略、段落策略、篇章策略及後設認知策略。然而，其中的策略細目會應教材編製的

需求略有增減。比如漢字策略在中級閱讀教材中並非必需。詞彙策略以「詞語互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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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猜詞」為中級閱讀之必需，其他策略可能在初級或初中級就已建構。文句策略中的「壓

縮句子」幾乎可以被「抽取主幹」取代。後設認知策略中必定包含「設立目標」、「總覽及

結合已知材料」，其他可依編製需求調整。 

對中級華語閱讀教材的編寫者而言，在確定教材的針對性、閱讀策略與教材內容間的

主從關係後，便可依需求篩選出適合納入編製的閱讀策略，編纂出更符合學習者需求的華

語閱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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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材料應用於中高級華語學習者之實證研究 

李美慧 

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博士學位學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 

Meihui0121@gmail.com 

摘要 

這是一門針對華語能力介於歐洲語言能力分級架構（CEFR）B1 到 B2 之間的學習

者所設計的課程。全學期課時共 114 小時，全班學生共九名，學生之間程度略有落差，

最差的在 B1中間，最好的已達到 B2高階了。 

這門課程的設計以學生愛好為核心，由學生先行挑選網路文章並由教師在考量內容

合適度（suitability）、可探討性（exploitability）以及可讀性（readability）後，在保留原

文的前提下，標注生詞的拼音與詞性、提供例句、設計閱讀理解題及延伸討論題，並適

時安排與文章內容相近的口頭報告。教師在編寫例句時，盡可能幫助學生複習他們之前

所學過較偏向書面語且複現率較低的生詞，或是穿插幾句有爭議點可以討論的例句以提

供更多口語練習機會。 

這門課的課堂進行方式是先由提供文章的學生進行口頭報告，讓班上同學先對主題

有初步的瞭解，於心中先建立文章的內容架構鷹架（scaffolding），然後再由老師或是同

學帶領分段精讀，最後再進一步講解生詞用法，在讀完全篇文章後，學生需回答與文章

直接相關的閱讀理解題並準備口頭延伸討論題，最後再適時安排報告。為了穩固學生的

語言精熟度，當然仍有聽寫及課考。 

由於這是一門以學生為中心的課程，全學期共閱讀了十二篇文章，主題涵蓋經濟、

政治、藝術、健康、夢想、教育等範疇，有些與學生自身專業有關，有些與學生興趣相

關，全班同學藉由這門課，不僅學習語言，也擴大了自己的視野，提升了國際觀。 

這門課程對於訓練學生書面語與口語轉換以及提高摘述能力頗有成效，而且在課堂

上明顯感覺到當週負責提供文章的同學，總是認真準備，他們在報告時，同學的反應都

挺熱絡的，報告者也期待享受完成後的成就感。不過由於這門課是各週由學生分別提供

文章，因此課程組織感覺較為鬆散，這是之後還有改進空間之處。 

關鍵詞：真實材料、中高級華語學習者、課程設計、自編教材 

一、前言 

1.1開課背景 

這是一門開給中文程度介於歐洲語言能力分級架構（CEFR）B1 到 B2 之間學習者

的課程，學生已學完《當代中文課程（三）》及《當代中文課程（四）》，學生希望能提

高口語能力並多一些接觸真實材料的機會，因此開設了這門為期三個月 104 學時的課

程。 

1.2課程目標 

由於班上學生有共同的中文基礎，因此教師於課程編排上，是在複習並加強已知詞

彙的熟悉度，並進一步擴展詞彙量，再藉由課堂上的閱讀及討論，讓學生一步步朝暢所

欲言的目標邁進，擁有與他人分享個人觀點並談論各類話題的能力。 

二、選用真實材料的好處與標準 

2.1選用真實材料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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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真實材料，根據 Marrow（1977）的定義，指的是由真實的說話者與作者所

創造出的語言，而與之對照的教科書，則是人工（artificial）的語言，有時與真實生活

的語言之間存有差距（引自Guo, 2012）。另外，C. Kelly、L. Kelly、Offner和Vorland （2002）

也指出，使用真實材料，會為學習帶來正向的感覺（positive feelings），筆者認為，這是

滿足了學習者期待達到母語者水平的成就感。另外，透過閱讀真實材料，學習者亦會增

加詞彙使用與搭配能力以及語法能力（Krashen，1982）。Floris（2008）亦指出，由於真

實材料與學習者的生活連結性較強，因此也會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而且 Yu（2006）

的課堂實證也證明這類材料會讓學生對於其他的文化有進一步的瞭解。Nunan（1999）

亦建議給予學生選擇材料的自由，如此能讓他們更有學習的動力。雖然有些人擔心真實

材料某些部分對學習者來說可能太困難，但是 Baleghizadeh（2010）指出，語言內容的

複雜度，可以透過學習者與老師的互動來理解。總而言之，選用真實材料，可以提高學

生的學習動力，而且對於鞏固及擴展他們的語言基礎也是有所助益的，畢竟詞彙量是理

解目標語言的基礎（Day, 2011）。此外，學習者更可透過中文獲取資訊及知識，瞭解他

國現況及文化。 

2.2選用真實材料的標準 

在選用真實材料時，主要有三方面的考量：合適度（ suitability）、可探討性

（exploitability）以及可讀性（readability）。根據 Tran（2007）的建議，教師要選擇適合

學生程度的文章，且要讓學生感到讀起來是舒服的，另外，因為這門課還要提升學生的

口語能力，所以也希望文章內容是有討論性的。因此，在學生選擇文章後，筆者會先過

濾，若內容過於艱澀或不具討論性，會要求學生更換文章。 

由於這是學生在學習中文的歷程中，第一次自己選擇文章做為課堂學習教材，有些

學生會極為不安，因此不斷詢問教師可以選什麼樣的文章，此時筆者會先讓學生選好文

章讓我看了之後，再告訴他們是否合適，畢竟學生只是口頭描述文章內容過於空洞，不

易判斷。另外，有時候學生會難以取捨，會選了兩篇文章讓我定奪，此時筆者就會依照

文章難易度及討論性給予選擇建議，但最後的決定權還是交予學生。 

三、課程內容與教學設計 

3.1文章主題與難度分析 

在剛開學時，由於還未掌握學生能力與興趣，因此先由教師選取兩篇文章，之後再

讓學生選文。教師選文的考量以趣味性及可討論性為原則，因此一則與應徵工作相關，

另一則是語言相關主題。而之後的十篇學生選文，可明顯看出主題的多元性，包括商業

經濟類、休閒旅遊類、政治、健康、教育等，且學生選文文長介於六百字至一千四百字

之間，反而教師所選的文章僅四百至六百字是最短的，至於生詞量與文長並無必然的關

係，倒是與主題有相關性，大致看來，政治經濟主題的文章對學生來說是生詞量較多，

相對困難的。在表 1 中可看到學生 A有兩篇選文，這是因為學生依序報告後，學期尚未

結束，教師詢問是否有學生想再報告一次，學生 A主動回應，因此他多了一次報告的機

會。在要求學生選文的規定上，當時筆者並未限定文長字數，只要求學生必須選自己「大

致上看得懂」的文章，因此主題十分多元化，之後在 4.1 節筆者將分析選文主題與學生

背景的相關性。表 1 為學生選文的主題、字數、教師所選生詞及句型數量列表。 

 

表 1師生選文列表 

選文者 文章標題 文章字數 生詞量 句型 

教師 這麼好康？應徵科技職缺 400 1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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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提供免費旅遊 

教師 離線即時翻譯機「ili」，4月底前將可在日本

各地租借 

661 30 3 

學生 A 中國外匯儲備跌破 3萬億美元該緊張嗎？ 940 38 3 

學生 B 音樂愛好者必訪 精選據點推薦 5選 1024 42 8 

學生 C 陸客少了 夜市出招搶日韓客 1060 60 7 

學生 D 逾十萬印尼穆斯林上街 反鍾萬學示威 743 70 4 

學生 E 巴西夫妻檔不當白領 改種咖啡 915 60 6 

學生 F 他用 6年走遍台灣 368鄉鎮 

用鏡頭看見你不知道的家鄉美景 

1175 60 5 

學生 G 年齡越大睡眠越少？ 

其實中老年和年輕人需一樣多睡眠 

611 35 5 

學生 H 看西方媽媽怎教孩子？ 

其實台灣父母很棒，只是缺「這個」 

739 41 4 

學生 I 孔令信專欄： 

東南亞觀光客人數成長＝新南向政策成功？ 

1372 51 9 

學生 A 中國經濟：一季度 GDP 增長 6.9%  

形勢有那麼好嗎？ 

1267 65 5 

 

3.2真實材料的編排處理 

筆者在開學時即安排好學生選文的順序，並要求他們在預訂報告的前一週將文章上

傳至全班共享的 Google Docs，並且要附上兩個與文章主題相關的討論問題，之所以要

求報告者提出兩個討論題，一來是為了確認報告者是確實看過文章內容才決定與全班分

享的，而非隨便選一則新聞即交差了事；二來是要訓練學生反思及提問的能力，希望學

生選擇的是一篇有所感的文章。另外，要求學生在一週前就要讓教師知悉文章內容的原

因在於一方面教師要先篩選內容是否合宜，一方面筆者需要時間進行文章的編排處理。

基本上這些文章最後的呈現方式都是維持原文，未加刪減，除了學生 B的選文〈音樂愛

好者必訪 精選據點推薦 5選〉之外，因為原文極長，且內容是分別介紹五家店，前後

沒有銜接性，很容易在不影響閱讀理解的前提下刪略，因此最後詢問了學生對哪兩家店

較有興趣，只保留了兩家店的介紹內容。而發給學生的課堂講義，除了有原文以外，還

有包括詞性及例句的生詞表，另外，也有句型及其例句。最後，還有兩類的問題，一類

是針對文章內容提出的問題，另一類是延伸討論題，內含報告者準備的問題，題數分別

為五到十題不等。此外，由表 1可看出每篇文章的生詞由三十個到七十個不等，但有些

詞彙是屬於主動輸出會使用的（word production），有些是閱讀時被動理解的（word 

recognitoin），因此在詞彙表上筆者會標出約一半的主動輸出詞彙讓學生作為造句練習。

以下為課堂講義〈孔令信專欄：東南亞觀光客人數成長＝新南向政策成功？〉的編排示

例：標題與內文處理時將生詞加上灰底並標號，如果是句式則以方框標示，在生詞處理

部分，給予漢語拼音、詞性及例句，並以灰底標示需要做造句練習的輸出式生詞，文法

也會給例句，最後再給予兩類問題，讓學生從文章本身的話題擴展到自身經驗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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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課堂講義範例 

標題 孔令信專欄 1：東南亞觀光客人數成長＝新南向政策 2成功？ 

內文處理 數字會說話，根據觀光局公布的數據，2017年 1月東南亞來台人次是 119,560

比 2016年 1月的 93,209成長 28.27%；而陸客則由 2017 年 1月的 255,689比

2016年 1 月的 366,409劇減 15了 30.22%。總統只取有利 16的數據 17，對於不

利的數字則是絕口不提 18。如此地做數據分析很可能會造成政策決策上的大

謬誤 19。 

生詞處理 

 

 

 

 

 

 

 

 

 

 

 

15.劇減 jù jiăn  V 由於少子化嚴重，台灣的大學新鮮人十年

後將由現在的二十五萬劇減至十六萬人。 

16.有利 Yǒu lì  Vs 如果你去海外的台商企業應徵，會說中文

相當有利。 

17.數據 shù jù  N 網路上的健康資訊不能全盤接收，必須找

到相關的研究數據求證。 

18.絕口不提 

jué kǒu bù tí  

Phrase 那個電影明星離婚後，絕口不提跟前妻以

及婚姻有關的事了。 

19.謬誤 miù wù  N 政府為了促進經濟，想在台灣各地建造捷

運，專家認為這是個謬誤。 

文法處理 

 

2.數字會說話 
在台灣要上大學難不難？數字會說話！台灣的大學錄取

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七，難怪學士學歷大幅貶值了！ 

回答問題

（十題節

錄兩題） 

1. 請整理一下文中 2016年至 2017 年東南亞及陸客來台的人次統計數據。 

2. 從上面的表格看起來，東南亞的人次和陸客人次有什麼樣的變化？ 

延伸問題

（八題節

錄兩題） 

1. 台灣如何吸引貴國人民赴台灣觀光？尤其對於未曾前往台灣旅遊者。（學

生準備的） 

2. 在你的國家，有沒有哪個景點曾經有大量的觀光客但現在卻沒落了？或

是有哪個活動不再那麼受歡迎了？你認為原因是什麼？（教師準備的） 

 

3.3課堂教學設計及活動安排 

筆者認為中高級課程，宜採取由上而下模式（Top-Down model），也就是從泛讀到

精讀的策略，學生先掌握文章大意，再進一步在語境中精熟字詞用法，因此每則文章的

進行方式如表 3所列。 

表 3課堂教學計畫流程 

教學步驟

時間分配 

課堂教學活動與搭配回家作業 設計理念及進行方式 

步驟 1： 

約 1小時 

學生以口頭方式報告文章內容 希望全班藉由報告者較簡單的口語

中文，瞭解文章的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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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 

約 2-4時 

分段閱讀文章內容 

搭配回家作業：回答文章相關問題單 

採用精讀的概念，這部分的進行方式

是指派各個學生負責不同段落的說

明，希望學生藉由上下文及字典來掌

握大意，教師再適時補充。 

步驟 3： 

約 2-4時 

生詞講解與練習 

搭配回家作業：以輸出生詞寫句子 

隔天聽寫小考 

有些生詞的實用性極高，這部分的設

計一方面複習舊生詞，一方面也學習

新生詞。另外，教師也會整理學生的

錯誤，在課堂上共同討論訂正。 

步驟 4： 

約 1-2時 

延伸問題討論 

搭配回家作業：至少選兩題以書面回

答再交給老師批閱 

希望學生在讀完文章後，能提出自己

的觀點或是想法，與同學交流，並在

課堂口頭討論結束後，至少選兩題

「有話想說」的問題繳交書面作業。

之所以還有書面作業的要求，是因為

口語表達是採討論的型式，內容較鬆

散，所以希望學生能寫出一個有組織

的段落。 

步驟 5： 

約 2-3時 

有些主題搭配口頭報告 

1.最推薦的店 

於學生 B 的選文〈音樂愛好者必訪 

精選據點推薦 5選〉後安排的報告。 

2.夢想 

於學生 E〈巴西夫妻檔不當白領 改

種咖啡〉和學生 F〈他用 6 年走遍台

灣 368鄉鎮〉後安排的報告主題。 

由於班上人數較多，再加上延伸問題

討論已提供學生大量的說話機會，因

此較為正式的報告數量較少，不過口

頭報告的主題皆是與選文相關的。 

步驟 6： 

約 1-2時 

課考（題型包含生詞填空、語法改

寫、課文相關問題回答、自選題回答） 

兩課一考，在課考前，於前一天會先

在課堂上複習，藉此提升學生在新詞

聽說上的理解與輸出能力。 

由上表可知，每篇文章進行的時間約 10小時至 16小時不等，這是一門每天兩小時，

一週上五天課的中文課程，因此每篇文章所花費的時間為五天至七天不等，和中高級課

程使用教科書的進度時間相近。 

四、分析與討論 

4.1學生背景與所選主題關聯性分析 

到了中高級課程，主題會越來越專業，因此有些主題學生會因為沒有興趣而缺乏學

習動機，因為他們可能連使用母語討論該主題的機會都極少，如政治、體育、經濟話題，

這是課堂反應常呈現兩極化的主題，而在這門學生自選文章的課堂上，筆者看到了學生

所選文章與其背景個性有極大的相關性。整體看來，學生的興趣相當多元，從政治經濟

到生活話題都有人選擇。 

表 4學生背景與所選主題關聯性分析 

選文者 學生背景 文章標題 

學生 A 男，印尼華僑，企管專業，學習中文 1.中國外匯儲備跌破 3萬億美元該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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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了做生意。 嗎？ 

2.中國經濟：一季度GDP增長 6.9% 形

勢有那麼好嗎？ 

學生 B 女，日本人，自由作家兼譯者，喜愛

音樂藝術。 

音樂愛好者必訪 精選據點推薦 5選 

學生 C 男，韓國人，學習中文是為了當導遊。 陸客少了 夜市出招搶日韓客 

學生 D 男，印尼華僑，專業是經濟，當時相

當關心印尼華裔省長相關新聞。 

逾十萬印尼穆斯林上街 反鍾萬學示

威 

學生 E 女，韓國人，曾在醫院擔任護士，但

想藉由中文能力轉換跑道。 

巴西夫妻檔不當白領 改種咖啡 

學生 F 女，日本人，現為家庭主婦，愛旅行。 他用 6年走遍台灣 368鄉鎮 

用鏡頭看見你不知道的家鄉美景 

學生 G 男，印尼華僑，專業是經濟，上課時

總是說睡眠不足，經常精神不濟。 

年齡越大睡眠越少？ 

其實中老年和年輕人需一樣多睡眠 

學生 H 女，印尼華僑，大學的專業為企管，

在台從事仲介翻譯，沒有特別的興趣。 

看西方媽媽怎教孩子？其實台灣父母

很棒，只是缺「這個」 

學生 I 女，印尼本地人，希望日後能從事外

交相關工作。 

孔令信專欄：東南亞觀光客人數成長＝

新南向政策成功？ 

4.2學生自選主題與課本內容比較 

這個班級的學生，他們都學過《當代中文課程（三）》和《當代中文課程（四）》，

在這兩本教材中所涵蓋的主題如表 5所列。 

表 5《當代中文課程（三）》和《當代中文課程（四）》課文主題簡表 

當代三各課標題 當代三主題 當代四各課標題 當代四主題 

1. 開學了 學校生活 1. 十七歲還是二十五歲？ 網路 

2. 八折起 購物 2. 眼睛、耳朵的饗宴 藝術活動 

3. 外套帶了沒有 氣候與節日 3. 雲端科技 科技 

4. 我愛台灣的人情味 社會環境 4. 床該擺哪裡？ 風水 

5. 現在流行什麼 流行文化 5. 有夢最美 經濟情況 

6. 到鄉下住一晚 台灣農業 6. 天搖地動 地震 

7. 我最親的家「人」 家庭 7. 大學生的事 大學生活 

8. 我想做自己 教育 8. 他們的選擇 社會現象 

9. 網購時代 網路經濟 9. 再談台灣故事 歷史 

10. 我住院了 醫療 10. 應徵 就業 

11. 台灣故事 歷史 11. 文化、種族的大熔爐 社會結構改變 

12. 我要去投票 政治 12. 期待美好的未來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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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看到，這兩本學生所學過的中級教材，涵蓋的主題相當廣泛，學生在擁有

選材的自主權時，他們能夠在已有的詞彙基礎上，選取與自身興趣或是未來發展有關的

主題來閱讀，能夠符合「i+1」以舊帶新的學習模式。另外，在文章字數方面，《當代中

文課程（三）》和《當代中文課程（四）》的課文字數約五百字至九百字不等，學生選文

的字數略多於此，不過搭配從泛讀到精讀的策略，再加上教師的協助，學生還是能夠掌

握文章內容概要的。 

4.3學生的學習成效與回饋 

原本筆者所編製的第一份生詞單並未附上例句，但是在上完第一篇教師選文〈這麼

好康？應徵科技職缺紐西蘭提供免費旅遊〉後，學生主動提出是否能加上例句，基於以

學習者為中心的考量，再加上筆者認為也可以透過例句幫助學生複習之前學過的生詞，

因此在之後的講義就加上例句了。另外，原本教師的計畫是學生口頭報告後，即馬上討

論報告者所準備的兩個問題，但有學生反應是否能在精讀生詞後再討論，這樣他們更能

嘗試應用當篇文章的生詞，因此在教學順序上也依照學生的需求做了調整。 

學生透過這門課，能夠將書面的語言知識轉化為口語輸出讓同學明瞭他們感興趣的

主題，且在課堂討論中能針對各類主題發表自己的看法，且在紙筆測驗中能概述文章內

容，學生在這三個月的學時中，一方面複習了曾經學過的生詞，一方面也豐富了自己的

詞彙量及話題內容。 

五、結論與建議 

在這門第一次嘗試性開設的課程中，秉持以學生為中心的理念，並以學生的需求為

課程設計方針，並在開課初期與學生討論講義與課程進行方式，盡力提供學生最大的學

習助力，畢竟，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學生都希望學到的語言是實用且與他們的生活是

有連結的，而在制式的教材中，缺少調整內容配合學生興趣的空間，而這門課正好彌補

了此缺口。 

在這一門教材選材完全開放的課程中，筆者看到了報告者為了讓同學明白他們所報

告的內容所付出的努力，學習熱忱的確是由動機所驅動的，而且學生選材，也較符合同

儕的口味，因此同學之間的互動回應也是挺熱絡的，唯一的缺點是由於筆者是讓學生按

著報告順序將文章放在網路上，在學期初無法預期一個學期會學到哪些主題的文章，因

此課程結構較為鬆散，這是略為可惜之處，或許之後再教授類似的自選教材課程時，可

以讓學生將各自的選文在開學初就統一放置在網路上，教師也可以依照學生所選的主題

編排教授的進度，不過這個做法可能的缺點在於若學生所選文章的時事性很強，如學生

選文是某國大選的預測，但到了閱讀文章的時間點，選舉結果已經揭曉了，那麼此時讀

起來的討論性就降低了，這也是教師在課程安排上需要針酌考量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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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一語教材中，對於教材裡呈現之性別刻板印象問題已經有諸多討論，反觀二語教

材的研究，針對此議題的討論卻較少。「性別刻板印象」是指人類作為個體，在社會化

的歷程中，學習到社會文化賦予性別的特定規範，對於性別角色及其行為的信念與態度

形成一種固定及概念化的標記，並產生相對應的行為傾向。性別刻板印象同時包含著正

面與負面的特質，並不含有偏見與歧視，但是就教學層面來看，「性別刻板印象」的輸

入可能帶給學生負面的影響。 

以教授兒童華語學習者的角度來看，在教學的過程當中，除了語言知識的傳遞以外，

人格特質的培養也同等重要，因此性別刻板印象的輸入與性別多元教育是背道而馳的。

而以教授成人華語學習者的角度來看，不論是在臺灣抑或是在海外教學，都有可能碰到

班級組成多元化的情況，學生的背景不同，其價值觀當然也會有相異之處，含有性別刻

板印象的教材不但限縮了討論的話題，也可能讓學生在交流的過程中，產生摩擦或是誤

會，所以檢視二語教材中呈現之性別刻板印象，實屬必要，只有發現了問題所在，才能

進行修正。 

初步來看，華語教材中存在一些和一語教材類似的性別刻板印象，例：男性角色的

多樣面貌對比女性角色的單一面貌。因此本文將以內容分析法檢視華語教材中的插圖和

課文，透過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從外貌特徵、職業、社會地位、（人物）參與活動、人

格特質等五項指標作為分析準則。 

研究過程中，外貌特徵的刻版以展現全身的人物插圖為研究對象，其餘四項指標則

是以插圖和課文內容為研究對象，另外，對話型課文中若是沒有明確的說話角色，為了

避免後設的主觀認知，也會從中刪除。 

透過分析多套教材，歸納出在不同的華語教材當中，性別刻板印象所呈現的共性，

不但可以做為已出版教材未來改版的參考方向，還能夠提供另一個檢視面向，讓所有的

華語老師於自編教材時反思教材的適用性，如此一來除了能夠提供學生寬廣的學習視角

以外，還能夠塑造更開放的討論空間以及舒適的學習環境。 

關鍵字：華語文教材、性別刻板印象、新版《實用視聽華語》、教材分析 

一、前言 

華語文教學除了讓學生學習聽、說、讀、寫等語言能力之外，同時也是文化交流的

過程。不論是在臺灣抑或是在海外教學，教師都可能碰到班級組成多元的情況，學生的

國籍不同，其價值觀以及文化蘊涵理所當然會有相異之處，因此在交流的過程中，很有

可能會產生摩擦或是產生誤會。「刻板印象（stereotypes）反映著文化信念」（Elliot Aronson, 

2011:567），也就是說刻板印象大多是潛移默化的，不只是學生，教師本身也會帶著來自

母語文化的刻板印象。在教學現場，帶有性別刻板印象的發言，可能會讓學生產生不愉

快的心情，或是影響學習。 

身為教師，應該塑造一個低壓且開放的學習環境，讓不同國家的學生能夠在同一個

空間當中自在相處，如此學生才能心無旁鶩的投入學習當中，也才能讓學生的學習效率

提高。一本綜合性的教材不只可以讓學生學習語言，還是學生認識華語文化的重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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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教材內容所傳達的一切都可能影響一名學習者。因此若是教師選用臺灣出版的華語

教材，那麼當中可能就含有華人文化底下的性別刻板印象。 

《實用視聽華語》1、2、3冊自 1999年 9月出版以來，深受海內外好評，並廣被採

用至今（葉德明，2007）。另外，在接納了許多批評與建議之後，《實用視聽華語》於 2007

年全面改版，從原本的三冊增為五冊。許多來臺的華語學習者都是以此套教材做為學習

華語文的起步。因此，此次研究將以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五冊為例，分析教材當中含

有什麼樣的性別刻板印象，以及透過這些性別刻板印象所呈現出來的性別意識形態為何，

最後提出修改建議。 

1.1 性別意識形態 

Brooker（2003）「意識（consciousness）是一套態度、理念和價值，構成了個人、

團體或社會階級的覺察狀態與自我認同」（王志弘，李根芳譯，2003：66）也就是說個

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食衣住行、言談、價值觀，無一不受到意識的左右。意識形態乃是受

到社會文化的影響，所形成的系統性價值觀念體系，具有強制性及強烈的情感色彩，具

有高度的情意層面，使個人完全信守（Shils, 1968）。 

既然意識形態受到社會文化影響而後形塑，那麼該文化底下對於性別角色的期待與

認同，長期累積之下展現了性別刻板印象，也就形塑了「性別意識形態」。在鄭杏玲（2009）

〈性別意識的形成、解構與再建構〉中，以宏觀的角度統整了性別意識的形成以及性別

意識可能限制哪些成就發展。在研究中指出性別意識形態的行程主要是受到家庭教育、

學校教育以及媒體三大方面的影響。而在學校教育的影響當中，提及了課堂教材的重要

性。研究中顯示教材當中透過性別刻板印象的輸入可能強化性別意識形態，浸淫在當中

的人群可能自然接受男女有別、各司其職的論調，侷限了個人發展（游美惠，2014），

而且這樣的觀念透過生活當中潛移默化地輸入變得牢不可破。 

依據這樣的框架檢視其他針對教材進行分析的研究，李瑞娥（2001）〈國小社會教

科書性別意識形態內容之分析研究〉中，以抽樣的方式檢驗的教科書中的章節內容以及

插圖，發現教科書中男女出現比率不均，性格呈現仍舊展現了性別刻板印象，偉大的女

性人物被省略，且女性角色仍舊擔任「操勞家務」的任務。方德隆（2002）《國民小學

教科書性別意識形態的檢視》也發現國小教材強化了「男主外，女主內」的角色任務。

章卉（2014）〈小學語文教科書插圖性別意識形態比較分析──以人教版和康軒版語文教

科書為例〉則是研究性別意識形態是如何以插圖的形式呈現在教科書中，研究結果也表

示男性出現的次數比女性多，且男性的形象角色比起女性的形象角色要來的豐富許多。

透過上述幾篇針對教材剖析的研究，可以發現有些研究只專注於教科書中的插圖，有些

則是將課文內容以及插圖都納入研究範圍，不過得到的結果卻是相近的。普遍上教材並

沒有脫離「男主外，女主內」的意識形態，女性的多元性容易被抹滅，並且和「家庭」

強烈連結。在職業和性格特質上，也大多是男性剛強、果敢；女性溫柔、婉約的型態。 

1.2 性別刻板印象 

「性別」可分為天生生理上的生物性別（sex），和經過社會化以後，後天形成的社

會性別（gender），李美枝（2002）針對「性別」的概念指出，「性別」可以定義為性別

認同、性別角色與養育的性別。而其中「性別角色是性別所反映出來的期待，也就是社

會、文化根據性別，為其所屬個體所規劃的腳本。」（陳皎眉，1996：13）。也就是說，

人們所處的社會會賦予底下的男性及女性不同的任務與活動範圍，而人類則透過社會化

的過程，形塑出自我的性別角色。 

而「刻板印象」（stereotype），指的是社會對於某一特定群體中的人，有一組簡化的、

僵化的，且過度類化的看法（黃孋莉，1999）。也就是說，刻板印象將相同的性格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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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團體每個成員身上，無視他們之間的實際差異。但是刻板印象不一定帶有情緒，而且

不見得會導致故意的傷害行為。刻板印象通常只是我們簡化世界的一種方式──而我們

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會這麼做（Elliot Aronson, 2011：554）。因為它能節省許多花在認知

上的努力，讓社會中的每個人不必將「一個人」完全作為個體來理解（Robert A. Baron, 

2009）。刻板印象會影響一個人，使之對於他人或是他國產生固著且特定的想法。 

個體在社會化的歷程中，若學習到社會文化所賦予性別的特定規範，而對於性別角

色及其行為的信念與態度形成一種固定、刻板和概念化的標記，並產生相對應的行為傾

向時，即出現所謂的性別刻板印象（gender stereotypes）（黃文山，1990；劉秀娟，1999）。

簡單來說，「性別刻板印象」意即關於女性與男性特徵的固定信念，同時包含著正面與

負面的特質（Robert A. Baron, 2009：199），但不含有歧視。 

在畢恆達（1999）《當男人遇見女性主義：男性性別意識形成歷程之研究》當中提

到，男性受到社會上的性別刻板印象所影響，逐漸建構出該有的「樣子」，在工作場合

必須要抽菸喝酒，不可以表現出陰柔特質，以免被譏笑是娘娘腔，表現了男性在性別刻

板印象底下的被壓迫。 

在劉淑雯（1996）《溶解刻板印象：兩性角色課程對國小學生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

的研究中則是將性別刻板印象呈現在人格特質、家務分工、休閒活動、職業取向、角色

取向、生理差異和外在形貌上。張芝綺（2004）《兩性教育融入生活課程之研究──以卡

通做為改變性別刻板印象教材》的研究當中，以動畫作為研究對象，發現兒童對於職業、

玩具、家事、人格特質上存有性別刻板印象。另外，在中國的教育類學術期刊上也有類

似的教材研究，在張勛（2008）《小學數學教材中性別刻板印象分析》和鄭泉（2014）《三

種版本的小學語文教材中插圖人物的性別刻板印象研究》這兩篇中，都發現教材當中的

性別刻板印象呈現在男女角色、社會地位、人格特質以及參與的活動類型上。戴君芳

（2016）《透視性別意識形態的幽微展現──以國家教育研究院《性別平等教育Ⅰ～Ⅶ》

系列教材為例的分析》的研究中將教材中含有的性別刻板印象敘述歸納為：男主動，女

被動、男陽剛，女陰柔、女性與外貌緊密連結、「性」的雙重標準。 

上述幾篇研究多是針對教科書中的課文內容以及插圖分析，呈現性別刻板印象的現

象時，可以發現這些研究所歸納出的類別可說是大同小異。筆者透過彙整、分析上述研

究的結果，重新歸納出下列表格的項目，做為檢視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的基準，其中

的分類為：外貌特徵的刻版、人格特質的刻版、職業的刻版、社會地位的刻版以及參與

活動的刻版。 

 

表 1 性別刻板印象研究標準 

外

在 

外貌特徵 男性多穿著正裝，例如：西裝、襯衫等衣服展現幹練的一面。 

女性多著裙裝，表現出端莊典雅的一面。 

職業 男性的工作偏向多樣化，且大多是領導者角色。男主外。 

女性的工作偏向單一化，且大多是附帶者角色。女主內。 

社會地位 男性地位較高；男尊。 

女性地位較低；女卑。 

參與活動 男性多參與強度高的活動，例：籃球、棒球……等動態活動。 

女性多參與強度低的活動，例：閱讀、畫畫……等靜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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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在 

人格特質 男性多屬工具性特質，富有獨立自主、大膽、有企圖心、幹練、

具有邏輯性……等特質。 

女性多屬情緒性特質，富有溫柔、依賴、害羞、親切、服從、文

雅、整潔、體貼他人、柔順……等特質。 

 

二、研究結果 

2.1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中性別刻板印象之呈現 

此次研究將研究範圍規劃在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一到五冊中，只選課本不選練習

冊及教師手冊，且著重在課文以及插圖上。練習冊主要的目的在於讓學生練習語法點、

熟悉詞彙……等語言技能，因此資訊多屬片段（例如：句子重組、定式語法點練習）。

為了避免後設的推理，因此不選。教師手冊則多是延伸課本或是給予教師教學建議，其

內容多半與課本相同，且內容重心擺放在指令式的語言或是課堂活動的操作方法，因此

不適用於研究範圍當中。 

另外此次研究捨棄統計教材中男女數量多寡的量化研究，雖然五冊課本中的課文均

是以對話為主，四、五冊有部分單元採敘事型的課文，但是卻多由第一人稱視角書寫。

有時對話人物有明確的性別角色，例：李先生、王太太。有時則是以代號（A、B）呈

現兩人對話，此時難以辨別雙方性別，因此最終決定不計男女角色出現的量化分析，主

要透過內容分析法將課本上每一單元的課文以及插圖，進行分類整理。依據文獻資料中

對於「性別刻板化」之敘述歸納、綜合出多項類別並進行分析說明，統整出教材中的性

別刻板化樣貌。以及使用文本分析法探討除了對話式外的敘述型課文之內容。為了更深

入探討編輯者在教材的編制與撰寫過程中，可能預設的性別意識形態，因此透過此法進

行深度的分析，進一步探查課文中所隱含的性別意識形態。 

另外，依照文獻分析過後整理出來的檢驗標準（詳見表 1），「外貌特徵」的參考素

材只取課本當中的插圖。「職業」、「社會地位」、「參與活動」、「人格特質」等部分，則

是參考課本當中的插圖以及課文內容，再從中分析探討、彙整出脈絡走向。前兩冊的課

文沒有固定的人物，後面三冊則有固定的人物，由特定的人物推展每課的課文，較能看

出其中角色的特性。新版《實用視聽華語》設定的男性角色有：偉立、建國、李平、李

大偉、路康、張教授、錢先生，主要人物有七人；女性角色有：美真、台麗、錢太太、

表姐、欣欣、張教授的太太，主要人物有六人。人物數量相差不遠，但是出現的篇幅仍

有差距。 

2.1.1 外貌特徵 

在五冊的課本當中，第一至第三冊的圖片為繪製的插圖，第四冊、第五冊則是採用

真實的相片，不過在每單元的最後都會有趣味性的四格漫畫。因此這些圖片和照片當中

所呈現的男女樣貌，即是此段的重點蒐集對象。表二當中的計數並非課本當中實際男女

角色出現的數字，而是在圖片當中人物呈現全身，得以辨別衣服類型的男女角色人數，

「正裝」指西裝、套裝、禮服等類型的服飾。「便服」則是一般的 T 恤衫、牛仔褲、棉

裙、連衣裙……等。「文化服飾」是指能夠呈現某特定民族、特定文化的衣飾，因此獨

立一欄，例：旗袍、和服、戲服、中山裝、牛仔裝……等。「泳裝」及「圍裙」則是因

為難以劃分，因此獨立為一類。 

從統計當中可以發現，女性角色的插圖呈現，大多還是以裙裝為主，就連跟戶外相

關的話題，圖片都還是以裙裝呈現女子。比照現實生活，穿著褲裝或者是裙裝確實可以

是個人喜好的一部份，但是觀察過後可以發現，為了活動方便，大多女性的日常服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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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褲裝為主，由此可見教材當中的女子形象仍舊是刻板中的端莊女性。另外，雖然圍裙

出現的次數只有四次，但是每一次都是呈現在女性身上，且她們大多正在處理家事，或

者是在廚房料理，這不僅體現了家務分工的不均，而且也展現了編輯者含有「女性應該

操持家務」的刻板印象。 

不過教材中對於男性的呈現卻是比較真實的，五冊課本當中男性的穿著其實是以便

服、家居服為主，並沒有刻意藉由服飾展現地位的高低，以及權力特徵，和真實的社會

現況相當接近。 

 

表 2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一冊至第五冊男女外在樣貌統計 

課本 外貌 

特徵 

性別 

正裝 便服 文化服

飾1
 

泳裝 圍裙 

第一

冊 

男 11 46 2 0 0 

女 裙裝 褲裝 裙裝 褲裝 6 1 0 

6 0 26 6 

第二

冊 

男 13 60 0 0 0 

女 裙裝 褲裝 裙裝 褲裝 0 0 4 

4 1 18 4 

第三

冊 

男 2 17 0 0 0 

女 裙裝 褲裝 裙裝 褲裝 0 0 0 

3 0 4 7 

第四

冊 

男 11 12 12 0 0 

女 裙裝 褲裝 裙裝 褲裝 16 0 0 

2 0 5 0 

第五

冊 

男 8 13 1 0 0 

女 裙裝 褲裝 裙裝 褲裝 1 1 0 

4 0 4 4 

總計 男 45 148 15 0 0 

女 裙裝 褲裝 裙裝 褲裝 23 2 4 

19 1 57 21 

 

2.1.2 職業 

從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五冊當中，透過分析課文及插圖，統整出了 17 種不同的

                                                      
1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為一語言教材，除了主題性的對話以外，還會有文化對比的部分，因此出現了代

表特定文化的傳統服飾，男性的部分出現了牛仔、馬褂、京劇的戲服、太極服、唐裝；女性的部分則出

現了旗袍、和服、原住民傳統服飾、太極服、京劇的戲服、旗袍、唐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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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不包含學生），其中藉由男性呈現的職業有十二種，藉由女性呈現的職業則是十

種。而且有些職業只由單一性別呈現，例：歌手、司機、家管、強盜、警察、小偷、醫

生、助教、秘書、護士、工人等。從醫生和護士的職業來看，可以發現這裡的性別角色

仍舊呈現傳統的刻板印象，由男性擔任醫生，女性擔任護士一職，這樣的刻板印象在母

語的教材當中就一直不斷重複出現了，如今也被嫁接到學習語言的教材當中，其中也透

露出了地位高低不平等的情況，吻合了男性為領導者角色，女性為附帶者角色的性別刻

板。另外和「外貌特徵」相同，只要是和「家庭」、「家事」相關的服裝或是事物都是由

女性角色呈現。在這裡只有家庭主婦而沒有家庭主夫，這不僅侷限了女性角色，同時也

顯示了「母性」大於「女性」的印象。 

警察以及工人需要高強度的活動力，同時人身可能處在相對危險的環境當中，因此

「身強體壯」的男性角色乍看之下順理成章的成為了展現的模範，卻落實了能力價值的

刻板，是否能夠勝任這些工作應該以能力做為依歸，而非性別。除此之外，像小偷、強

盜這樣的犯罪人物，都是由男性的圖像展示，也可以顯示編輯者對於男性的負面刻板印

象。 

另外，「老師」一職乍看之下，男性角色似乎突破以往「女生適合當老師」的刻板

印象，但是男性計數當中，其中有三人課本內容明確給予他們「教授」的頭銜，而這時

與之附帶的「助教」就這樣順理成章地交由女性呈現，且男性教師的插圖多是展現專業

的上課姿態；女性教師的插圖卻是抓到學生談戀愛時氣憤的神態。從此可以發現男性展

現出的是作為一名教師時應具備的「工具性」、「專業性」；女性卻展現了自己的「情緒

性」。 

 

表 3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一至第五冊男女性別角色扮演角色統計 

 店

員 

老

師 

服

務

員 

歌

手 

上

班

族 

司

機 

家

管 

強

盜 

警

察 

小

偷 

醫

生 

護

士 

助

教 

兼

職

工

作 

秘

書 

工

人 

總

計 

男

性 

4 7 9 0 8 1 0 1 1 1 3 0 0 2 0 4 41 

女

性 

4 3 4 1 1 0 4 0 0 0 0 1 1 4 1 0 24 

 

2.1.3 參與活動 

在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五冊當中整理出了二十五項活動，有靜態為主的活動，例：

畫畫、閱讀、寫書法、看電視電影……等，也有動態為主的，例：跳舞、球類運動、極

限運動……等。大多數的項目當中男性角色的出現機率都比女性要來得高，其中屬於動

態活動的球類運動和極限運動，男性角色呈現的次數明顯比女性角色多。女性角色只有

在比較靜態或是具有娛樂性質的活動上，例：唱歌、畫畫、跳舞、購物，和男性角色出

現的次數才會是差不多的，而且男性參與的活動也較女性多元，在二十五項活動當中，

參與了二十四項。 

不但如此在「烹飪」上，女性角色明顯被桎梏於此項活動當中，而且課本圖片上顯

示的大多是母親為一家大小準備晚餐的畫面，而不是專業廚師的職業活動，一再地強調

家庭的重要性，忽略了做家務、烹飪並不只是女性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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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車和騎車上，也存在著常見的性別刻板印象，社會上大多認為男性的駕車技術

要比女性要來的高超，而女性則時常作為被接送者，這透露出了主導者和依賴者之間的關
係，女性因為沒有駕駛的能力，所以必須要依靠會駕車的男性。除了圖片呈現之外（駕駛為男

性，副駕駛上坐著的則是女性），課文當中也呈現了女性的怯弱，例： 

 

4-10-250
2
 

美真：就是這麼亂，所以我雖然有駕照，還是不敢開車。 

陸康：台北的捷運建好了以後，交通情況不是好了很多嗎？ 

美真：對阿。我就搭捷運，不必開車了。 

 

在現實當中確實有許多考到駕照，卻因為各種原因而不敢駕車的人，但這不應以性

別做為依歸，而是個人的價值觀或是個性影響了當事人的選擇。 

從上述分析所見，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之內容含有男性偏向高強度活動，而女性

偏向低強度活動的性別刻板印象。 

2.1.4 人格特質 

晏涵文（2011）我國男性往往被要求具備與「工具性」、「主動性」有關的特質，如

能自我肯定、追求成就、獨立、勇敢、果決等；而女性則被要求具有與「人際互動」、「情

感表達」相關的特質，如順從、依賴、細心、敏感、富同情心等。而在新版《實用視聽

華語》五冊當中，有多段課文都將展現了這樣的性別刻板印象，例： 

 

2-12-275 

小愛說著說著，哭起來了。 

2-12-283 

（小王媽媽）她說家裡讓小偷弄得又亂又髒，還有一些東西被打破了，說著說著就
哭起來了。 

4-3-59 

台麗：你們看不看連續劇？ 

建國：女生才喜歡。像我媽，一坐下就半天不動，還跟著劇情一會兒哭，一會兒笑。 

4-4-86 

錢太太：劇情很感動人，不過看完這樣的悲劇，讓人心裡很難過，忍不住要掉眼淚。 

錢先生：你就是愛哭，看連續劇也是這樣。 

 

這些片段都呈現了女性脆弱、纖細，同時碰到困頓或是不順心時可以「光明正大」

哭泣的「女性權利」，另外，這些哭泣的女性旁邊通常會有一位男性試圖安撫或是幫助

她們，這也對比了女性的感性特質和男性的理性特質。 

  除了一般的性別刻板意象之外，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當中還有一些課文片段呈現

了相對負面的性別刻板印象，例： 

 

2-7-160 

……他常把衣服脫下來，就扔在地上、床上，不掛在衣櫃裡書也不放在書架上，把

                                                      
2
 4-10-250表示文字內容節錄自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四冊、第十單元、第兩百五十頁。後面編號以此

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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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開開了以後，就不記得關上，出去也不關門。他喜歡在床上吃東西，吃飽了以後，
就把髒盤子、髒碗都放在床底下。 

4-6-138 

偉立：欸，幫個忙，把你的臭襪子拿走，好不好？ 

建國（躺在床上）：對不起，我起不來。 

4-6-164 

老張的壞習慣：不洗衣服、不整理房間、不愛乾淨、不洗碗盤 

 

懶惰、不愛乾淨習慣，展現了對於男性的負面刻板印象，然而衛生及生活習慣的養

成不是受性別所影響，而是個人選擇。 

2.1.1 社會地位 

晏涵文（2011）：「父母較盼望並願意支持家中男孩受更高教育，以換取較高的社會

地位，兒子的社會地位愈高，則意味父母的晚年保障；而對家中的女孩而言，父母多認

為…『書念太多或工作能力太強，會嫁不出去』，女性自身也容易有『依賴情節』。」在

傳統的價值觀中，往往比較重視男性能否能夠拿到具有保障的工作，且工作地位也賦予

了男性在社會中的「社會地位」。例如，在課文當中就有以下敘述： 

 

5-9-115 

「俗話說：『男怕入錯行』，男性在選擇職業、投入工作上，往往比女性遭遇更多的
困擾，一產生無成就感、失去信心、想要跳槽的危機。」 

 

然而真是如此嗎？在「職業」的分析當中，可以發現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當中的

男性角色所擔任還是具有較高名望的職業，如：教授、醫生、警察。且在第五冊當中，

課文會在最開頭的地方寫出該課主角的職業和性別，其中5-9-127出現的銀行高級主管、

電腦公司總經理；5-10-144 出現的化工長的董事廠以及廠長都是男性擔任。這些職業代

表男性多處於領導地位，而處於領導地位的他們社會地位理所當然隨之提升，因為他們

可以發號施令、可以獎懲員工。 

不論男女在選擇職業時都會遭遇許多困擾，更遑論女性可能會碰到同工不同酬、單

身條款、玻璃天花板……等問題。而且課文當中出現「男怕入錯行」，下一句即是「女

怕嫁錯郎」，這樣富含傳統父權價值觀的「俗語」展現了女性「依附者」的地位，由此

也就降低了女性在社會上的定位，一個「依附者」又怎麼可能得到太多的重視或是資源

呢？ 

社會地位是從很多面向聚集而來，西裝革履對比圍裙居家的外貌特徵，主導者角色

對比附帶者角色（醫生和護士；教授和助教），果敢的理性思維對比懦弱的感性思維。

這些累積都呈現了社會中女性的被動，難以追求更高層此的地位和待遇，透過上述的剖

析，不難發現在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當中，仍舊是埋藏了這樣的價值觀。 

1.2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中性別意識形態之呈現 

性別刻板印象並非是絕對負面或是惡意的，但是性別刻板印象的累積和重複出現，

卻會逐漸加深人對於性別的既定印象，然後形塑成意識型態，這時候，性別刻板印象不

再只是虛幻的「形象」，而成為了男性以及女性行為的「展現」，之後也就可能造成角色

的僵化，甚或是性別歧視，認為其中一個性別的地位或價值高於另一個性別。透過這次

的研究，發現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經由性別刻板印象累加之後呈現出來的性別意識型

態有二：一是去女性化，強化母性特質。二是男性的多樣面貌對比女性的單一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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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去女性化，強化母性特質 

從「外貌特徵」、「職業」、「參與活動」當中，可以發現有時男女比率乍看之下相差

不多，但是只要是跟「家務」、「烹飪」、「照顧孩子」、「圍裙」……等和「家庭主婦」相

關的圖像或是敘述，都是以女性為主要呈現人物。在課本當中還會特別強調這樣的角色

定位，例：5-9-127 的課文內容角色設定：王美君，三十歲左右，會計師兼家庭主婦。
一般來說，你的職位名稱代表了你需負責的工作，特別強調出家庭主婦，也就表示女性

角色必須扛起這兩個「職業」的工作事項，那為什麼不在男性廠長的後方添加「兼家庭

主夫」？像這樣強調女性的母性特質的內容還有以下： 

 

2-6-127 

林：……您要出去嗎？ 

陳：是啊，我去超級市場買點兒東西。……您也要出去嗎？ 

林：我到學校去接孩子。 

2-7-154 

爸爸：忙了一天了，文美，快坐下來休息休息吧！ 

媽媽：好，我把廚房的燈關上就來。 

媽媽（從廚房過來）：這是你的茶。要不要吃點兒水果？ 

爸爸：不用了，有茶就行了。 

5-1-27 

這課收錄了子敏的〈年夜飯〉，文中兒女不斷向媽媽「點菜」，要求年夜飯的菜色，
媽媽只是聽著，然後默默應下了所有要求。最後兒女終於發現媽媽的辛苦，改成大
家一起煮火鍋，媽媽說了句：「今年過年，好像比往年有意思多了。」 

 

課文中的「媽媽」總是要做家事、煮飯、照顧孩子，不論文中呈現的「她」是職業

婦女抑或是全職家庭主婦，最終都要回歸到「家庭」，女人的女性特質被抹滅，他們甚

至沒有那些刻板印象，她們沒有光鮮外衣，她們沒有軟弱的時間，她們沒有撒嬌、任性

的時候，因為她們是「母親」。當女人身為一名「母親」時，其女性特質將被剝離，她

們被要求「為母則強」，她們只要負責照顧先生、孩子，雞毛蒜皮的小事填滿了她們的

生活。職業婦女的出現更是開始累積出另一種扭曲的「母性」能力。，例： 

 

4-8-195、196 

教授：有的女人很能幹，能把事業、家庭都照顧得很好，她們才是真正的「女強人」。 

胡助教：女強人有什麼好？又忙又累，有的先生不但不欣賞，反而覺得沒面子，說
不定還想離婚呢！ 

 

照課文所說，「女強人」必須把「家庭」和「事業」都「顧得很好」，就像現代社會

所追求的，一個成功的女性就好像一定要家庭幸福美滿，事業成功順利。那麼單身族呢？

她們的事業成功，但是不願意組織家庭，她們算是成功的女強人嗎？或是今天有一個母

親為了照顧孩子而選擇離職，那麼她算是成功還是失敗呢？當課文內容在定論「女性」

時，卻不允許女性拖離「母性」，這樣的意識形態可以說是不斷地在灌輸女人，終有一

天，每個女人都是要回歸家庭的。 

而母性的強化也就相對削減了父親的家庭責任，這時對於男性的負面印象可能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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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成形，例： 

 

5-8-101 

單親爸爸有兩種情況，一種人忙著約會，希望女友可以分擔照顧孩子的責任，有的
人甚至把這種責任完全丟給女友。另一種人往往害怕讓孩子受到傷害，因此時非時
機成熟，她不願女友出現在孩子面前。 

5-9-116 

另外，已婚的男性要多看親職教育的書，學習如何教養子女，並且多花時間與子女
相處……。 

5-12-283 

……有些父親毫無愧疚地遺棄妻子和小孩，因為他們知道國家會妥善照顧他們。 

 

透過這些敘述，都會令人產生「男性」作為「父親」不如「母親」，但這樣的定位

卻是相當不公平，不論是男是女，沒有人一開始就知道怎麼教養孩子，也有許多的單親

爸爸和單親媽媽一樣，盡全力給孩子最好的。過度強化母性特質削弱男性的父親責任，

長遠來看，只會讓女性所必須負擔的責任愈加沉重，而使男性誤解某些事情並非自己的

責任，這樣的意識形態一旦形成，只會讓分配不均的家庭責任更加不平衡。 

2.2.2 男性的多樣面貌對比女性的單一面貌 

經過五個面向的探討，發現不論是哪一項，男性角色的比重都比女性角色的比重要

來的大，而且男性角色所展現出來的面貌是多元的，而且有正有反，有些不良的習慣（抽

菸、喝酒、懶惰、急躁），或是犯法的行為（小偷、強盜）。當然是對於男性負面的刻板

印象，但是多元的面貌肯定比起單一要來的接近現實。因為可以推估男性角色中可能有

什麼的人，抱有一定程度的審視。然而新版《實用視聽華語》幾乎沒有呈現什麼女性的

缺點，偏向負面的內容就是女性因為打扮花了很多時間，較於懦弱感性。但是這其實缺

乏了現實面的考量，一旦一個幾乎沒有什麼缺點的女性角色建立了，這對於現實當中的

女人來說是相當痛苦的，因為她們的行為舉止將被放大檢視，只要一和他人想像中的不

同，很容易就會產生誤解，或是不愉快。這也容易加深男女之間的誤會，以及增強被欺

騙感的產生。所以不論男女，只要是人，其面貌都應該是多元的，不論正面、負面都可

以展現出來，因為這才是真實。 

2.3 結論與建議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做為第二語言的學習教材，但是教材當中所呈現出來的性別

刻板印象卻和母語教材頗為相似，依照預設的〈性別刻板印象研究標準〉（表 1）下去檢

驗，發現每一項結果都符合預設。且教材當中展現的性別意識型態，除了男性的多元化

對比女性的單一化之外，還加強了母性特質。使用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的對象大多為

高中生以上的學習者，且以成人為最大宗，因此學習者的心中或許早有一套「性別刻板

印象」，其人格養成早已定型，但是放置到文化交流的層面來看，學習一個新的語言的

同時，學習者也會接受到該語言底下的文化，這時或許有些僵化的性別刻板印象，在外

國學習者的眼中是相當古板且不合理的，而這樣的古板和不合理，也就可能會影響到學

習者的學習意願以及對於學習環境的舒適感覺。為了提供舒適的學習環境，教師應該盡

力免除所有可能帶給學生負面影響的事物。 

教材並不需要刻意強化女性的母性特質，或者是可以加入更多男性主持家務的插圖

或課文內容，傳達「家務」是由「全家人」共同承擔的觀念。也可以呈現更多女性角色

從事不同工作的面貌，達成女性角色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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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涵文（2011）現代的性別角色觀念包含兩項重要特徵，一為強調較為平等的角色

（egalitarian roles），另一個則為強調雙性化、剛柔並濟的人格。或許有些人會感到疑惑，

認為：「如果要完全抽離性別刻板印象，那麼哪些插畫是適用的，如果畫了一個穿著西

褲的短髮女性，讀者卻誤認為男性怎麼辦？」然而認錯又何妨？性別刻板印象的消彌在

這個擁抱多元性別的世代有著重大的意義，圖中到底是男是女已經不再那麼重要，這並

不是要全面「去性化」，相反的，我們讓解讀的權利歸還給學習者，學習者如何看待圖

畫當中的人物是男是女，又怎麼看待有關家務分工的事，這些都可以交由學習者自身決

定，因此教材當中能夠盡量免除性別刻板印象，就能開拓學習者的接納度。每一個人都

會有陰性化的特質和陽性化的特質同時並存，分化它們就好比是分化男女，只會讓社會

更加不和諧，但是如果能夠接納，那麼當學習者面對不同的文化時，其胸懷可以也會隨

之敞開，這也是在文化交流的訴求下，華語文教學所應該努力的一個部分。 

三、參考文獻 

1. 方德隆（2009）。2008年國中小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與教學實施現況調查，教育部，

臺北市。 

2. 王逢振（1995）。女性主義，揚智文化，臺北市。 

3. 李瑞娥（2001）。國小社會教科書性別意識形態內容之分析研究，屏東師院學報，

第十四期，頁 563-602。 

4. 貝索（1996）。兩性關係：性別刻板化與角色，揚智文化，臺北市。 

5. 芳毓聖（2012）。高中英語教材之性別角色探索，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北市。 

6. 晏涵文（2011）。性、兩性關係與性教育，心理出版社，臺北市。 

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主編）（2008）。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一），正中書局出版社，

臺北市。 

8.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主編）（2008）。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二），正中書局出版社，

臺北市。 

9.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主編）（2008）。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三），正中書局出版社，

臺北市。 

1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主編）（2008）。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五），正中書局出版社，

臺北市。 

1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主編）（2008）。新版《實用視聽華語》（四），正中書局出版社，

臺北市。 

12. 張芝綺（2004）。兩性教育融入生活課程之研究：以卡通作為改變性別刻板印象教

材，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北市。 

13. 章卉（2014）。小學語文教科書插圖性別意識形態比較分析──以人教版和康軒版語

文教科書為例，教科書研究，第七卷第一期，頁 81-104。 

14. 游美惠（2005）。性別教育最前線：多元文化的觀點，女書文化，臺北市。 

15. 劉淑雯（1996）。溶解刻板印象：兩性角色課程對國小學生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北市。 

16. 鄭杏玲（2009）。性別意識的形成、解構與再建構，性別文化與通識教育研討會。 

17. 鄭泉（2014）。三種版本的小學語文教材中插圖人物的性別刻板印象研究，教育導

刊，04期，頁 71-73。 

18. 謝臥龍（2002）。性別：解讀與跨越，五南圖書出版公司，臺北市。 

19. 謝臥龍（2002）。性別平等教育：探究與實踐，五南圖書出版公司，臺北市。 

20. Elliot Aronson, Timothy D. Wilson, Robin M. Akert（2011）。社會心理學，揚智文化

出版社，新北市。 

547



21. Robert A. Baron, Donn Byrne, Nyla R. Branscombe（2009），社會心理學。心理出版

社，臺北市，。 

22. Saul Kassin, Steven Fein, Hazel Rose Markus（2012）。社會心理學。雙葉書廊，臺北

市。 

548



越南腳踏車產業的華語教材編寫實務研究 

向麗頻 

摘要 

本論文的研究背景為本系每年暑假均派遣實習生到越南台商公司針對工廠員工教

授中文，其中數家與腳踏車組裝產業相關的公司，希望能特別為其研發客製化教材。此

論文乃教材研發的前行研究，將對該產業公司進行數項調查，1.腳踏車產業語料蒐集；

2.教材產業主題商榷；3.員工華語程度測試。在完成上述數項調查後定出課文架構，進

行教材編寫。預計於 2018年暑假編成初稿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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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台商商務華語編寫實務研究—以《越南工廠華語通—

辦公室用語》為例 

鄭雅文、王季香 

文藻外語大學華語中心教師 、文藻外語大學應用華語文系副教授 

sheena242526@gmail.com、75008@mail.wzu.edu.tw 

摘要 

文藻外語大學應用華語文系(以下簡稱本系)早在 2007 年，政府尚未推動南進政策

前即與越南台商簽訂實習合約，於每年暑假甄選學生到越南胡志明市，進行為期兩個

月的華語教學實習，讓越籍員工瞭解台灣的華語與文化，以符合台商的工作需求。有

鑑於「通用化」的華語教材缺乏針對性、國情性及時代性，本系相繼推出《越南職場

華語通》、《越南工廠華語通》等教材，並落實教學，皆獲得良好的教學成效。隨著台

商的業務拓展，上述教材對公司各部門之辦公室已不敷所需。於是，本系因應越南台

商辦公室交際所需，並經由學習者的問卷調查，擬編寫《越南工廠華語通—辦公室用

語》，針對人事部門之人員招聘、請假及員工訓練；業務部門之訂單、交貨、出貨、客

戶滿意度；會計部門關於薪資的計算、發放等，編出適性適用的辦公室用語教材。這

可謂是客製化、專業化的華語教材示例。本文即通過 ADDIE 的教材編寫設計模式論析

《越南工廠華語通—辦公室用語》的編纂過程與實務，冀能讓華語教材在日趨專業化、

客製化的需求下，提出可供參考的資藉。 

關鍵字:ADDIE、客製化、專業華語、越南工廠華語通、辦公室用語 

一、前言 

自 1990年代起，我國即積極啟動外交及經濟的「南向」1政策，推動台商海外投資，

將對投資中國的重心轉移至東南亞國家，包括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新加

坡、越南、汶萊等七個國家。根據經濟部全球台商服務網2的統計資料顯示，在越南地

區自 1988年至 2017年 7月底累計，台商在越南投資金額達 306億 4,365萬美元，外資

投資排名第 4 位。目前台灣在越南投資的企業已超過 5000 家，在越南的台商人數也逾

4 萬人，台商在越南除了要掌握經營策略、經營目標，還要面臨商業競爭、法令規定、

管理制度、語言障礙、文化差異等問題，要順利在越南成功佔有一席之地實屬不易。  

2014 年 513 事件3因受到經濟利益與政治因素的影響，在越南發生大規模的排華示

威與抗議，台商遭受襲擊，造成極大的損失。越南人因溝通不良、管理失當等問題，

長期積怨也使得排華情緒高漲。有鑑於此，多數越南台商願意提供更多實習機會，讓

學生到當地教越南員工學習華語。多年來，文藻外語大學一直與越南台商保持良好關

係，並希望透過產學合作協助越南台商解決語言溝通障礙這方面的問題。文藻外語大

學應用華語文系(以下簡稱本系)自創系以來，即十分重視學生的專業學習及實務練習，

2007 年在越南設立「越南臺灣教育中心」，積極著手進行華語課程設計開發與華語教師

培訓的工作，這幾年有了相當的成效。文藻外語大學還負責辦理教育部選送華語教師

赴越南學校，此計畫是甄選華語教師並協助安排至越南的學校任教。本系為學生落實

                                                      
1
 「南向」政策 https://goo.gl/xHpR5Z 

2
經濟部全球台商服務網 https://goo.gl/puZnii 

3
越南 513事件 https://goo.gl/3MU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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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協助台商企業改善語言隔閡問題，在 2007 年與越南台商簽訂實習合約，每年暑

假甄選學生至越南胡志明市實習，學生在當地進入台商企業，進行為期兩個月的華語

教學，主要教學對象為越南台商的越南籍員工。學生的教學目標是讓越籍員工能使用

華語運用於職場上，並讓越籍員工能了解台商企業文化，以符合台商企業在地工作上

的需求，促進台商與越南籍員工溝通更順利，提升工作效率。 

2016 年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4整合各部會、地方政府，以及民間企業與團體的

資源與力量，從「經貿合作」、「人才交流」、「資源共享」與「區域鏈結」四大面向著

手。其中「人才交流」是以「人」為核心，深化雙邊青年學者、學生、產業人力的交

流與培育，促進與夥伴國人才資源的互補與共享。513 事件不但沒使得台商撤資，反而

增加更多投資案，再加上「新南向政策」的推行，台越合作將隨著經濟脈動的趨勢更

加發展，華語文的教育的需求也將隨著擴大。本系有與台商進行了解後，深深有感於

教學成效的好壞與教材的針對性、實用性、國別性息息相關。 

國別化是針對不同國別或語言文化背景相似的國家，編寫的華語教材(李祿興、王

瑞，2008)。目前的華語教材多為通用性教材，主要是為生活溝通所需而設計的教材內

容，但這些教材已難滿足各個不同學習者的需求。本系有感於「通用性」的教材針對

台商缺乏針對性、實用性及國別性。為了因應暑期越南台商實習，而朝著針對性、實

用性及國別性教材編寫努力。2006 年編寫《上班族說華語》中越文對照版，是適用短

期實習教學使用的教材。2010 年本系針對越南台商的員工，在華語學習上的真正需求，

整合學生實習後教學經驗、結合台商的具體需求，將《上班族說華語》適度調整修改，

首度推出《華語快易通》教材，經學生實習試教發現，此具有針對性、實用性、國別

性的教材，十分受到好評。2011 年再度推出《職場華語通-越南人學華語》，並於 2014

年正式出版。《職場華語通-越南人學華語》是根據越南台商特有的情境所編寫的教材，

側重於口語。由於成效良好，2014 年與在越南生產加工泡棉、地墊、鞋底、中底等塑

膠製品的「今立塑膠公司」合作，今立與本系已保持十年的長期合作關係，他們基於

對工廠員工語言交際的需求，希望能繼《職場華語通》後，針對工廠的溝通交際需求，

編寫一本也是側重於口語的客製化教材，專屬於學生暑假期間至今立公司實習之用，

對工廠員工進行教學使用的教材，於是《越南工廠華語通》應運而生。此一教材係由

本系廖南雁、王季香、卓福安老師與本校華語中心廖淑慧主任及鄭雅文、周毓琳老師

組成的團隊所編纂。歷時約半年時間完成，並於 2016 年七月的越南暑期實習課程試用。

我們根據學生的試用實際情況再整理修正，2017 年七月實習使用本教材，獲得今立公

司與學員極好的評價。 

2017 年 3 月與今立公司再度合作，此次是針對辦公室文員所編寫的教材《越南工

廠華語通—辦公室用語》，此一教材係由本系廖南雁、王季香、卓福安老師與本校華語

中心廖淑慧主任及鄭雅文、由上述老師外加上黃光頁老師組成的團隊所編纂。可謂是

除了具有針對性、實用性及國別性之外，更是繼《越南工廠華語通》，又一本客製化的

教材。本文擬就《越南工廠華語通—辦公室用語》的設計與編寫過程加以論析。   

二、文獻探討 

周健曾提出以培養漢語語感的教學為核心，提出語感培養理念下「三方合作、量

身訂作、定向發行」的教材編寫原則與創新思路。(周健，2010)《新编菲律賓華語課本》

這套教材是由菲律賓教學中心、中國方面教材編寫組、北京大學出版社三方合作的，

是特別為菲律賓中小學時年級制所量身訂做的，由北京大學出版社負責監控出版。本

                                                      
4
中華民國行政院 新聞傳播處 資料來源：https://goo.gl/D2U4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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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亦是採取三方合作方式，由今立公司、文藻外語大學應華系、文藻外語大學華語

中心三方合作。今立公司提供符合工作情境的語料，由文藻應華系與華語中心教師共

同合作編寫，最後由文藻外語大學負責印製。這次更是一次突破，以往由文藻外語大

學收集語料，自行編寫教材，再請今立公司校閱，經過多次修改、審核、試用再出版。

但這次是由今立公司先提供相關語料，讓我們能夠儘快深入第一線工作，避免因閉門

造車，造成脫離現實情境或因多次修改所造成人力與時間上的浪費。這次三方各發揮

專業，共同合作並各負其責任，以縮短教材編寫的時間及提高教材的質量。 

于海闊、李如龍認為目前的漢語教材有以下幾個問題:1.在國外使用的教材都太

「中國化」，未能符合實際需求。2.教材未能體現漢語特徵，使用過多語法點且安排不

夠系統化。3.教學安排不夠科學，難度太高且編排不夠合理（于海闊、李如龍，2012) 。

許多商務華語教材內容缺乏真實性、不適用、不能展現於商務情境中，且多以編寫者

預設商務活動時的情境為內容。本教材是完全根據今立公司辦公室實際情境，以越南

台商的職場文化為背景，再配合工作上溝通需求所纂寫的教材，內容已排除編寫者的

主觀意識。一般教材內容的語法點過多，或是語法安排系統不夠緊密，導致增加學習

者的困難。本教材採用辦公室常用的情境、配合常用語法，避免使用過多艱深、不常

使用的語法點，並著重於詞彙的運用，以符合工作上溝通的需求。教材內容不給予過

多高難度的對話內容，採簡捷、適切、符合辦公室文化的合理教材，提高學習者的興

趣。 

廖淑慧分析越南台商華語學習者需求時提及:設計出符合語言情境的語言任務，使

學習者感到實用而獲得學習的滿足。《職場華語通-越南人學華語》是專為越南員工華

語能力初級者所設計的，內容除了員工在職場上所需運用的職場倫理外，還涵蓋了公

司理念、台商的生活與文化。書中內容共計八課，分別為「我是誰」、「你要做什麼」、

「加班」、「請假」、「公司規定」、「停電廣播」、「拜土地公」及「吃尾牙」，此一教材適

用於一般基礎級員工，符合公司理念，並能有效地協助主管與員工之間的人際交流，

也能使得台商方面與越南員工彼此了解台越文化習慣。（廖淑慧，2012)不過，隨著時

間的改變，而學習的對象仍維持不變，對這些文員來說，這本教材已不能滿足他們的

需求，教材必須隨著學習者的需求、交際場域、交際目的等方面設計增添的必要，於

是便有了進階級教材纂寫的計畫。《越南工廠華語通—辦公室用語》針對人事部門之人

員招聘、請假及員工訓練；業務部門之訂單、交貨、出貨、客戶滿意度；會計部門關

於薪資的計算、發放等，編出適性適用的辦公室用語教材。《越南工廠華語通—辦公室

用語》是由今立塑膠公司、文藻外語大學應華系與華語中心三方共同合作，所編纂客

製化之專業華語教材。在經濟發展不斷地改變下，教材也必須順應時代改變的趨勢而

有所改進，目前客製化教材並不多見，希望《越南工廠華語通—辦公室用語》能提供

各界參考，使華語教材能更客製化、專業化。 

三、研究方法 

ADDIE系統在 1975年由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教育技術研究中心為美國陸軍設計

和開發的，主要是用來培訓軍隊所使用的系統。ADDIE 系統一共有五個階段，分別分

析（Analysis）、設計（Design）、開發（Development）、實施（Implementation）、評鑑

（Evaluation）。本編輯小組也是以 ADDIE 架構教材編寫，以目標為導向有系統的編纂，

以《職場華語通-越南人學華語》教材編寫的經驗，再依目前需求的實際情況，進行五

階段編寫《越南工廠華語通—辦公室用語》。 

1.分析階段：分析《職場華語通-越南人學華語》八課教材內容，適合初級華語能

力學習者，教材內容包含職場倫理、人際交流、台越習慣、公司理念四大主題，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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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公司方面與越南員工的好評。不過，本系經由問卷調查後分析，學習者的華語文

能力、目前教材的使用情況、以及今立公司方面的需求，編輯小組認為教材內容應更

深入職場交際應用。經編輯小組分析後，決定編輯適合短期使用的教材，《越南工廠華

語通—辦公室用語》共計五個單元，每個單元有一個部門及兩個教學目標，分別為：

「業務部門」訂單變更處理、顧客滿意度調查；「報關部門」安排報關、包裝明細；

「人事部門」招聘、新進員工資料；「會計部門」薪資審核、核對帳單；「員工訓練部

門」請假規定、獎懲規定。 

2.設計階段：分析學習者的學習需求後，編輯小組根據分析需求設計教材對話內容、

教學活動、教學評量等。教材內容要符合職場上所能運用的真實語料，對話內容要富

有趣味性、適用性，除了選用適當的常用專業詞彙外，還要符合學習者的語言程度編

寫語法。教學活動以職場上常發生的情境設計，以「角色扮演」方式讓學習者能夠透

過角色扮演，順利將學習的內容帶入日常會話情境中。 

3.開發階段：依據設計的藍圖，首先由今立公司收集並提供相關語料，編輯小組根

據語料分工進行撰寫教材，教材內容含對話、詞彙、語法、活動設計與教學評量。教

學評量設計採「問與答」方式，利用職場上常使用的真實材料，例如：表格或報表，

讓學習者能瞭解圖表內容，利用圖表多次練習增加記憶，冀能順利以華語表達或回答

問題。 

4.實施階段：編輯小組固定時間開會討論，希望教材是符合單元的要求，按照學生

的程度與需求進行。在進行編寫時，對於提供的語料或情境不理解的部分，還請今立

公司協助釐清，以便發展成貼近學習者需求的整體教材。 

5.評鑑階段：總結教材編寫品質與成效，教學評量以課堂活動方式為主軸，主要目

的是讓學習者能將所學活用於辦公室之溝通交際。設計教學活動，內容以「角色扮演」、

「問與答」方式讓學生能夠延伸學習，同時可由學習者的反應瞭解其吸收的情形，藉

由學習者的反應與建議，可檢視教材的品質與成效，並得以討論以及修正教材。 

四、結果與討論 

4.1、語料收集與分析 

廖淑慧（2012)調查越南台商員工學習華語需求提及，越南台商投資以工業為主，

其行業類別包括製鞋、製衣、紡織、食品、水泥、摩托車生產等，大部分臺灣人、大

陸高級幹部、越南高階幹部都能用國、台語溝通，但越南員工與台灣或大陸高階主管

溝通有極大的問題。大部分台商都希望能培訓越南基層員工學習華語，使得溝通更順

利，進而提高工作效能。但學習華語應該使用什麼詞彙、如何表達、用於何種情況等，

各個行業、各家公司、各個主管階級、甚至學習者的需求與期待有相當的落差。在調

查中還發現，即便是同一產業，雖然詞彙已具有相當特定性、專業性，但依工作需求

不一定符合適用性。在詞彙取材是要一般基本訊息？專業詞彙？還是短語？在取材上

可能出現不同的看法。在雇主方面，希望員工學習華語的同時，也能受到熏陶了解公

司理念與核心價值。 

為了使教材更符合雇主的期待、學習者的需求，文藻外語大學應華系與今立公司

再次攜手合作，為了解決取材上認知的不同，我們首先設定的行業別仍是塑膠製造業，

適用範圍設定為辦公室文員所使用的語言。語料收集與提供皆由今立公司詹尊豪副理

負責，透過卓福安與應華系詹副理討論後，編輯小組決定蒐集業務、報關、人事、會

計、員工訓練共五大部門的語料。這些語料與《職場華語通-越南人學華語》比較起來，

詞彙選取更難一些，符合進階級華語能力者使用，語料中的對話內容也更具針對性，

在辦公室語用中更能達到各部門順利溝通。針對蒐集的語料，經過整合與分析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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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小組根據以下分析結果為教材編纂的依據。 

以《職場華語通-越南人學華語》第五課「公司規定」為例： 

第五課對話一 

 組長： 美珍，現在七點十分，你遲到了。 

 員工： 對不起，路上塞車。 

 組長： …………….. 

 員工： …………….. 

 組長： 不能準時到，要先打電 

 員工： 後我早一點出門。 

  

第五課對話一的內容是提醒員工要有時間觀念，不是要教導學員說出遲到的原因。

還要讓學習者瞭解職場倫理，不能準時到達公司或是要請假，都得事先讓主管方面瞭

解。雖然已達到教學目的，但不夠深入，學習者需要學習更深入的對話。《越南工廠華

語通—辦公室用語》第五課對話二也是公司規定，課文內容提到獎懲分明。 

以《越南工廠華語通—辦公室用語》第五課「員工訓練」為例： 

第五課對話一 

培訓人員： 我們的假別有：事假、年假、婚假、喪假、病假、工傷假、國定假日、產假等。 

新進人員： 請問什麼是工傷假？ 

培訓人員： 是員工在工作中受傷，當事物發生時，立即休假。 

新進人員： ……………….. 

新進人員： 婚假、產假有幾天？都有薪水嗎？ 

培訓人員： 年假、婚假、產假都有薪水，婚假是三天。女性分娩有六個月的有薪假，男性配偶有

五天。 

這個對話是針對請假部分規定的敘述，與《職場華語通-越南人學華語》對比，這

個請假的內容較具體，語言能力的要求也明顯高一些。分析請假部分，對於假別及請

假規定，辦公室文員應能以華語分辨假別，並能以華語儘速敘述請假的相關規定。 

以《職場華語通-越南人學華語》第五課「公司規定」為例： 

第五課對話二 

員工 1： 陳主任，這是阿春，今天剛來的。 

主任： 歡迎你。我先說一下公司的規定，你注意聽。 

員工 2： 我知道，第一，上班要準時，不可以遲到。 

主任： 對。遲到太多，考績不好，沒有獎金。 

員工 2： ………………… 

這是一段主管對新進員工的談話，對話內容提到不按照規定將受到懲處，若表現

良好都符合公司要求達到考績標準，將得到獎金。 

以《越南工廠華語通—辦公室用語》第五課「公司獎懲」為例： 

第五課對話二 

培訓人員： 我們公司的獎懲非常分，做得好一定得到獎賞，做不好才懲處。 

新進人員： 處罰有哪些？ 

培訓人員： 不按照公司規定才處罰，例如：事假沒事先提出申請。 

新進人員： 處罰要扣錢嗎？ 

554



培訓人員： 不是的，得看犯了什麼錯。例如：在工廠裡面，工作項目不符合公

司的要求，我們會先給員工上課訓練，再犯錯，就調單位。 

新進人員： ……………… 

分析辦公室用語需求，針對公司規定應該還有進一步獎懲的問題，不是只要先打

電話告知公司就可以，對於有些情況還要先提出書面申請。另外就是角色的問題，以

實際情況來說，越南人與越南人彼此應該會使用越南語對話，但也有可能台商高階主

管直接招聘新進人員，他們之間的對話才可能使用華語，這個對話的設定一方面是使

用這個情境，讓辦公室人員也能進一步學習更難的詞彙，能進入更深層的語境，達到

與主管溝通的目的。 

4.2、教材內容設計 

關於華語教材的編寫，多位國內外學者均提出需要具備針對性、實用性、科學性、

趣味性、系統性。(劉珣，2002；呂必松，2005；蔡雅薰，2009) 《越南工廠華語通-辦

公室用語》除了得具備以上功能外，還必須是針對今立公司辦公室用語的需求，編寫

的專業客製化華語教材。辦公室文員分別在不同部門，根據今立公司所提供的語料分

析，共分五個部門編寫教材內容。這五個部門分別為業務、報關、人事、會計、員工

訓練，這些部門辦公室文員常需要使用華語與高階主管溝通。專業華語 (CSP) 之教學

目標是要培養，學習者具有某種專業領域的溝通技能為主，《越南工廠華語通—辦公室

用語》就是以今立公司辦公室為範疇，量身定做一套使學習者學習後，能具有專業華

語溝通技能為設計目標。。  

(1)業務部門：業務部門與主管間常溝通的部分有，營業額、報表、訂單情況、交

貨進度、顧客滿意度等，對話內容依上述幾項情境編寫。 

(2)報關部門：報關部門必須要準備包裝明細，向海關申報，再辦理出貨。同時，

報關部門還要與生管單位配合，得留意生產及包裝進度、裝箱明細、送貨地點等方面

的文書處理。 

(3)人事部門：這個部門必須負責公司招聘的各項事務，還有負責管理員工考績、

外籍員工居留、簽證事務。 

(4)會計部門：會計部門要處理每個月的薪資、獎勵金、懲處扣款，對外還要收款、

催帳。萬一有不能收回的呆帳，還得馬上稟告主管，儘速出面處理。 

(5)員工訓練部門：新進員工都非常希望瞭解公司福利或是請假規定、獎懲辦法。

這單元除了讓員工瞭解假別、請假是否扣薪資外，還有獎懲需要填寫「獎懲紀錄單」，

必須經過由當事人簽名，一切都公開、透明。 

4.3、教材開發 

教材內容依部門共分五個單元，每一個單元有兩個對話內容，還有詞彙、語法、

活動設計與教學評量。活動設計以公司現有的材料為範本，讓學習者熟悉且能運用。

例如：顧客滿意度調查，這對企業發展以及永續經營是非常重要的，運用「問與答」

將「顧客滿意度調查表」讓學生能迅速了解並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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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顧客滿意度調查表 

辦公室用語依部門的不同，所使用的詞彙、語境也不相同，為提升工作效率，必

須訓練學習者能深入瞭解各部門辦公室常用語境。 

4.4教材實施 

辦公室的文員大多已具備華語文的能力，只是這些語言能力是否真能運用於工作

上？這是大部分學習者的難點。經過多次會議討論、整理、修正後，將編寫好的教材

再請今立公司詹副理進行核對，期對話內容與辦公室情境、語用能達到需求。詹副理

核對後，提供改善的建議，編輯小組依據建議再予以修編，使得教材更趨完善。 

4.5教材評鑑 

根據專家建議後的教材，目前教材即將問世。文藻外語大學預計 2018 年初再甄選

一批實習的學生，2018 年暑期再赴越南台商公司使用這本教材教學。文藻大學將有一

學期的教師培訓計畫，其中包括教材使用、教材教學設計、課程設計、教學活動、教

學評量等，最後學生到越南實習後再評估與檢討，編輯小組將根據學生的實際回饋，

再做最後的討論與修編。 

五、結論 

本教材編寫的目的分兩個面向，公司方面需求目的以及學習者需求目的兩方面。 

5.1公司方面的需求目的 

（1）提升專業語言能力：本教材為中級華語程度，收集辦公室內常用且必要的詞

彙，提升辦公室文員與各部門主管的華語文溝通與表達能力，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2）瞭解主管所下達的指令：使用明確與精準的對話，能明確表達指令與語用。

當主管想要瞭解各部門最新訊息，或是要解決問題的發生，此時，主管所下達的指令，

各部門的文員必須確切瞭解與掌握指令的正確訊息。 

（3）學習瞭解辦公室用語：辦公室用語是負責內部部門之間的溝通橋樑，本教材

協助基層員工瞭解公司制度、規定的用語，與對外溝通、協調。員工可根據不同的情

況，能迅速瞭解與應變處理。 

5.2學習者方面的需求目的 

（1）提升專業華語能力：本教材協助員工將所學的生活華語，提升為商務華語，

解決辦公室用語中必要學習的專業詞彙與語用，能將所學完全運用於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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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習專業華語術語：雖然《職場華語通-越南人學華語》是針對性、適用性、

實用性相當高的教材，但這本教材已不敷使用。本教材使用常用辦公室用語，且為更

高階詞彙、更專業性的對話內容，協助員工在不同工作單位、不同部門均能適切運用

華語溝通。 

（3）期能精準掌握指令：辦公室的文員就是重要的溝通橋樑，本教材協助他們必

須掌握問題的訊息，傳達給主管瞭解並統籌處理，文員再依主管的指令執行或是轉達，

以便能快速、儘速完成工作，提高更好的工作效率。 

職場上，辦公室裏每天要處理的事務相當多、也相當繁雜，能準確掌握主管所下

達的指令，使得員工能掌握正確訊息、立即處理，對企業來說是十分重要的。本教材

期能協助台商與員工達到最高的工作效率，並希望能提供給教材開發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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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跨文化交際下「文化詞語」之對比分析 

戴俊芬 

摘要 

「語言系統內部可以大致分為幾個子系統：語音系統、詞彙系統、語法系統。在幾

個子系統中，詞彙最能反映出社會文化的特徵，也最容易受社會文化的影響」（周小兵，

1996：122）在詞彙系統中，文化詞語是跨文化交際中重點之一。因為文化詞語多為表

層結構意義，與背後的文化深層意義，產生了落差。故在進行跨文化交際，能對不同語

言之文化詞語進行分析、探索，能有助於互相理解、互相溝通。 

本文以華語中「文化詞語」為研究對象，並以熟語中的成語、慣用語為範圍；先將

文化詞語，依其表層結構所涉之性質與意涵等方面，進行分類與分析。其次，再對照越

南語詞彙系統之相關部分，進行詞語與文化對比。希望能針對中越文化詞語，能有系統

的對比語料，以及相關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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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華語學習市場擴展機制──以文藻越南華語輸出據點

為例 

許癸鎣 

文藻外語大學國際暨兩岸合作處臺灣教育中心主任 

ingermarhsu@gmail.com 

摘要 

越南從 1986 年開始改革開放，至今 30 年。在目前這個時期正是越南從開發中邁

向另一個成長的時期，台灣為越南第四大投資國，中國大陸也與越南在各層面緊密交流。

華語學習，在這個地區過去幾十年逐漸成長，為越南第二外語的首選，未來也將仍是重

要外語。 

越南華語教學外在成因的教學規模、教學類型、培訓重點、師資等因素是否影響華

語學習擴展？而另一方面就是，依學習者背景、外語能力、學習動機及學習方式等因素

是否為內在成因的影響因素？文藻外語大學獲得教育部補助華語輸出計畫，在河內國家

大學所屬外國語大學成立華語輸出據點。在此一基礎下，本研究根據過去文獻，找出華

語學習市場擴展影響指標，引入多準則決策分析方法進行指標的建構，以形成華語市場

擴展決策層級表。依照這個層級表對專家進行訪談，以訪談結果確認此決策層級表可行

性，進行 FAHP的分析以找出各項指標的影響權重。 

關鍵字：第二外語 L2、市場擴展、多準則決策分析工具、FAHP 

內文 

本研究以「策略導向」及「企業行為」兩大面向討論華語市場的擴展。所謂「策略

導向」是指企業(或機構)的思考、想法以及態度，如市場導向或學習導向等；而「企業

行為」指的是企業(或機構)的做法，如行銷、生產或服務等。這兩大面向說明企業或機

構的態度、文化、策略及思考方式，另一面則是企業或機構的行為、作為、行動或反應。

這兩個面向為最核心的目標，為了達到華語市場的擴展。而在這兩大面向下，則各有其

所屬的次項內容。下分別含有的三個因素：市場導向(Market Orientation, MO)、創業導

向(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EO)以及學習導向(Learning Orientation, LO) 以及另外的

兩個因素：行銷適應(Marketing Program Adaption)與在地整合(Local Integration)；這五個

因素可以做為目標層下的標的層因素指標。接著就是五個因素下總計有 17 個因素做為

準則層，以下詳細描述影響因素層級表的建立。本研究歸納過去學者研究，進而整理出

可能是華語市場擴展的相關因素。本研究歸納整理之因素層級表包括三層，分別為目標

層、標的層以及準則層，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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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小企業進入海外市場影響因素層級表 

目標層 標的層 準則層 

A1策略導向 

Strategic 

Orientation 

A11市場導向 

Market 

Orientation 

A111客戶導向 Customer orientation 

A112競爭者導向 Competitor orientation 

A113跨功能部門協調 

Interfunctional coordination 

A12學習導向 

Learning 

Orientation 

A121承諾學習 Committed to Learning 

A122分享願景 Share vision 

A123虛心接受 Open-mindnesess 

A13創業導向 

Entrepreneuria

l Orientation 

A131創新 Innovativeness 

A132主動 Proactiveness 

A133承擔風險 Risk taking 

A2企業行為 

Firm Behavior 

A21行銷適應 

Marketing 

Program 

Adaption 

A211產品或服務適應當地 

Product/Service is adapted by host country 

A212定價適應當地 

Pricing is adapted by host country 

A213促銷適應當地 

Promotion is adapted by host country 

A214通路適應當地 

Channel is adapted by host country 

A22在地整合 

Local 

Integration 

A221當地對產品或服務的重要 

The host country importance to product/service 

A222當地對生產力的重要 

The host country importance to productivity 

A223產品或服務在地連結 

The boundary of product/service and host 

country 

A224生產力在地連結 

The boundary of productivity and host country 

 

由表 1可取得華語市場擴展的影響因素，這其中目標層有 2個因素，標的層有 5個

因素，準則層則有 17 個因素。設計對應模糊分析層級程序法(FAHP)的專家問卷時，以

因素層級表(如表 1)為基礎來進行同一層級內因子之兩兩比較，讓填答者回答因素之間

重要性比較之問題，即為層級分析法之專家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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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跨文化差異探討海外華語教學班級經營策略：以紐西蘭

Thames High School 為例 

陳堯俞 

清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華語教學組 

s81s608@hotmail.com 

摘要 

海外華語教學所涉及的領域，除了在語言、風俗習慣、文化背景不同…等的差異

之外，身為一位華語教學者，在海外教學還需要面對的問題就是班級經營。本研究提

出三個問題：第一，來自台灣的實習教師面對紐西蘭教學現場的班級經營文化衝擊為

何？第二，在班級經營策略上，紐西蘭教師與台灣華語教師之間有何相同或相異之處？

第三， 實習生（教學者）在面臨班級經營的挑戰時，所遇到的困難與實際解決方案做

討論。 

本研究教學實習地點為紐西蘭 Thames High School，時間為 2017 年 1 月 31 日至

2017年 7 月 7 日，共將近六個月的時間，並且訪談本校曾至紐西蘭實習的六位實習教

師、Thames High School 的老師，以及紐西蘭當地的華語教師，記錄與當地教師針對紐

西蘭教育理念、班級經營經驗談…等面向所做的訪問內容，探討實習生到海外從事華

語教學活動時，在過程中所觀察到的班級經營與自身文化上的差異，進一步做對比。 

筆者認為，華語教師在班級經營中面對的最大挑戰在於，自身文化與學生的背景

文化差異，在文化認知上有所落差，例如：華人文化教育觀較為嚴謹，重視群體的發

展， 師生關係是上對下的；西方文化教育觀較開放，重視個體的表現，師生關係是平

等的... 等等，導致在教學過程中發生問題，華語教師會因為文化差異的關係，不知道

該用什麼樣的策略才能有效地進行良好的班級經營。筆者觀察到，紐西蘭教師在教學

時，最重要的是跟學生建立良好關係，除了在課堂上關心學生之外，也會跟學生分享

自己的生活； 再則，當學生注意力不集中、上課玩手機、同儕相處吵架、不服從教師

指示…等，遇到需要使用班級經營策略時，教師會採用以下幾種方式：提出兩個選擇

給學生決定，並告知選項的後果，希望他們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任、使用手勢取代聲

音維持秩序、設置特別席給調皮的學生、安排其他學生做任務；把問題學生請出教室

談話…等等。與筆者在台灣所見的班級經營策略不同，本文針對此議題提出討論與反

思，希望能給予未來海外實習者做參考。 

關鍵字：海外實習、華語教學、班級經營、紐西蘭 

一、前言 

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中文已經躍身為熱門學習外語之一。身為一個華語教學系

所的學生，在就學期間除了研讀一些教學理論、參加工作坊以及實習課的培訓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透過海外華語教學實習，累積更多教學經驗，訓練自己的危機應變能

力以及擴展眼界。在教育部的推動下，台灣國內從小學到大學等教育機構， 都和海外

的學校締結姊妹校、成立交換學生制度、實習制度…等等。筆者從 2017年 1 月 27 日

至 2017 年 7 月 9 日赴紐西蘭 Thames High School 進行華語教學實習將近六個月的時間，

教授該學校九年級與十年級的中文選修課。筆者認為，海外華語教學者除了要面對在

語言、風俗習慣、文化背景不同…等的差異之外，在教學上最直接要面對的，就是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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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經營的問題。在紐西蘭實習期間，筆者本身經歷了一場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
1；但

也從中觀察到由於紐西蘭與台灣的文化不同，班級經營的方式也不一樣。希望能藉由

此篇論文分享實習期間，針對跨文化溝通所產生的衝擊，以及班級經營問題，做一個

初步的討論與分享，並且能給予未來海外實習者做參考。 

二、跨文化溝通與班級經營策略 

2.1跨文化溝通的意義 

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除了對該語言能力的掌握之外，也是學習不同文化的過程，

必須要對該語言的文化有一定程度上的理解與認識，才能妥善地使用該語言進行交際，

是一種跨文化溝通的體現。不同文化的人具有其獨特的語言體系，所謂＂ 跨文化溝通

＂就是指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文化之間進行交際與溝通的歷程。(黎永泰、黎偉，2007)探

討跨文化溝通的特點，認為在進行跨文化溝通時，由於共享性差、認同性差、對接能

力差，因而溝通中會發生種種障礙，不同文化的對接難度大，習慣與傳統的衝突大於

理解的衝突，跨文化溝通會造成『文化休克』的現象2。 

2.2跨文化班級經營理論與策略 

(張憶如，2015)以第一語言教學班級經營策略連貫第二語言班級經營教學，綜觀學

者定義以及其個人實務經驗，在符合時代因素框架下，對班級經營做了定義： 

『班級經營是教師充滿創意觀且符合時代多元策略之下計畫、組織、營造一個班

級的過程，使班級裡的人、事、物等活動順利愉悅的推展與互動，以學校本位、家長

期許、教師專業、學生成長四方向為運作軸心來規劃，推展適當的措施，學生能從班

級中快樂有效能的學習、以達良好的教學效果和教學目標。』3她認為，在第一語言與

第二語言班級經營的差異在於，第二語言的學生背景不同、學校本位發展特色不同、

評量測驗的方式不同、學校不同性質時間安排、海外學習場地不同、設備也有限制…

等，第二語言教學的班級經營範疇比起第一語言，多了許多不同因素， 需要教師配合

規劃進行管理。 

此外，她建議華語教師在班級經營的眾多問題中必須要以提升學生專注力為要，

必須要先了解學生為何無法專心學習的背後真正原因，才能增強學生專注力，提升學

生學習華語的成效。而在班級經營策略的部分，必須要符合時代背景且具創意才是永

續策略，主要原因在於，華語教師在第一語言的學習經歷和目前第二語言學習有不同

文化差異問題，因此在轉換班級經營活動時，必須要考量時代變遷以及文化差異問題

作調整。最後則是建議海外華語教師要多花一點心思在班級的前置了解作業以及班經

活動的設計上，了解學校本位課程、學生背景程度、教師課程方向以及家長配合…等，

從校、親、師、生四方向去努力，才能減少許多華語教學班級經營的問題。 

另外，針對紐西蘭與台灣教師的國小班級經營之跨文化研究，(黃美齡、張景媛與

吳道愉，2010)透過半結構式訪談，半參與式教室觀察與文件分析等方式做研究，發現

紐西蘭與台灣兩國教師對班級經營所持有的信念並無太大的不同，皆希望孩童能在安

全的環境下成長，學習到應有的知識，以及面對團體生活所需要的技巧及能力。 

兩國教師都相信有效的班級經營可以使教學更順暢，培養孩童正面的行為，一致

                                                   
1
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又稱文化震驚，是人們對於不熟悉的文化環境所產生的心理反應，最早是由

Kalervo Oberg 在 1960 年所提出的概念。他將＂文化休克＂的概念界定為＂由於失去自身所熟悉的社會交

往信號或符號，對於對方的社會符號不熟悉，而在心理上產生的深度焦慮症。” 
2
黎永泰、黎偉(2007)。跨文化溝通特點探討。雲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6-6），46-51。 

3
張憶如(2015)。兒童華語之班級經營策略與活動設計研究：以美國地區中文學校教師提問為例。頁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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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讓孩童知道犯了什麼錯，比處罰他們更重要；但在實施策略上則有不一樣的做法，

紐西蘭的教師較重視『獎賞』，台灣的教師則傾向於『懲罰』。例如：面對所謂的頑皮

行為發生時，紐西蘭的教師會透過閱讀與行為模式相關的短篇故事、把班規唸一次或

抄寫一次，或是反省等方式，來達到改進的目的，傾向在課堂上解決問題，並不贊同

把每件事都通知父母；台灣的教師則多半傾向於以剝奪其權利或是採取罰站、抄課文

等方式來糾正不當行為，甚至還會告知父母並要求父母做一些管教措施。由此可見，

紐西蘭的教育是以啟發性，發展個人特色為出發點；台灣的教育則是以規範達到標準

為主。 

三、實習學校中文課之班級經營策略 

3.1Thames High School 的中文課程及實習機制 

筆者此次實習的單位 Thames High School 位於泰晤士(Thames)小鎮，過去曾是以淘

金為名的重鎮，其地理位置絕佳，離北島大城市奧克蘭(Auckland)約一個半小時的車程，

又處於著名度假勝地區科羅曼德爾半島(The Coromandel Peninsula )的門戶，現在就成為

退休移居首選的小鎮，人口大約是 7060 人。Thames High School 是鎮上唯一具有完整

體系的中學學校。 

Thames High School 為紐西蘭學制中的中學教育(Secondary Education)，學生年齡

從 13 歲到 17 歲左右，分為九年級到十三年級，大概是台灣的國中二年級到高中三年

級的階段。Thames High School 對於外語選修的課程方面，分為兩種方式，第一種為校

內選修；第二種則是遠距離學習課程。在校內，只有法文或毛利語做為外語選修課的

科目；其他像是華語、西班牙語、日語、德語…等，都只能透過遠距離學習計畫來學

習。換言之，Thames High School 並沒有任何華語正式師資，僅提供遠距教學的方式，

讓對於華語有興趣的學生，有一個能夠選修華語的管道，通常是華裔學生居多。 

在 2017 年初，Thames High School 與本校『清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華語教

學組』合作，清華大學派出實習生教授中文課程，Thames High School 則提供寄宿家庭

(Homestay)的安排及費用。此外，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則補助實習生機票以及部分

的生活費。筆者是這所學校的第一位實習華語教師，參與的是 2017 年第一學期與第二

學期的實習。Thames High School 是第一次參與這樣的實習合作計畫，安排筆者負責教

九年級與十年級的華語選修課，一班約 4~18 人不等，共三個班，學生背景大概是零起

點到初學之間，上課時長一次 100 分鐘，一周至少兩堂課。華語課程是獨立授課的，

在學生行為督導的部分，九、十年級雖然都有提供督導學生行為的老師(Deans)協助老

師管理學生學習及行為，但基本上皆為筆者獨立處理與面對，除非發生很嚴重的狀況

才會找老師幫忙處理。（例如：暴力事件、學生情緒失控要離開教室..等等）而教學環

境大致上就是跟其他學科的老師共用教室：九年級的教室備有單槍設備；十年級的教

室沒有。實習時間，主要以周一到周五，早上 8:15-下午 15:20，由於期間實習生等同

正式聘任老師，因此須要配合教師開會、參加研習、參與活動等， 不過沒有安排中文

課的時間，實習生可以自行安排觀課或利用時間備課。 

3.2班級經營策略規劃 

華語教學需要面對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教育風格培養出來的學生，因此教師

與學生之間的互動是非常重要的。教師除了要具備跨文化溝通的能力之外，為了要讓

學生有效的學習，也必須要設計一些班級經營的方式與策略，才能吸引學生的目光，

將學生帶入教學活動之中，提升學生專注力之外，更重要的是營造良好的師生關係。

為了要讓教學活動更順利，筆者在事前基於在台灣的教學經驗、參加研習的啟發、詢

問曾到海外實習的同學之經驗談…等，規劃了班級經營的策略，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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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 中文課班級經營策略規劃 

 九年級 十年級 

師生關係經營 1.認識每位學生，並且記得他們的名字與正確的姓名發音。 

2.在上課前，與學生進行簡短的問候(今天過得如何?周末過得怎樣?... 

等等)只要學生能用中文做簡單的問答，就給予口頭稱讚。 

秩序管理經營 1.學生太吵的時候，會口頭勸導，等學生全部安靜，再開口說話。 

2.學生不專心聽講的時候，叫該學生的名字，讓他知道老師已經在提

醒他了。 

同儕關係經營 若分組時會按照程度不同，盡量將每組都安排強與弱的組合，拉平組

別的程度。此外，鼓勵學生要互相幫助，盡力嘗試完成各種任務。 

班級教學經營 1.分組競賽，每次上課分組的

方式跟人數都不同。 

2.讓學生推派小組長，並共同

為小組想中文組別名稱。 

3.運用台幣假鈔做競賽，小組

競賽結束後，錢最多的組別獲

勝。 

4.教室環境有單槍投影，因此

會找一些多媒體資源讓學生使

用與學習。 

1. 運用台幣假鈔做競賽， 競賽結束

後，錢最多的人獲勝/得到獎賞選擇優

先權。 

2.教室沒有單槍投影機設備，教學方

式以自製自卡，卡牌遊戲…等，傳統

式教學為主。 

3.競賽方式以個人挑戰居多，由於人

數少，所以容易針對學生的狀況做進

度上的調整。 

獎勵制度 1.設計用筷子夾糖果餅乾的活動，並且與假鈔競賽作連結，讓假鈔金

額能換算成秒數，使得學生可以透過賺取更多金額，換算成更久的時

間，得以夾更多餅乾糖果。 

2.勝利的組別/學生，可以獲得糖果餅乾。 

3.口頭稱讚：你好厲害！中文進步了！…等等。 

4.玩遊戲/塗色時間 

3.2.1 班級經營成效與困難 

鑒於上述表格是筆者在行前所預先規劃設計好的班級經營策略，面對接受紐西蘭

教育體系之下的青少年學生，筆者與他們的文化背景、教育背景、語言、生活習慣…

等完全都不一樣，對於他們來說，筆者相較於學校內其他教師而言是一個外籍新手教

師。筆者對於學校的制度與規定都不比其他老師熟悉，因此在班級經營實際實施後，

雖然有些方法很實用；但是仍然有些方法不適用，甚至還面臨新的困難， 分別列成表

格如下： 

表格 2 九年級班級經營策略成效表 

 實施成效 困難點 

師生關係經營 教師能夠記得學生的名字，並且跟

學生有所互動；但有時候在問候的

時候，並不是每一個學生都樂意分

享。 

1.女生比較願意分享自己；男生

通常都耍酷，可能只回還可以或

不回應。 

2.回答問題後，教師給學生口頭

稱讚，但學生反應冷淡。 

秩序管理經營 1. 成效只有一開始的階段比較有

效，大概只能維持幾秒鐘的安靜， 

接著又會有新的秩序問題產生。 

1.無法真的讓學生安靜聽講，頑

皮的學生一有機會就會開始聊

天，甚至還會無視教師的勸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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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好好的跟他們講道理，請他們不要

講話，但學生總是不夠專注，注意

力常常不在老師身上，會有種教師

在講話，大部分的人都沒在聽的無

助感。 

2.學生做完任務後，就會開始跟

別人聊天；甚至有影響別組，直

接跑到別組找自己朋友聊天的

情況。 

同儕關係經營 1.大部分狀況還不錯，學生之間會互

相鼓勵對方，但是仍然有發生青少

年同儕相處問題。 

2.分組後，會開始出現學生們想跟自

己朋友一組；不想跟討厭的人一組

的情形，跟他們說不能換，但他們

自己私下換組，要他們換回來，他

們就發脾氣，拒絕合作。 

1.頑皮的男生會刻意對反應過

大的女生惡作劇，例如：把她東

西藏起來、碰她的東西、言語刺

激..等，想把女生激怒或弄哭。 

2.分組時，不小心讓容易吵架的

兩人在一組，他們會拒絕待在一

起，甚至表明要離開課堂。 

班級教學經營 1. 偶爾會因為學生當天的心情狀

況、上課的時間點不同，造成他們

的專注力下降或心情浮躁，開始不

願配合，例如：第一節課，他們精

神不佳，容易想睡；第三節課，他

們可能上一節上體育課，在教室上

中文課，心情變得浮躁，一直在問

幾點下課..等。 

1.比較害羞或怕輸的學生不願

意參與團體遊戲，輪到他們後， 

他們會直接說不想參加，把資格

讓給別人。 

2.學生開始不專心時，會有玩手

機、畫畫、聊天的情形，勸說後

只是短暫停止，但教師一離開後

又開始，甚至還會找很多理由跟

藉口來合理化自己的行為。 

獎勵制度 大致上的方式效果還不錯，尤其是

糖果餅乾與用筷子夾零食的活動設

計，學生們很喜歡。 

1.過於在乎勝負的學生，會計較

糖果給的多寡與遊戲規則，會不

斷的提出異議。 

2.有些不吃糖果的學生，但教師

並沒有除了糖果以外的獎勵，所

以造成學生贏了但他沒有得到

獎賞；甚至把獎賞讓給同組的

人，造成一人拿兩顆糖果的狀

況。 

突發狀況 1.頑皮學生在教師多次口頭勸導後，心情不佳，說討厭中文課、中文

課很無聊，在上課期間自顧自地收拾完東西後，就自行離開教室。 

2.分組不符合學生的心意，他希望能更換組別，並保證今天上課會認

真；但教師並不能總是聽學生的心願來安排，因此並沒有讓該名學生如

願，最後該名學生整節課都擺臭臉，一直低頭在生氣，拒絕合作， 不

願意上課。 

3.教到家人的時候，有些學生不願意談論自己的家人，就哭了；有些

學生提到家人而憤怒，問教師不雅的中文字詞怎麼說，打算用該詞彙形

容自己的家人。 

表格 3   十年級班級經營策略成效表 

 實施成效 困難點 

師生關係經營 1.教師能夠記得學生的名字，並且跟

學生有所互動。 

學生只有四位，雖然狀況比九

年級學生好，大致上都願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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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心情好的時候，會跟教師分享

周末的事或是問一些文化差異的事。 

享，但比較無法再擴展或延長

談話聊天時間，比較容易僵

掉。 

秩序管理經營 由於人數少，秩序上比較好管理，學 第二學期開始，可能是因為教 

 生不小心聊太久時，教師會提醒他

們，並且轉移學生注意力，讓他們專

注在做任務或複習上；學生們或許心

態上成熟一點，道完歉之後馬上回到

課程中。 

師與學生之間的關係變好、學

生知道教師的個性或上課習

慣，因此在秩序上比較難管， 

變得很愛講話聊天，甚至開始

會討價還價、上課聽音樂、吃

東西…等。 

同儕關係經營 1.大部分狀況很好，四位學生都能在

打鬧中互相激勵成長，鼓勵對方嘗試

各種任務。 

2.少數狀況是遇到學生心情不好，狀

況差，不願意配合時，學生們也會用

同儕的力量把對方拉回課堂。 

學生不想配合時，教師會不知

道 要 不 要 先 停 下來了 解 原

因，鼓勵他加入；還是讓他冷

靜一下，過一段時間再處理狀

況。 

班級教學經營 教學狀況不錯，所實施的策略，大致

上學生都還蠻喜歡的。 

想運用多媒體資源加入教學

計畫的時候，比較不容易達

成，會比較克難。 

獎勵制度 大致上的方式效果還不錯，尤其是糖

果餅乾與用筷子夾零食的活動設

計，學生們很喜歡。 

無 

突發狀況 1.學生心情不好，狀態不對的時候，他會不願意配合，甚至一遇到

困難就直接放棄，說他不想做了。 

2.學生在第三節中文課時，會特別注意時間，甚至在快要下課以前， 

想了一些理由讓教師能提早下課，讓他們早點離開。 

3.學生上課遲到，進教室後說自己都沒有吃午餐很餓，強烈要求要

吃東西；不讓他吃東西，他還偷吃。 

4.學生在上課的時候球拿出來玩，最後球破了，他心急想要在課堂

上修理，教師口頭勸導要他收起來，等下課再處理，最後有上前制

止他繼續碰球，學生叫教師走開！ 

3.3台紐教育文化大不同 

3.3.1紐西蘭教師 

在實習期間，筆者深刻體會到自己所規劃的班級經營策略，在紐西蘭學生的身上，

並沒有太多適用之處，甚至還產生新的困難。因此，在課餘之時，筆者也會安排時間

觀課，除了觀察紐西蘭的教育方式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觀摩紐西蘭當地的老師，在

教學現場是如何處理班級經營的問題；另一方面，筆者也跟幾位紐西蘭教師請教該如

何處理自己所面對的班級經營問題。基於此，綜合上述兩種方式，筆者整理出紐西蘭

教師針對紐西蘭教育與班級經營策略之問題，列出三位紐西蘭教師， 以過來人的經驗，

與筆者分享後的看法。 

表 4   紐西蘭教師的教育觀與班級經營 

 教師Ａ 教師 B 教師 C 

主要教學科目 英文 法語 烹飪 

566



教學學生年級 9-13 年級 9 年級法語 

10 年級社會 

11 與 12 年級法語 

7-8 年級的烹飪4
 

10 年級烹飪 

12 與 13 年級烹飪 

你認為紐西蘭的

教育理念是什麼? 

教育是人人平等，每個

學生都有受教育的權

利，教學上不會因為家

裡背景好壞而對該名

學生有先入為主的刻

板印象，教師不會輕易

放棄任何一位學生。 

除了讓學生能夠學習

基本生活技能與知識

之外，更重要的是學

生們可以在一個安全

的環境下學習，這是

紐西蘭教師的社會責

任。 

每個孩子都有屬於自

己的天賦，身為老師

最重要的任務，就是

幫助學生認識自己、

了解自己，接著透過

學習後，成就自己。 

在 班 級經 營 方

面，你有沒有什

麼方法？ 

跟學生的關係必須是

亦師亦友，而且當學生

的朋友比當學生的老

師更重要；但在這之間

的原則與底線要拿捏

好，一旦學生踩到你的

底線，就必須要嚴格執

行懲處。例如：沒收手

機。 

上課前讓學生在教室

外面排隊等待的習

慣，並在過程中， 

與 學 生 打 招 呼 問

候；一定要等全部學

生都到了，讓大家的

心情都沉澱，準備好

上課，再進教室開始

今天的課程。 

要把學生當成成熟的

小大人來溝通，在與

學生周旋時，讚美大

於責備、提供兩種選

項與其後果讓學生為

自己的選擇負責任。 

面對吵鬧、心情

不好、不願意上

課的學生，該怎

麼處理？ 

口頭警告三次，明確告

訴學生再這樣的話，後

果會是什麼。真的不

行，就佈置任務給其他

學生，把問題學生帶出

去談話了解狀況。 

口頭警告後，提供兩

個截然不同的選項給

學生，被告知各選項

的後果是什麼，讓學

生自行選擇。若無法

處理，會設置特別座

給問題學生，讓學生

意識到自己的錯誤。 

用手勢取代聲音維持

秩序，必要時把校規

搬出來，告訴問題學

生，這樣是在浪費大

家的學習時間，他浪

費多少時間，他就必

須被剝奪多久的下課

時間。 

對於中文課的學

生，有沒有什麼

班 級 經營 的 建

議？ 

即便是學生的反抗行

為，可能背後都有原

因，建議能多跟問題學

生的班導談談；若中文

課學生 有 明 顯 的 進

步，可以跟他的班導師

提起，讓班導師在班會

的時候讚美他，如此一

來可以增強學生的自

信，不好的行為也會慢

慢收斂。 

在教學活動方面，台

灣原住民文化與紐西

蘭毛利文化是相似

的；而且台灣也像紐 

西  蘭  一  樣  是  島

國，可以從中先讓學

生了解台灣與紐西蘭

的相同與相異之處，

接著再設計活動讓他

們體驗，但要注意進

度不用太快。 

學生們對於異國文化

的認知很有限，可以

多分享台灣與紐西蘭

的文化差異，讓他們

知道自己身處在紐西

蘭的教育中有多幸

福。 

3.3.2台灣教師 

筆者發現，台灣教師之所以會在海外實習時遇到班級經營問題，主要是因為海外

教育文化與自身所認知的台灣教育文化有差別，造成跨文化差異。不過為了要讓研究

                                                   
4
 Thames High School 是 Thames 附近規模最完善的學校，附近中小學的學生(6-8 年級的學生)會從他們的學

校搭巴士到 Thames High School 學習烹飪、縫紉、木工..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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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完善，接下來將會呈現筆者與同樣到紐西蘭教學過的教師，針對班級經營上所遇到

的問題與文化衝擊，所做的訪談。表格如下： 

表 5 台灣教師的經驗談與班級經營 

 教師甲 教師乙 教師丙 

教學學生年級 7-10 年級都有 7-10 年級都有 7-10 年級都有 

你認為紐西蘭與

台灣的教育方式

有怎麼樣的差

別？ 

紐西蘭教育方式像

是給孩子釣竿 教

孩子怎麼釣魚，去體

驗不同的事物；與台

灣不同之處是，學校

除 了 學 術 課 程 之

外，在實務課程方面

的選擇也有很多，例

如：農場、汽車維

修、畜牧..等。 

在教學上，台灣習慣有

大量的板書，學生聽老

師說，  且以考試為導

向；在紐西蘭，比較實

用導向，老師必須想很

多不同的方法引起學生

的學習慾望，因為學生

並不會單方面的因為老

師說「這個會考」就靜

下心來乖乖讀書。 

紐西蘭的教學重視獨立

思考，相對於台灣的學

生總只是聽，紐西蘭的

小朋友有更多機會說跟

討論。紐西蘭學校重視

實作，相對於台灣的課

程紙上談兵，他們鼓勵

走出戶外，多做戶外課

程及手做活動。 

針對班級經營上

有遇到文化衝擊

嗎？ 

紐西蘭孩子跟亞洲

孩子特性差很多，因

為亞洲孩子尊師重

道 的 文 化 觀 念 很

強，對老師的尊重很

高；紐西蘭孩子不

同，不會乖乖聽老師

講話。 

在紐西蘭，師生之間的

關係比較像是朋友，如

果學生不喜歡你的課他

們就會非常明顯的拒

聽、不合作或者揶揄老

師，這在台灣除非是品

行極惡劣的學生，否則

台灣不會出現這種情

況。 

衝擊相當大，紐西蘭小

朋友不太願意安安靜靜

的只聽妳說，需用很多

方式吸引目光，訂定規

則。處罰也不能像台灣

的制度，不說明原因只

是遮蓋，必須讓孩子懂

得自己錯在何處，動之

以情，罰之於理。 

在班級經營上有

遇到什麼樣的問

題？怎麼解決？ 

學 生 不 聽 老 師 講

話，轉換觀念後和學

生可以是亦師亦友

的關係，但他們必須

要對教師有一定程

度的尊重，在底線以

前開心學習，盡量想

許 多 活 動 吸 引 他

們，提高學習專注力

跟課堂參與度。 

學生不習慣填鴨式教

學，若是用傳統的直接

教學法，學生會失去耐

心，開始搗蛋不上課； 

因此會善用多元的教

學，如文字圖像化、配

合多媒體資源的遊戲教

學法。 

當時最常碰到青少年互

相看不順眼起衝突，老

師需要明辨是非，講道

理，立場明確，千萬不

可被牽著鼻子走。 

四、班級經營修正之結果 

4.1 面對班級經營困難的解決方法與成效 

在經過與紐西蘭教師交流後，筆者發現，紐西蘭教育體制下所培育的學生，人格

特質很明顯，也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在學校的時候，師生關係是平等的，學生不滿

老師的時候，會直接把情緒表現出來，甚至做任何具體上的抗議行為干擾課堂；而在

中華文化的影響下，筆者在學習與教學的歷程，所認知到的師生關係，一直都是上對

下的關係； 既使學生對老師的教學有不滿意，也不會在課堂就表現出來，大致上學生

都是非常尊重老師的。基於此，班級經營策略的部分，筆者稍微做了些調整後，發現

採用紐西蘭教師面對班級經營問題，所採取的態度與方式，班級經營確實有明顯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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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與成效。以下利用此表格，簡單分享幾個筆者在教學中所面臨的班級經營困難與解

決方式。 

表 6  班級經營困難與解決方式 

面對困難 解決方式 

頑皮學生在教師經歷多次口頭勸導

後，心情不佳，說討厭中文課、中

文課很無聊，然後直接說他要離

開，便在上課期間，收拾完東西

後，離開教室。 

請一位好學生幫忙把這位學生叫回來，同時請巡

堂老師跟這名學生溝通，讓學生知道他的行為是

錯誤的。除了寫懲處單讓學生的班導知道學生的

狀況之外，也花時間了解該名學生的背景，後來

發現他其實喜歡畫畫，渴望被稱讚、被認可的， 

後來加入符合該名學生的教學活動，他的狀況就改

善了。 

分組不符合學生的心意，但教師並

不能總是聽學生的心願來安排，因

此並沒有讓該名學生如願改組，最

後該名學生整節課都擺臭臉，一直

低頭在生氣，拒絕合作，不願意上

課。 

學生當下很生氣，不願意溝通；因此只能請另一

位老師幫忙了解狀況，後來發現他確實內心因為

不喜歡原本組別的一位學生，認為那個學生一直在

欺壓他。基於此，那位老師在跟這位學生溝通完

後，也把欺壓人的學生叫出來談話，分別跟兩人

講完道理後，這個狀況就順利解決了。 

學生開始不專心時，會有玩手機、

畫畫、聊天的情形，勸說後只是短

暫停止，但教師一離開後又開始， 

甚至還會找很多理由跟藉口來合 

口頭警告完，告訴學生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若

繼續這樣，可能會面臨到手機被沒收、不能下

課、寫警告單、通知家長、扣小組競賽台幣假鈔

的錢…等，告訴學生必須要尊重教師與每一個學 

理化自己的行為。 生學習的權利，讓學生知道每個選擇的後果，最

後狀況慢慢就改善了。 

學生心情不好，狀態不對的時候， 

他會不願意配合，或是一遇到困難

就直接放棄，說他不想做了。 

先用鼓勵的方式告訴學生再試一下，就會有很好

的結果，並且動用同儕的力量一起鼓勵他；但學

生若堅持不想做，就會給他幾分鐘的冷靜時間， 

冷靜完還是得繼續上課；若他真的一直都不配

合，就會交代任務給剩下的學生，請該名學生到

外面談話，了解他不想上課的原因。若原因是跟

家庭有關，就把狀況跟他的導師談談，期許能透

過導師的溝通，讓學生這樣的狀況有所改善。 

五、結論 

筆者透過訪談法及文獻正理法加以對研究問題進行梳理，其一，來自台灣的實習

教師面對紐西蘭教學現場的班級經營文化衝擊為何？在訪談後，發現文化衝擊的產生，

在於兩種文化之差異結果，衝擊大多為學生不適應華人教師之教學法產生的反抗行為。

其二，在班級經營策略上，台紐教師之間有何相同或相異之處？訪談後可以看出，紐

西蘭教師在面對班級經營的問題時，由於教育觀的出發點是希望每位學生都能得到平

等的學習機會，因此會花很多時間了解每位問題學生、突發狀況其背後的原因，不會

輕易放棄任何一位學生，剝奪其學習的權利。透過不斷的鼓勵與耐心、一次又一次的

嘗試與溝通， 總是能夠改正問題學生的行為；而台灣教師在班級經營問題發生時，先

關注的還是衝突事件本身，較少深入了解學生行為背後的動機。其三，實習生（教學

者）在面臨班級經營的挑戰時，所遇到的困難與實際解決方案，其困難大多為學生反

抗行為，採用紐西蘭教師的應對方式後，狀況確實獲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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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筆者認為：實習生(教學者)在前往海外教學前，應具備以下幾點能力： 

一、第一點，教學者必須對於當地的教育觀與教學文化有初步了解，並且對於當

地的教學環境與教學風格，班級經營方式有相當程度的認識。 

二、第二點，在面臨班級經營挑戰時，應要懂得換位思考，學習用學生的角度去

面對問題；透過不斷觀課，從當地教師身上學習不同的教育方式，運用在自己的課堂

上。 

此次實習對於筆者而言，除了能夠累積海外實際教學的經驗之外，在班級經營、

青少年學生的教學方法、異國文化的體驗…等，獲益良多。更為甚者，透過這次實習，

能夠觀察到不同文化的教育方式與班級經營方法，是一個很寶貴的經驗。希望此篇研

究能提供未來前往海外教學或實習的教師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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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RS教學法應用於兒童華語教學之行動研究—以紐西蘭

小學為例 

洪嘉伶、劉宜君 

清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碩四生、清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b61035@hotmail.com 

摘要 

選擇適用的教學法在語言教學的執行與課程設計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教學法的運

用往往會影響學生的學習動機、成效及課堂表現。相對於成人學習者，兒童在學習第二

外語往往都不是出於主動，其習得的過程亦與成人不同。因此，在操作兒童第二語言教

學時，如何選擇適用於兒童學習的教學法也就相對重要。 

本文主要探討如何將 TPRS(Teaching Proficiency Through Reading and Storytelling)模

式的教學運用兒童華語課堂中。TPRS教學法之創始人 Ray(2015)為西語教師，在其西語

課堂中使用 TPRS教學法獲得了極大的成功。然而，從大部分與 TPRS教學法相關文獻

或研究中可發現， TPRS教學運用於二語課堂之研究多為西語、法語或英語等表音文字

語言的學習，較少使用於華語這類表意文字語言學習課堂中。另外，目前 TPRS教學法

相關研究大多針對成人或年紀較長之學習者，鮮少針對兒童進行相關的教學研究。 

因此，本文探討近幾年對 TPRS的各項研究與教學原則，設計相關課程，並施行於

小學華語課堂中。研究為期九個星期，進行實驗的學校為紐西蘭兩所公立小學。實驗過

程將學生分為兩組，一組融入 TPRS 教學法於華語課程中，另一組則使用聽說教學法。

在進行九星期課程的過程中，以行動研究方式，不斷地省思、修正教學施行方式。並在

九星期課程結束後，以問卷方式調查當地學生及觀課教師對於 TPRS 應用於課堂之想

法。 

本研究發現，TPRS 教學法的故事單詞教學，的確可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另外，

在比較聽說教學組與 TPRS教學組學生之學習表現時發現， TPRS組學生之學習表現正

確率明顯地大於聽說教學組。然而，本研究亦發現 TPRS教學法運用於兒童華語教學的

一些問題，如一直使用 TPRS之制式方法進行教學，學生注意力很快就會分散。因此在

實驗過程中，筆者必須不斷地進行修正，並以遊戲融合 TPRS教學模式，藉以提高學生

的學習興趣。 

關鍵字：TPRS教學法、兒童華語教學、紐西蘭、行動研究 

一、前言 

在第二語言習得的研究領域中，如何讓學生進行有效率的學習一直是語言教師們致

力於研究的課題。Krashen (1983)文章中提到，讓學生在處於低焦慮的情況下能夠達到有

效率的語言輸入。過多機械化的單詞操練或文法解釋可能造就無趣的課堂，學生在處於

高壓力的學習環境下，也容易降低學習意願。基於讓學生無負擔學習的想法， Ray (2015)

根據 Krashen (1983)的教學理論及其在課堂上的實務經驗，創造了 TPRS(Teaching 

Proficiency through Reading and Storytelling)
1教學法，目的就是為了創造一個能讓學生在

                                                      
1
 TPRS教學法為 Blaine Ray (2015)於 1990年代創立的教學法，教學法最初時是將 TPR教學法與故事結合，

因此最初稱為 TPR Storytelling，但後期慢慢發展出以故事為中心，脫離 TPR的教學法，因此於 Ray (2015)

一書中將 TPRS正名為 Teaching Proficiency Through Reading and Storytelling，但 TPR Storytelling這個名稱至

今仍有研究者或教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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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壓力的狀況學習的教學法。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 TPRS教學法運用於兒童華語課程的可行性。於接下來的章

節中將探討 TPRS教學法原理，並探討 TPRS教學法對於學生學習興趣及學習動機的引

起、口語表達能力、學習成效等是否能達到助益。 

二、TPRS教學法 

2.1 TPR教學法 

根據Ray(2015)書中所述，TPRS教學法一剛開始是根據 TPR教學法為原理所創建。

因此，在討論 TPRS教學法前，將於本段中先進行 TPR教學法的相關討論。 

TPR 教學法是 Asher(2009)所提出，該項教學法最大的特色就是透過肢體動作的刺

激，加強對於大腦的連結，以達到記憶的目的。蔡瓊玲(2004)之碩論將 TPR運用於台灣

小學三年級學生之英語課堂。實驗分為兩個組別，一個採取傳統的說故事教學策略，另

一組則將 TPR帶入說故事教學中。研究實施前測和後測，結果顯示 TPR帶入說故事教

學策略的組別學生普遍表示喜歡 TPR 教學法，且認為此教學法有助於他們的英語聽說

能力。TPR教學法透過讓學生本身參與進行，也能夠脫離傳統課堂的單純教師針對詞彙

或文法進行講述。 

雖然根據相關文獻研究可以發現 TPR 教學法確實是一個可以引起學生學習興趣的

好方法，但 Krashen(1998) 文中就提出，TPR教學法並不是一個完備的教學法，教師無

法單用此項教學法操作整個語言課程，而較適合當作課堂中輔助的角色。Ray(2015)一書

中也提到，他剛開始將 TPR 教學法運用於他的高中西班牙語課程中，獲得了相當大的

成功。學生都非常享受於課堂並且獲益良多。但他也發現，隨著持續運用此項教學法的

操作，學生似乎對於隨時必須站起來活動這件事失去了興趣，且當教學進入到文法的部

分，就無法再使用 TPR教學法進行操作。 

TPRS教學法在初期雖然是根據 TPR教學法加以延伸進行設計，但在不斷實驗改良

的發展過程中，Ray(2015)本人的 TPRS課堂現已發展為幾乎不使用 TPR教學法的課堂。

TPRS 名稱也從初期的 TPR Storytelling 轉變為現今的 Teaching Proficiency Through 

Reading and Storytelling。 

2.2 TPRS教學法及相關研究 

TPRS教學法 1990年代創立至今仍未達三十年，可以算是非常年輕的教學法。其主

要的概念是讓學生以「說故事」的方式進行語言的學習，Ray(2015)提到，TPRS教學法

是根據 Krashen的自然教學法(Natural Approach)所創建。 

目前與 TPRS教學法相關的研究，大多仍是關於將此教學法運用於西班牙語、英語

或是法語的課堂，有少數的研究關於日語課堂。例如 Stockman (2009)的文章就是針對中

學學生的日語課程，運用 TPRS教學法進行的相關研究。De Costa (2015)的一篇碩士論

文中也有針對初級法語課堂中，比較 TPRS 教學法與傳統教學的研究。Watson(2009)比

較兩個西班牙文初級班的高中生。其中一個班級以較為傳統的語言教學方式運作，而另

外一個班級則使用 TPRS 教學法。兩班學生最後進行筆試及口試測驗。結果發現使用

TPRS 教學法進行教學的班級，學生在兩種測驗的表現都優於以傳統語言教學方式授課

的班級學生。Braunstein(2006)的文章則調查學習英文為第二外語的學生對於 TPRS課堂

的想法。在進行兩週的課程後，學生反饋多認為這是一個相當有趣，充滿歡樂及積極氣

氛的課堂。且學生表示並不會感到無聊或尷尬。在學習方面，學生也表達了認為 TPRS

教學法的確能夠幫助他們記憶單字和學習英文。 

其他關於 TPRS 教學法應用於華語教學的文獻，如毛燕玲(2011)的碩論中就是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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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RS 運用於兒童漢語教學的成效。這項研究實驗的對象就讀位於上海之國際學校，對

象多為英語為母語之歐美裔學生。其整理出的研究成果顯示有 80%的教師認為 TPRS教

學法適合運用於兒童漢語教學，而也有 70%的教師認為 TPRS教學法對提升學生漢語能

力具有成效。在學生方面，約有 60%的學生喜歡以 TPRS教學法進行的課堂，但也有約

15%的學生認為 TPRS 教學法無法幫助他們以漢語與人交流。張柏漪(2013)的碩士論文

中針對 TPRS教學法進行探討外，也以 TPRS教學法設計了兒童華語教材。魏鵬洋(2014)

的碩士論文當中也針對 TPRS教學法探討以及設計出適合兒童 TPRS教學法的教材。兩

篇碩士論文雖都有 TPRS的教材設計，但都並未將其設計的教材實際帶入課程當中，無

法驗證他們所設計出來的教材運用於實際教學可以產生的成效。 

以上關於 TPRS 教學法的相關研究，都顯示在大部份的情況下，TPRS 教學法都能

夠達到相當不錯的成效，對於提高學生學習動機也有相當程度的幫助，但目前仍少有文

章關於 TPRS 教學法運用於華語教學時，究竟成效如何?在培養學生聽、說、讀、寫或

是其他華語能力時，何時又需要以其他教學策略輔助 TPRS教學法，仍不能從有限的研

究中整理出一個定論。因此本研究將針對兒童學習者，實際將 TPRS教學法運用於課堂

中，期能規劃出最適合兒童華語課堂的 TPRS教學策略。 

三、施測環境與教學內容 

3.1施測環境背景 

筆者教學的學校為奧克蘭西南部的 O小學以及 P小學。O小學每班都有一至兩名的

華人學生。但較高年級如五、六年級的班級，華人學生人數則較多，有些班級甚至會有

六至七名的華裔學生。但華裔學生中也包含部分家中不使用華語交談的香港家庭，或家

中使用全英語溝通的家庭。其他也有部分班級有一名日本籍或韓國籍學生。其餘學生皆

為紐西蘭當地生長，英語為母語者。P小學華人學生的比例是鄰近小學當中最高的，每

班約四分之一至將近一半的學生為華裔，華裔學生在家使用的語言也多為中文。  

3.2 授課方式 

筆者進行研究的 year 3、year 4及 year 5加 6的三種不同年級班級學生年齡為七至

十一歲。學生一星期只會有一次中文課，每次四十五分鐘。 

在九星期的研究當中，筆者先行規劃了四個主題的教案，分別是身體部位、家、天

氣和情緒。並以每星期進行課堂紀錄，省思教學的狀況，針對學生的學習情況，將下星

期的授課內容或教學方式稍作調整。 

課堂內容規畫將學生分為聽說教學組以及 TPRS教學組。聽說教學組主要以圖片及

字卡，讓學生複誦多次教師所要教學的內容，並搭配學習單進行複習。TPRS 教學組則

主要以 Ray (2015)一書中之 TPRS教學法三步驟為主軸，配合當地學生狀況編排教案。 

TPRS操作主要有三個步驟。第一個步驟是建立學生的單字知識(Establish Meaning)

讓學生對於所要學習的故事，建立學生對與主題相關單字的概念，也就是進行單字的教

學。這個步驟可以利用手勢輔助，也就是利用 TPR 進行教學，但也可以直接透過翻譯

來讓學生理解。而第二步驟則重複(Circling)，以不斷詢問問題，並讓學生回答的方式，

讓學生腦中建構一個故事。透過反覆聽到出現的關鍵單詞或句子，學生可以不斷重複接

收教師欲輸入的訊息，並能夠不斷練習說出所學習到的單字，同時達到聽和說能力的有

效學習。而最後一個步驟則是讓學生進行閱讀(reading)，學生透過閱讀和主題相關的故

事，將自身情況帶入故事當中，再重新組合成學生「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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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身體部位主題教案。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教學目標：讓學生熟悉眼睛、鼻子、嘴巴、頭、耳朵、手、腳七個身體部位單詞，

並且能以大、小、長、短四個形容詞，造出目標句型「人+的+身體部位+很+形容詞」。 

TPRS步驟 教學內容 時間 

建立學生的單

字 知 識
(Establish 

Meaning) 

利用動作及圖片輔助，以問問題方式建立學生單詞知

識，問答範例如下。 

教師：Sandy。(指圖片) 

教師：眼睛。(指 Sandy的眼睛) 

學生：(指 Sandy的眼睛跟讀) 眼睛。 

教師：大眼睛。(使用動作示意大眼睛) 

教師：老師有很大的眼睛嗎?(教師故意將眼睛瞇小) 

學生：(部分搖頭)  

教師：沒有，老師沒有很大的眼睛。 

教師：老師有很小的眼睛(使用動作示意小眼睛) 

教師：手。(指 Sandy的手，圖中的 Sandy有非常大的手) 

教師：Sandy有很大的手嗎? 

教師：有，Sandy有很大的手。 

（教師請一位學生上台） 

教師：Sam有很大的手(示意將教師和學生手比較) 

學生：(部分搖頭) 

教師：沒有，Sam沒有很大的手。 

教師：Sam有很小的手(使用動作示意小手) 

10分鐘 

重複(Circling) 預先在白板貼上一橢圓作為身體，並引導學生造句，在

學生完成造句後，讓該學生將身體部位貼於白板上組成

作品，教師將學生編寫的故事以中文字和拼音書寫於白

板上。並在故事完成後帶學生一起複習故事，帶學生再

重複一次句型。 

12分鐘 

閱讀 (Reading) 學習單，活動為讓學生自行設計一個怪獸，以課堂中學

習到的句子描述怪獸，並將句型以拼音寫下。 

13分鐘 

 利用字卡讓學生重複今天所學單字或句子，一樣使用問

題讓學生以說故事方式達到使用句型的目的。 

5分鐘 

 

四、教學成效評量 

4.1 學生回饋單 

以下問卷以筆者此研究最主要想調查出的結果，改編成以下十個問題的問卷供學生

填寫。第一部分為興趣區塊，Q1、Q2、Q3主要調查學生對中文課是否感到有興趣，並

從而提高了學習動機。Q4、Q5、Q6問題則是主要調查學生的參與度，包含學生認為自

身參與課堂的積極度，以及學生認為其他同學的參與度狀況。不只以研究者主觀判斷的

學生參與度為依據，也將學生之意見列入考量。Q7、Q8、Q9的問題則是讓學生自評學

習成效。比較兩種教學法對於學生之學習焦慮是否有提升或降低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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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學生反饋表。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Please tick in the box you think it’s more like you.  

1. I’m interested in Chinese class. 

□So true.  □Not so true.  □Not at all. 

2. I think the learning activities in Chinese class are interesting and make me want to learn 

more. 

□So true.  □Not so true.  □Not at all. 

3. I like Chinese class and I still want to have Chinese class in the future. 

□So true.  □Not so true.  □Not at all. 

4. I think I’m engaged in Chinese class all the time. 

□So true.  □Not so true.  □Not at all. 

5. I think all the classmates are involved in the class.   

□So true.  □Not so true.  □Not at all. 

6. I think the way teacher teach always make me want to be a part in the class. 

□So true.  □Not so true.  □Not at all. 

7. I learned something in Chinese class and I can share with others what I learned. 

□So true.  □Not so true.  □Not at all. 

8. I think it’s hard for me to finish the worksheet by myself. 

9. After these two terms, I still think Chinese is too hard to learn. 

10. Which part of the Chinese class is your favouri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集學生反饋表後，將學生反饋填入以下設計 excel表格中，題目 1到 7為正向問

題，學生回答 so true得 5分、not so true得 3分、not at all得 1分。題目 8和 9為反向

問題，學生回答 so true得 1分、not so true得 3分、not at all得 5分。在最後統計每題

得分及平均。 

表 3 研究施測各組基本資料。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組別名 學生年級 華人學生比例 每周授課時間 使用教學法 

Y31 3 8.3% 40分鐘 聽說教學法 

Y32 3 10.5% 45分鐘 TPRS教學法 

Y33 3 29.6% 45分鐘 聽說教學法 

Y34 3 30.3% 45分鐘 TPRS教學法 

Y41 4 8% 45分鐘 聽說教學法 

Y42 4 9% 45分鐘 TPRS教學法 

Y43 4 31% 45分鐘 聽說教學法 

Y44 4 27.2% 45分鐘 TPRS教學法 

Y61 5&6 22.6% 45分鐘 聽說教學法 

Y62 5&6 3.6% 45分鐘 TPRS教學法 

針對問卷第一部分，學生興趣方面的 Q1、Q2、Q3三個問題，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

二位得到的結果如下表。 

表 4學生問卷調查結果 （興趣部分）。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聽說教學組分數 TPRS教學組分數 

組別 Q1 Q2 Q3 平均 組別 Q1 Q2 Q3 平均 

Y31 3.56 3.33 3 3.3 Y32 4.16 4.05 4.05 4.09 

Y33 3.45 3.64 3.36 3.48 Y34 4.07 4 4.07 4.05 

Y41 2.55 2.64 2.64 2.61 Y42 3.74 4.37 4.05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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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43 3.58 3.58 3.17 3.44 Y44 3.55 3.76 3.55 3.62 

Y61 3.89 4.41 4.04 4.11 Y62 4.19 4.63 4.41 4.41 

總平均 3.41 3.52 3.24 3.39 總平均 3.94 4.16 4.03 4.04 

從表中可以觀察到，所有 TPRS 組別的學生成績都較聽說教學組的高。TPRS 組相

較聽說教學組的興趣統計結果平均高出 0.71分。可明顯比教出學生對於 TPRS教學法之

課堂，若和聽說課堂比較，學生之學習興趣明顯較高。 

第二部分的 Q4、Q5、Q6，則主要針對學生之課堂參與度進行調查，配合前小結所

觀察出之結果，加上本小節學生自評以及觀察同學之間的參與情況調查統計。學生之參

與度問卷調查結果如下表。 

表 5學生問卷調查結果 （參與度部分）。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聽說教學組分數 TPRS教學組分數 

組別 Q4 Q5 Q6 平均 組別 Q4 Q5 Q6 平均 

Y31 2.89 3 3.22 3.04 Y32 3.84 4.16 3.84 3.95 

Y33 3.36 3.27 3.27 3.3 Y34 4.07 4.21 4.07 4.12 

Y41 2.64 2.91 3 2.85 Y42 4.16 4.16 3.84 4.05 

Y43 3.5 3.58 3.25 3.44 Y44 3.76 3.82 3.55 3.71 

Y61 4.11 4.11 3.81 4.01 Y62 4.48 4.41 4.26 4.38 

總平均 3.3 3.37 3.31 3.33 總平均 4.06 4.15 3.91 4.04 

觀察學生對於自身和其他同學之參與度評分，可以發現，仍是 TPRS組同學之分數

較高。兩組在參與度部分的總平均差異一樣為 0.71分。雖然在聽說教學組中，也有設計

可以團體共同參與的活動和小遊戲，但猜測因為聽說教學組在單詞教學時，採用聽說教

學法，讓學生不斷的重複，剛開始學生雖因誇張有趣的動作會積極參與，但興趣漸漸消

退後，就無法將全部學生注意力拉回，因此聽說教學組學生之參與度狀況與 TPRS教學

組相比較之下成績較低，此結果也和 4.3.1中教師在課堂所觀察到的情況相符合。 

最後第三部分 Q7、Q8、Q9的統計結果是希望觀察學生在一學期使用兩種不同教學

方法的課堂後，兩組學生對於學習成效的自評。調查學生在華語課堂後對於自行完成學

習單是否有困難，及在課堂後是否對於學習中文有更多的信心。針對兩組學生學習成效

之問卷自評成果如下表。 

表 6學生問卷調查結果 （學習成效部分）。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聽說教學組分數 TPRS教學組分數 

組別 Q7 Q8 Q9 平均 組別 Q7 Q8 Q9 平均 

Y31 3.78 3.11 3.11 3.33 Y32 3.84 4.05 3.95 3.95 

Y33 3.55 3.05 3.09 3.23 Y34 3.86 3.86 3.5 3.74 

Y41 3.55 3.18 2.73 3.15 Y42 4.05 3.95 3.21 3.74 

Y43 3.67 3 2.5 3.06 Y44 4.03 3.76 2.79 3.53 

Y61 3.93 4.04 3.74 3.9 Y62 4.48 4.19 3.22 3.96 

總平均 3.7 3.28 3.03 3.33 總平均 4.05 3.96 3.36 3.79 

透過表 4.2.1-3 之學生學習成效調查結果發現，兩組的調查結果差別並不如興趣或

參與度區塊之問題高。在學習成效部分，兩組的總平均差異僅 0.45分。在仔細觀察表中

數據可發現，前面兩個區塊的所有問題，TPRS 組所調查出的結果皆高於聽說教學組。

但在此區塊中，Y62之 TPRS組學生在「After this term, I still think Chinese is too hard to 

learn.」這個問題中，TPRS組的學生首次調查成績較聽說教學組成績低。分析兩班學生

之授課內容相同，僅教學法做了調整，因此猜測可能因為兩組之華人學生比例相差懸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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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61班級之華人學生比例為 22.6%，且該班有多名學生於中國讀至小學三、四年級才前

往紐西蘭，因此對於中文學習較不會有問題。但 Y62 班級中僅有 3.6%學生為華人，且

教師針對 5加 6年級之班級，教學的內容較為困難，因此針對大多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生，

雖然對於 TPRS教學法感到有興趣，普遍課堂參與度也高，但仍覺得中文是一門困難的

學科。 

4.2 當地教師回饋單 

教學成果評量部分另外加入觀課教師的意見評量，於九星期課程結束後，邀請當地

教師瑱寫問卷。 

表 7 教師回饋單統計結果整理。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項目  5 4 3 2 1 平均 

1. Do you think the teaching 

method makes the classroom 

atmosphere friendly and 

supportive? 

TPRS組 100％ 0％ 0％ 0％ 0％ 5 

聽說組 60％ 20％ 20％ 0％ 0％ 4.4 

2. Do you think the teaching 

method the instructor use makes 

the student pay attention? 

TPRS組 60％ 20％ 20％ 0％ 0％ 4.4 

聽說組 40％ 20％ 20％ 20％ 0％ 3.8 

3. Do you think students are 

interested in the teaching method 

the instructor use? 

TPRS組 80％ 20％ 0％ 0％ 0％ 4.8 

聽說組 40％ 20％ 20％ 20％ 0％ 3.8 

4. Do you think the teaching 

method the instructor use helps 

the student learn Chinese? 

TPRS組 100％ 0％ 0％ 0％ 0％ 5 

聽說組 60％ 20％ 20％ 0％ 0％ 4.4 

5. Do you think the teaching 

method makes the instructor as 

interactive as possible with the 

students? 

TPRS組 100％ 0％ 0％ 0％ 0％ 5 

聽說組 40％ 20％ 20％ 20％ 0％ 3.8 

6. Are the weaker students in the 

class given sufficient attention 

and encouragement? 

TPRS組 60％ 20％ 20％ 0％ 0％ 4.4 

聽說組 60％ 20％ 20％ 0％ 0％ 4.4 

7. Does the instructor give 

students a chance to practice 

asking questions as well as 

answering questions? 

TPRS組 100％ 0％ 0％ 0％ 0％ 5 

聽說組 20％ 20％ 20％ 40％ 0％ 

 

3.2 

8. Does the instructor always try 

to push students up to the next 

level? 

TPRS組 80％ 20％ 0％ 0％ 0％ 4.8 

聽說組 40％ 20％ 40％ 0％ 0％ 4 

9. Do you think students learn 

something after the class? 
TPRS組 80％ 20％ 0％ 0％ 0％ 4.8 

聽說組 80％ 20％ 0％ 0％ 0％ 4.8 

10. Are the course materials 

appropriate and makes the 

students engaged in the class? 

TPRS組 80％ 20％ 0％ 0％ 0％ 4.8 

聽說組 60％ 0％ 20％ 20％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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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教師回饋單開放式問題。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TPRS教學組 聽說教學組 

優

點 

師生良好互動 

課程內容有趣 

許多的重複幫助學生理解 

圖片吸引學生注意 

缺

點 

課堂秩序有時過於混亂 

缺乏差異化教學 

靜態課程時間過長 

有時缺乏師生互動 

缺乏差異化教學 

靜態課程時間過長 

TPRS 組在教師反饋一樣得到較多的正面評價，包含（1）課堂氣氛（2）學生學習

興趣（3）是否為學習助力（4）師生互動（5）給予學生發言機會（6）推進學生中文能

力（7）學生參與度的這七項，TPRS組皆得到比聽說教學組更好的評價。但在教學法是

否幫助學生注意力集中這個問題，調查出的結果較為爭議。因為雖然 TPRS組較聽說教

學組的平均高出 0.6分，但兩組的各得分調查結果，均勻的分散在 2、3、4、5分，若單

純觀察長條圖，並無法明顯看出差異。而在是否給予較跟不上學生足夠關心和鼓勵，還

有學生課堂是否有所學的這兩項調查則是兩組調查結果相同。 

而最後的開放式問題，教師也提出了筆者在設計 TPRS教學時未注意到的問題，如

TPRS的執行缺乏差異化教學，這也都提供了未來研究的更多方向。 

綜合分析以上的教師問卷，可以發現 TPRS組因為良好的課堂互動，讓大部分觀課

教師皆認為是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學習動機的教學法。在所有問題的平均分數皆

大於 4 分的情況下，可判定當地教師對 TPRS 教學法的執行一樣抱有正面態度，認為

TPRS教學法是適合運用於紐西蘭當地的教學法。 

4.3學生課堂學習單正確率探討 

為求更加客觀判斷學生在 TPRS教學組及聽說教學組是否有所差異，在每個主題的

最後一堂課，筆者都各有設計一份學習單。 

表 4.2.2-1學習單學生得分平均 

學習單 
聽說教學組分數

(正確率) 

TPRS教學組分數 

(正確率) 

差異 

(正確率差異) 

身體部位  7.88 (78.8%) 8.43 (84.3%) 0.55 (5.5%) 

家  7.84 (78.4%) 8.33 (83.3%) 0.49 (4.9%) 

天氣  9.89 (70.62%) 10.22 (73%) 0.33 (2.58%) 

情緒  11.21 (74.8%) 11.49 (76.6%) 0.28 (1.8%) 

總平均  9.21 (75.66%) 9.62 (79.3%) 0.41 (4.1%) 

根據以上不論是學生意見反饋，或學生學習單的正確率分析，可以歸納出三項結

論。 

第一，以華人學生比例的差異進行分析，可以觀察到華人學生比例較低的兩個同年

級班級，學習單成績差異都較為明顯。推測為在華人學生比例較高的班級，學生已有較

優秀的中文能力，或學習中文較為容易。因此，由華人比例低的班級更能看出聽說教學

組和 TPRS教學組對於學習成效提升的差異。 

第二，以學生年級來分析，三、四年級學生在 TPRS組及聽說教學組不論是學習單

或問卷分析的平均成績差異皆較為顯著。相較之下，五和六年級的兩班差異就較不明顯。

由此分析，聽說教學法在三、四年級較為不適用。像是 TPRS這類能夠引起學生學習興

趣的教學法能夠更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興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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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以整體表現來分析在學習單表現上，TPRS 組不論在同年級不同教學法的兩

組間，或是兩種不同組別的總平均，表現都較聽說教學組優異。雖然在五、六年級的兩

組學生在學習單表現差異不明顯，但兩組華人學生比例差距過高，推斷可能是造成差異

不明顯的主要原因。學生的問卷統計更是可以發現 TPRS組不論是興趣、參與度或是學

習成效調查都高於聽說教學組。 

由上分析都可判斷 TPRS無論對於提升學生學習興趣或成效都的確較聽說教學法有

幫助。 

五、結論與教學建議 

5.1 研究發現 

本研究旨在運用 TPRS教學法，為兒童華語創造有趣課堂為主要目的，透過閱讀各

種文獻所建立的架構，以及在紐西蘭學校實際的教學研究，試圖對 TPRS教學法提出更

有效、具體的建議。以下將針對筆者於 TPRS中觀察到的現象，結合問卷或學習單等在

課堂中收集到的數據，回答本文之研究問題，以及討論 TPRS教學法應用於兒童華語教

學課堂當中的其他發現。 

一、TPRS教學法對學生拼音閱讀能力之提升 

本研究發現 TPRS教學法能夠提升學生的拼音閱讀能力，相較於聽說教學法，TPRS

教學法確實能達到更好的學習成效。 

根據學生學習單的表現結果可以發現，TPRS 教學法的確能增進學生的拼音閱讀能

力。雖然在研究的預設中，筆者希望能夠讓學生透過 TPRS教學法，培養閱讀中文字的

能力。但礙於每周授課時間過短，學生無法密集接觸中文的情況下，較難完全去除「中

文字很難」的排斥感。筆者所設計的學習單，為降低學生對中文字的恐懼，因此使用拼

音方式呈現。筆者發現，相較於聽說教學法，TPRS 教學法學生的確更能夠獨立、正確

地完成學習單，故推斷 TPRS教學法對於提升學生的拼音閱讀能力的確有較為明顯的成

效。 

另外，透過教師課堂省思內容可以發現，學生在課堂中，即使教師抽去圖片，讓學

生閱讀只有拼音的字卡，大部分的學生也可以正確念出單詞，並說出單詞的意義。甚至

有些英語為母語的學生在習得閱讀拼音的能力後，還會自行要求閱讀中文字卡。不論是

實際的學習單統計結果，或教師自身的課室觀察，都可以發現 TPRS對於學生閱讀能力

與意願的提昇都有幫助。 

二、TPRS教學法可以有效提升學生學習華語的興趣 

在學生及教師回饋的問卷中，可以發現 TPRS相較於聽說教學法，能有效的提升學

生的學習興趣。故回應第二個研究問題：TPRS 教學法的確能提高學生華語學習動機與

興趣。 

透過學生及觀課教師的反饋中發現，學生的問卷在興趣區塊方面，在滿分五分的問

卷統計下，TPRS教學法比起聽說教學法，平均高了 0.65分，且 TPRS教學法平均分數

達到 4.04。而在學生自評參與度的調查，TPRS 教學組總平均一樣為 4.04，也比聽說教

學組總平均高了 0.71。加上教師教學反思可以發現，TPRS 對紐西蘭當地學生的確是可

以引起他們學習興趣的教學法。特別是在進行建立故事的過程中，教師與學生良好的互

動，加上學生自身或認識的人不斷的出現在故事當中，都不斷的引發學生想要參與建立

故事，積極參與課堂的現象。 

三、TPRS教學法必須與大量活動結合，才能提升兒童華語學習成效 

對於第三個研究問題，TPRS 教學法是否適合運用於年紀較小的學習課堂中。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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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發現，唯有整合大量的學習活動才能維持兒童的學習興趣，提升其學習成效。 

在筆者一開始進行教學實驗時，為吸引兒童學習者，因此設計大量圖片、手勢和動

作至課程中。教學最初，學生的確會被有趣的圖片、教師較為誇張的表情或動作吸引，

也對 TPRS一問一答來建立故事的教學法有很大的興趣，課堂參與度、配合度也相當高。

但 TPRS 教學法最大的特色為不斷地重複。雖然以故事的方式讓學生重複課程的內容，

的確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但在幾周使用典型的 TPRS教學法之後，有部分學生對

僅與教師間互動來建立故事的教學方法感到厭倦，開始產生分心的狀況。因此，筆者為

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改以讓學生分組創造自己的故事，並以短劇方式呈現，而不僅只

是一問一答的教學方式，並整合其他學習活動，讓學習氣氛更加熱絡，似乎比單單師生

間的互動，能夠達到更好的教學成效。 

四、TPRS教學法適合用於課堂輔助 

筆者認為在本研究進行 TPRS教學法時，最成功的部份就是單詞意義建立的這項教

學步驟。在學生問卷結果中，可以看出 TPRS教學組學生的確會對課堂內容更加有興趣；

在觀課教師問卷中也發現，當地教師普遍認為 TPRS教學法可幫助學生的華語學習。而

從省思日記中也可以觀察到，使用 TPRS教學法時，課堂互動良好，學生也可以較靈活

運用所學的句型。相較之下，聽說教學法學生很多時候只是重複教師所說的句子，雖然

在教學的當下，覺得不論是聽說教學組或 TPRS組學生都學會了該句型，發音也很完美，

但若觀察學生學習單的表現，就可以發現，比起聽說教學組的學生，TPRS 組學生似乎

更能靈活運用所學的句型。使用 TPRS教學法來教單詞，比起聽說教學法更能讓學生在

單詞學習的過程中不斷地動腦，達到不錯的教學成效。 

但研究者也發現在少數情況下，若將 TPRS教學法應用於整堂課，部分學生就開始

會有感到無聊的情形。因此，TPRS 教學法在兒童的華語課程中，似乎更適合作為輔助

的角色，幫助學生進行單詞或句型的建立。課堂其他時間應融入更多的教學活動，如歌

曲或小遊戲等，方能達到更好的教學成效。 

五、TPRS可取代傳統的文法教學，讓學生習得句型 

由於 TPRS教學法的建立是以 Krashen (1983)的 comprehensible input 作為核心，因

此不特別強調語法教學，而是提供情境以及語言本身需要的知識，透過輕鬆的互動方式，

讓學生自然而然的習得語法架構。如讓學生和教師一問一答，由建立故事的方式，學生

不斷接收、運用相同的句型，透過單詞不斷抽換，腦中也開始對該句型越來越熟悉；加

上紐西蘭當地學生強烈的表現慾，也想創造自己的故事說給大家聽，因此更加積極的想

把句型學好才能和同學們「分享故事」。在這樣的情況下，學生是實際學會如何運用句

型，而不是單純的強記硬背，故能達到更好的學習成效。 

5.2教學建議 

根據本研究的分析結果，為使 TPRS應用於兒童華語教學達到更好的教學成效，提

供教學建議如下。 

一、TPRS教學法融入更多誘因吸引兒童學習者注意 

在筆者蒐集教學資料進行教學設計時，發現許多的 TPRS教學者所設計的教學內容，

為了要達到更好的閱讀成效，課堂中會以投影片或字卡，不斷重複讓學生看到要學習的

單詞或句型，但在過程中鮮少加入圖片或手勢等能吸引兒童學習者注意的內容。筆者在

研究中發現，若在課堂一開始，就以有趣的圖片或動作吸引學生注意，就會有更加良好

的課堂秩序，接續進行課堂活動時，學生的表現也會較好。擁有多年經驗以 TPRS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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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教學的 Waltz (2017)也表示2，在小學學童身上使用 TPRS 教學法時，TPRS 只能佔

課堂比例約 25%，其餘 75%則應該用其他活動取代。筆者在教學過程中也發現，TPRS

教學法是以故事方式進行教學，因此可與許多學習單、課堂小遊戲，甚至是歌曲進行結

合，達成更能引起兒童學習興趣的華語課堂。 

另外，在教師意見反饋中，也有部分教師表示在教學進行時，讓學生待在地毯上坐

的時間過長，對於歐美等地較活潑的學生而言，學生安靜在地毯上坐四、五十分鐘是非

常困難的事。當學生的耐心耗盡，課堂秩序就會變差，從而影響教學成效。因此，在運

用 TPRS教學法指導兒童時，應加入更多能讓學生肢體活動的小遊戲，提升學習興趣之

外，也能夠更有效的提升學生的課堂參與度。 

二、TPRS教學法增加學生的閱讀能力 

雖然本研究中，受限於教學時間的關係，無法達成讓學生提高中文字閱讀能力的成

效。但透過分析學生的課堂學習單，卻可以發現學生的拼音閱讀能力的確有提升，可以

獨自以拼音方式書寫，完成學習單。但在教師教學的過程中，並未放棄讓學生閱讀中文

字，中文和拼音仍是採輪流出現的形式。過程中，筆者發現還是有部分英語為母語的學

生在這樣的教學方法下，培養了辨認部分中文字的能力。可見在使用 TPRS 進行教學，

配合聽說故事時，讓中文字不斷出現在學生眼前的方式，仍是能達到閱讀的成效。若教

學者在使用 TPRS教學法執行兒童華語課程時，有足夠的時間，則可以將閱讀活動加入

多種的教學策略，例如以不同的顏色或可愛的圖形中文字的方式，相信對兒童學習者之

華語閱讀能力提升一定有所幫助。 

三、TPRS教學法與差異化教學的結合 

在調查教師意見的問卷中，發現十張問卷中有三張都認為在筆者課程設計中，缺少

差異化教學。在實行 TPRS教學法時也可發現，為了要引起學生學習興趣，仍是只能配

合部分學生的學習需求，對於少部分學生，筆者在教學實驗中所使用的 TPRS 教學法，

似乎無法達到滿足所有學生學習需求。因此，未來教學者若想致力於發展 TPRS教學法，

如何將 TPRS結合差異化教學會是提升教學法層次的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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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華語教學在全球興起以後，各國的華語教學有意識地積極推展。筆者鑒於紐西蘭

華語教學研究較為缺乏，本文以紐西蘭奧克蘭地區為範圍，調查其華語教學現況。研

究架構上，以文獻資料、網路線上資源收集為首，先對紐西蘭的教育體制，也就是紐

西蘭教育部公布的《全國課程綱領》有基本認識，再針對奧克蘭地區的各級學校做網

路線上資料的收集查找與整理，並使用訪談調查法中的半結構性訪問方式，設計訪談

問卷，最後由筆者親至奧克蘭地區，利用一個月的時間，訪問當地資深華語教師，並

有組織地綜合整理訪談結果，以期更深入了解奧克蘭地區的華語教學現況。 

調查對象以紐西蘭奧克蘭地區的各級主流學校，以及提供實質課程的華僑學校及

私人開辦的華語教學單位為主，共訪問十所學校。其中包含一所主流大學 University of 

Auckland、三所主流中學 Takapuna Grammar School、Epsom Girls Grammar School、

Elim Christian College、二所主流小學 Kristin School、Willow Park School，以及四所僑

校，鳳興書院、聖光中文學校、啟源教育中心，以及華語家教班。並在學校單位、教

師允許， 以及與華語教師時間能夠配合的情況之下進行觀課。 

調查結果顯示，紐西蘭奧克蘭地區的華語教學異質性高，課程豐富多元，各級學

校及華語教師雖然依循紐西蘭教育部《全國課程綱領》規準，但是紐西蘭教育部及各

級學校單位都給予教師高度的教學自主，教師無論在華語課程設計和教學方式上，都

能充分發揮個人教學特色和專業。目前奧克蘭地區的華語教學所面臨的困境，主要在

於華人移民人口的大量增加，改變華語教學生態及教學環境。紐西蘭政府以及奧克蘭

地區的華語教師們，必須因應不同的學生背景與學校制度，調整華語教學方式及課程

設計，對教師而言是一大挑戰，也是紐西蘭政府目前在第二語言政策上必須積極面對

的課題。 

關鍵詞：紐西蘭、奧克蘭、全國課程綱領、華語教學現況、訪談 

一、緒論 

紐西蘭以兩大島嶼所組成，一般稱為「北島」與「南島」。紐西蘭的首都為惠靈頓

（Wellington），人口聚集最多的地區則為奧克蘭（Auckland），此二地區皆位於紐西蘭

的北島。1865 年至 1901 年期間，第一批來自廣東的掏金客來到紐西蘭奧塔哥（Otago）
1，此為第一批華人移民。華人移民人數大幅增加則始於 1987 年。紐西蘭雖然地理位

置較接近亞洲，但早期紐西蘭政府聚焦於歐洲地區，無論經濟、貿易、移民政策等多

傾向於歐洲國家為主。後亞太地區經濟成長迅速，紐西蘭政府為吸引亞洲人才與資金，

逐漸將焦點移轉至亞洲地區。林寶玉（林寶玉，2001）提及紐西蘭 1999 年大選後，被

推為紐西蘭國會議長的杭特（Jonathan Hunt）說：「這幾年來，紐西蘭主要的外貿夥伴

們已從傳統的英國、北愛爾蘭，轉移到澳洲、美國、日本及亞洲地區。」又說：「我們

注意到臺灣電腦業的蓬勃發展及傲人成績。」由此顯示紐西蘭政府開始注意到亞洲地

區的經濟發展與實力。 

                                                   
1
紐西蘭奧塔哥（Otago）位於紐西蘭南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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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對亞洲地區的聚焦，除了經濟貿易政策以外，當地華人移民人口也有顯著

變化。自 1987 年紐西蘭開放移民以後，2016 年 3 月 31 日據紐西蘭當局人口普查資料

顯示，紐西蘭總人口數已達到約 4677400 人。下表 1 的人口數，整理自《各國華人人

口專輯》（2006）和紐西蘭人口普查線上資源。由下表 1 可得知，華人在紐西蘭的人口

從 1991 年起便開始逐年增加，當中包含了中國大陸地區與臺灣地區的華人移民，而其

中又以中國大陸地區的華人占絕大多數。 

表 1 紐西蘭華人人口數及百分比 

年份 
紐西蘭總人口數 

（單位：人） 

紐西蘭華人人口數 

（單位：人） 

華人百分比 

（單位：百分比） 

1991 年 3373927 44793 1.33% 

1996 年 3618302 81309 2.25% 

2001 年 3737280 104580 2.80% 

2006 年 4027947 147570 3.66% 

2013 年 4242048 541000 12.75% 

2016 年 4697400   

華人雖以華語為母語，然紐西蘭以英語為主要官方語言，在紐西蘭的華人使用華

語的機會並不多。從《各國華人人口專輯》（2006）整理出的下表 2 數據指出，「只會

說英語」的人無論在紐西蘭當地出生抑或是海外，共有 33402 人；而「不會說英語」

的華人總計共有 28221 人，雖然表格數據無法得知在紐西蘭地區「說雙語的華人」所

佔的人口數量，但是可以確定的是，華人在紐西蘭順應大環境，加上大部分自身擁有

的英文能力並不匱乏，就現實層面而言，華語對華人家庭及孩子來說變得次要，相對

地，華語學習也成為語言更替下的非主流語言之一，使用華語的可能性就更大幅降低。 

表 2 2006 年紐西蘭華人英語能力分析 

  人數   百分比  

 
合計 

（人） 

當地出生 

（人） 

海外出生 

（人） 

合計 

（%） 

當地出生 

（%） 

海外出生 

（%） 

只會說英語不

會說英語 

33402 

28221 

15534 

4320 

17868 

23901 

23.11% 

19.52% 

49.00% 

13.63% 

15.83% 

21.18% 

即便居住在紐西蘭的華人主要溝通語言仍以英語為主，近來因紐西蘭經濟貿易政

策焦點轉向，亞裔族群居於紐西蘭的人數增加，加上林寶玉（林寶玉，2001）在針對

紐西蘭與亞洲地區觀光旅遊合作之間的關係時點出，亞洲觀光客的大量湧入，為紐西

蘭人， 尤其是懂得中、英雙語的人帶來許多工作機會，也增加了紐西蘭不少收入。紐

西蘭在面對華人觀光客群逐年遞增的商機影響下，促使紐西蘭政府必須更積極看待華

語學習的重要性，並對語言教育越來越重視。 

二、紐西蘭的教育 

本章大致介紹紐西蘭教育部公佈的《全國課程綱領》（ The New Zealand 

Curriculum），並統整分析《全國課程綱領》的主要教學宗旨。 

2.1 紐西蘭《全國課程綱領》 

紐西蘭教育部 1993 年頒布的《全國課程綱領》，主要原則及功能在於規範學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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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範疇，及提供學校對於課綱設計、回顧的領導方針。《全國課程綱領》為紐西蘭教育

最高指導原則，其中包含的「學習方向」（Directions for Learning）和「領導方針」

（Guidance），是下游「各級學校課程綱要」（The School Curriculum）的依循指標，也

是紐西蘭國家各級教育的主要依據。 

總體來說，《全國課程綱領》不僅對學生有所期許，對教師也有所要求。紐西蘭教

育重視「學生本位」，其中諸多關於整體教育、未來發展、語言領域等明目細節的制定， 

大致看來，針對教師、學生等不同對象，教學宗旨事實上不脫如下幾個基本原則。 

對於教師來說，《全國課程綱領》期望教師無論在教學執行或是教學態度上，必須

以「有效教學」、「終身學習」和「研究精神」三者做為教育實踐。以「有效教學」來

看， 紐西蘭教育部要求教師們在執行教學任務之前，必須先釐清教學內容，縝密地設

計明朗的教學流程。此外，教師必須認識學生，了解學生的程度及特質，如此才能針

對學生， 使教學策略的運用變得有效。最後，教師須在每一次教學活動過後，確實反

省教學歷程中的優劣，分析教學策略及內容對學生的影響，並在下一次的教學活動中

做改進，如此才能確保教師們持續地保持有效教學，以及達到自我提升。「終身學習」

的概念在紐西蘭教育中不只被強化，也被要求貫徹在教師及學生的角色身上。除了學

生必須終身學習之外，教師更要不斷充實自己的能力及學識，才不至於讓自己停滯不

前。除此之外，教師對於終身學習的面向還必須從教學中學習經驗，從學生身上學習

教學方法及策略的運用，讓教學不再一成不變。紐西蘭的教育十分重視「做中學」，這

不僅只是針對學生角色，也要求教師們需有「做中學的研究精神」，教學策略經由不斷

嘗試、反覆試驗、變化及檢討，「教學」本身才有機會進步，教師才會有所成長。 

對學生而言，《全國課程綱領》裡對學生的培育及期許，則以「好奇心」、「反思」、

「知識運用」和「文化認同」總括紐西蘭青年學子們的學生人格及學習態度養成。學

生學習過程中，「好奇心」是驅使學生對新事物、新知識等感興趣的主要動機來源，因

此， 紐西蘭的教育期望青年學子們能保有這樣的正向學習動機，並持續在學習各種知

識上熱情不減。由《全國課程綱領》可見，紐西蘭教育部特別強調學生「反思」的能

力和重要性。藉由反思，學生能釐清並分析自己在課堂中學到多少，什麼部分仍不甚

了解，檢討自我學習表現，並且在檢討後認清自身習得成效，透過反省提升思考能力，

也同時自我求進步。在紐西蘭的教育規劃裡，各學科都強調「知識運用」能力。「知識

運用」是紐西蘭教育強調的「學習核心」。做中學的教育理念進一步推展以後，必須學

習如何「使用」學到的知識和技能，這對紐西蘭教育而言，比背頌、熟記知識更重要。

因此，《全國課程綱領》強調的學習核心在於「用」，學生要能懂得運用知識，才是有

效的學習。紐西蘭是多元種族融合的國家，〈懷唐伊條約〉的簽訂及紐西蘭對於文化、

自然生態的維護，說明了紐西蘭對於「文化」的重視，這樣的觀念必須維繫，也必須

讓紐西蘭的下一代認識這些觀念的重要性與保存的必要性，因此《全國課程綱領》裡

特別列舉「文化認同」層面，目的在於培養紐西蘭青年學子們，能在認同自身文化的

同時，包容他人多元文化，以養成尊重的態度，培育世界觀的眼界和視野。 

以大範圍來看，紐西蘭教育部的《全國課程綱領》，在語言領域裡除了能力分級以

外，還在等級中細分「語言知識」及「文化知識」，強烈表現語言及文化的不可分割性， 

強調學習第二語言並與人互動的同時，還必須了解對方語言與文化背景的結合關係，

格外重視文化因素影響的語言表現及語言行為，此也與之前所提及的「文化認同」教

育理念相互呼應。 

三、調查結果 

本章將筆者 2016 年 6 月 13 日至 7 月 15 日，親至紐西蘭奧克蘭地區一個月，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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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所提供實質華語課程的學校，包括主流小學、主流中學、大學以及僑校的訪談所得

內容做整理。受訪的十所學校當中，包括一所主流大學、三所主流中學、二所主流小

學， 以及四所僑校，即 University of Auckland、Takapuna Grammar School、Epsom 

Girls Grammar School、Elim Christian College、Kristin School、Willow Park School、鳳

興書院、聖光中文學校、啟源教育中心，以及華語家教班。筆者以大學、中學、小學、

僑校的順序，介紹奧克蘭地區各級學校的華語教學情況。 

為尊重受訪者權益，受訪者將全部以不具名方式呈現，部分受訪者為保留隱私，

不希望提供受訪單位名稱，筆者在此也尊重受訪者，將受訪單位僅以區域單位稱之。 

3.1 主流大學 

3.1.1 奧克蘭大學（University of Auckland） 

（一）發展介紹 

奧克蘭大學（University of Auckland）（以下簡稱奧大）近年來在交換學生及留學

計畫上的發展更甚以往。 

1. 海外留學（Study abroad） 

奧大將海外留學歸屬於「短期計畫」的一環，其名為「SAS 暑期中文海外留學計

畫（SAS Summer Chinese Study abroad programs）」。欲參加此計畫的學生，必須至少在

奧大亞語系完成「初級中文（二）（Beginning Modern Chinese 2）」的課程，並且預先在

奧大暑期班註冊並修畢「海外中文學習課程（Chinese Study Abroad）」，上述條件資格

符合以後，學生將會在暑假期間，至中國雲南大學修習四個星期緊湊的中文課。 

2. 交換學生計畫（Exchange） 

奧大亞語系的交換學生計畫屬於「長期計畫」，學生可以透過奧克蘭地區 360 處負

責辦理「海外業務」的辦公室，選擇申請想去的國家及學校，奧大所提供的赴海外交

換學生計畫課程，包含亞洲語言及文化課等領域。交換學生計畫執行時間為一至二個

學期。目前奧大與其他國家合作的地區有中國、日本及韓國等三個國家，學生可至這

三個國家進修中文、日語及韓語。對於想參加海外交換計畫的學生，奧大沒有硬性規

定學生只能選擇學校合作簽約的大學，若學生對於海外其他學校的亞洲語文及文化課

程有興趣，只要經由奧大校方審查並同意，學生便可赴海外就讀。 

（二）課程 

1. 學士班課程與架構 

奧大亞語系大學部的課程宗旨與目標，著重培養學生的華語會話能力，並發展閱

讀及寫作能力。在奧大亞語系裡，學生學的不僅是華語，也會接觸到文言文和基本的

翻譯技巧。當學生開始接觸文言文時，表示學生必須要有足夠的華語讀寫能力，而這

也顯示， 奧大亞語系的學生普遍需有穩固的華語基礎，否則無法進階至古典文學和翻

譯課程。 

除了華語能力之外，豐富的文化內容也是奧大亞語系重視的環節。奧大亞語系的

課程多樣，舉凡華人文化、文學、電影、哲學、歷史、華人社會等皆有，而這些課程

皆以英文授課。奧大亞語系的學士班課程修讀時間為三年。 

奧大亞語系的學士班課程規劃循序漸進，從第一年的基礎能力建構，到第二年的

華語技能加強，以及多種文化課程的認識，最後於第三年時以進階的華語課程補充華

語技能及語言表現的不足，顯示奧大亞語系的學士班課程的緊密連貫性。 

（三）訪談結果 

近幾年來由於韓國移民減少的關係，2016 年奧大亞語系主修中文的新生僅 15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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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人。進入奧大亞語系中文組的學生，絕大多數出自於對華語的濃厚興趣，部分學生

則曾經在中學時期修讀過華語課程。對此，系上會先對學生進行前置測驗，主要是對

學生做基本的華語能力背景調查，以及口頭提問學生華語相關的問題。一般來說，進

入奧大亞語系中文組的學生，有三分之二是沒有華語基礎的。 

奧大亞語系中文組共三年的課程。華語通識課為大一課程，外系學生也能選修這

門通識課。2016 年修讀大一華語通識課程的學生人數共 180 人，其中學生族群背景，

非亞裔（包括大洋洲以及其他國際學生）占三分之一，亞裔占三分之一，韓裔占三分

之一。雖然大一華語通識課程的學生人數不少，但當中包含主修中文系和其他外系學

生，真正持續修讀中文系直到大三的學生，通常平均人數在 30 到 40 人。 

奧克蘭大學設有孔子學院。孔子學院近兩年分派一位華語助教和一位華語教師到

奧大亞語系中文組協助華語課程，內容主要協助批改作業、協同設計教材及管理課室。

亞語系中文組課程一個學期共 12 週。奧大亞語系中文組採用奧克蘭大學教授共同編寫

的華語教材，教材分成「口說」與「讀寫」兩本。以大一的基礎華語課來說，一堂課

為 50 分鐘，課程安排大致上是以「口說」課本為主，第一學期進度為第一章至第九章，

第二學期為第十章至第十六章。 

奧大亞語系中文組教學以簡體字及拼音為主，在華語課程架構上重視「句法」，使

用的華語教材特色上也著重「語法」，教師會以華語的「語法」為主做為課程主軸，並

提供學生語法練習，待基礎課程結束以後，進階的華語課程將包含「讀」和「寫」，教

師同時會依據學生程度調整教材及教學內容。 

中文組的課程包含學期中及學期末考試，試題內容皆為系上教師出題，如一年級

的基礎華語課程，期末測驗一般包含聽力、漢字書寫、寫部首等考題，其中聽力測驗

以問答題方式答題，學生聽完問題之後，必須以華語寫下答案。另外如修讀進階華語

課程的學生，考題將測試學生翻譯、閱讀理解、寫較長篇的文章等。 

奧大亞語系中文組並無和其他主流學校或僑校合作辦理文化活動的經驗。系上的

「紐西蘭漢語學習中心」從前曾經和中國武漢大學合作辦理暑期三個月的華語學習，

目前這項合作關係已經不存在。系上仍保留「暑期中文海外留學計畫」，並持續與中國

雲南大學合作，若學生想參加這項計畫，必須符合「成績標準至 B」以及「至少修過

中文系課程」等三項條件，才能參加此計畫。每年參加海外留學計畫的學生平均為 20 

人， 其中三分之一為修畢三年級基礎課程，三分之二修畢二年級華語課程，少數幾位

是已經修畢一年級華語課程的學生。到中國雲南大學留學的學生，課程結束時必須在

中國雲南大學參加考試，系上為確實了解學生學習成效，結束海外留學計畫的學生，

回到紐西蘭以後，還必須再參加一次系上舉辦的學期考試，才能真正獲得海外留學的

學分。除此之外，系上也仍有海外交換學生計畫，針對海外交換學生計畫，系上並不

干涉學生欲前往的國家，學生可自主選擇國家地點。 

奧克蘭大學為紐西蘭大專院校中，最早成立中文專業相關課程的學校。發展至今

的四十九年歷史中，華語專業課程不斷地因時制宜做變化、改進，發展適合「華語母

語」及「非華語母語」學生的中文課程。由課綱及開課項目來看，奧大亞語系將重點

放在華語的「口說」及「寫作」能力之上，另外配合亞語系的發展重點，推展海外華

語進修計畫，透過提供各種學習華語的管道，讓奧大亞語系的學生能有更多機會「使

用」華語。此外，在文化課程方面，奧大亞語系將文化重點放在介紹中國政治文化、

世界地位、人口發展等面向之上，以中國地區做為主要探討核心，藉此讓奧大亞語系

的學生了解中國於各層面之上，對全世界而言所扮演的角色及重要性何在。 

奧大亞語系的研究所及博士進修以研究型態為主，學生在華語能力上已非僅止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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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聽力、閱讀、寫作上，而是必須對「華語本身」或華語相關領域做深入研究。

除此之外，奧大亞語系另提供「華語教學」課程，希望學生習得華語以後，進而運用

華語專業知識來教授華語，將華語學習提升至更進階的運用層面。 

程授課，絕大部分皆是研究型的課程。學生如擁有榮譽學士學位，則經過學校審

核通過可直接就讀；若無榮譽學士學位，則至少必須在中文學術上有某一特定領域的

專業。 

3.2 主流中學 

3.2.1 Takapuna Grammar School 

Takapuna Grammar School 是奧克蘭地區第一所以 IB 測驗2為主的公立中學。學校

有五個年級，即九年級到十三年級。華語課程只有十二年級和十三年級有。學校另外

還提供日文、法語、西班牙語、德語等第二語言課程，華語課程從 2014 年才開始開設，

當時學校設定以 IB 測驗當中的「文學項目」做為華語課程的主軸，後來有鑑於趨勢，

加上以文學項目為主軸的華語課程，對於非華語為母語的學生較難參與學習，因此學

校於 2015 年另外增設以 NCEA 測驗3為主的華語課程，讓想學華語的不同族群學生，

可以選擇適合自己的華語課程。目前學校的華語課程班級共有四個班，其中兩個班以 

IB 測驗為主，另外兩個班以 NCEA 測驗為主。 

學校目前來自中國的國際學生有 80 幾位，韓國和日本來的國際學生也不在少數， 

其他國籍的學生，東南亞地區有越南人、泰國人、印尼人、馬來西亞人、菲律賓人等， 

歐洲地區有德國人，法國人，義大利人，荷蘭人，西班牙人，俄國人等，還有學生來

自中南美洲，如巴西人、哥倫比亞人、智利人等，是個很國際化的學校。2016 年，第

一批學華語的學生已經升上十三年級，雖然學校從 2014 年才開始開設華語課程，但是

由上表比較十二年級和十三年級的學生人數，可以看出學華語的學生比例是增加的。 

針對學華語課程的學生族群統計，學校大部分學華語的學生都是中國人，所有學

生當中僅一位馬來西亞人、一位臺灣人和一位在紐西蘭出生的中國人。 

學校對於華語教師設計的課程內容完全由教師自主，校方不僅對華語課程表示支

持， 也針對學華語的學生製作符合 NZQA 標準的學習評估表，根據選擇不同華語測驗

的班級， 評估表和學習目標也有所不同。 

華語課程一堂課 60 分鐘，中間沒有下課休息。十二年級和十三年級每星期都各有

四堂課。學校在華語教材使用上並沒有規定以特定教材作為課本，華語教師通常視學

生程度調整課程內容及用書，並視教學及學習情況增加補充教材。華語教師教學以

「簡體字」及「漢語拼音」為主。學校每年鼓勵校內第二語言教師參加紐西蘭教育部

主辦的 TPDL（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Languages）教師訓練計畫，第二語言

教師可藉由計畫訓練增進第二語言教學能力。 

3.2.2 Epsom Girls Grammar School 

Epsom Girls Grammar School 是奧克蘭地區的公立女子高中，在奧克蘭是數一數二

的中學，比擬臺灣台北的北一女。學校共有五個年級，即九年級至十三年級，學校的

華語課程從九年級到十三年級都有，其中九年級是必修，十年級到十三年級皆為選修。

學校經營華語課程至今第五年，換言之，今年十三年級選修華語課程的學生，是學校

第一屆修讀華語課程的學生。 

學校華語教師僅一人，教師主要以教授簡體字和拼音為主。學校華語課程共六個

班。華語課程一堂課為一個小時，只有星期五的課是四十五分鐘，九年級和十年級一

                                                   
2
 IB 測驗是紐西蘭學歷評估委員會認證的教育測驗系統。 

3
 NCEA 測驗是紐西蘭學歷評估委員會認證的教育測驗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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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上三堂課，十一年級到十三年級一星期上四堂課。 

以學生族群背景來看，學校絕大部分修讀華語課程的學生都是來自中國的國際學

生， 僅有少部分是華語非母語的學生，如十二年級的班級裡，有六位中國人，其他七

位分別 來自馬來西亞、韓國、紐西蘭等，十三年級則僅有六位華語非母語的學生，其

他十八位 都是中國人。因為學生族群背景的關係，加上學校並未將「華語為母語」及

「華語非母 語」的學生做分班，因此教師常常在一堂華語課裡，將學生分成兩組，並

同時使用兩種 不同的教材上課。 

對於學校及教師來說，目前在華語教學上面臨的困境主要在於，「華語」做為第二

語言，相較於其他科目而言，學生在升學的考量之下，華語非重點科目，因此學生來

源容易流失，教師必須時時刻刻想方設法，吸引學生修讀華語課程，對教師來說是一

挑戰。再者，華語教師的缺乏也是問題之一，如學校目前僅一位華語教師，而一位華

語教師必須兼顧所有年級的華語課程，對學校及教師來說，又是另一挑戰。 

3.2.3 Elim Christian College 

Elim Christian College 是一所基督教私立完全中學，共有十四個年級，即零年級至

十三年級。學校僅九年級和十年級有華語課程，其中九年級的華語課程為必修。學校

的華語課程開辦至今邁入第四年，2016 年開始，學校在十一年級至十三年級增設華語

的第二語言選修課程。目前華語課程的班級數量，九年級為四班，十年級共兩班，十

一年級為一班，十二年級和十三年級合為一班。 

華語課程上午的一堂課為五十分鐘，下午則為四十五分鐘。九年級的華語課程一

個星期上三堂課，為期半年，前半年有兩個班級，後半年則輪另外兩個九年級的班級

來上。十年級則為一個星期四堂課。學校在十年級的華語課程上有特殊安排，前半年

選修華語課程的十年級學生，待修畢半年的課程以後，學校會詢問學生是否有意願繼

續上華語課程，願意上的學生可以選擇繼續下半年的華語課程，換言之，若十年級的

學生對華語有興趣，可以上一整年的華語課，累積華語能力。此外，十一年級到十三

年級的學生若選修華語課程，則必須通過 NCEA 的考試。 

在文化活動方面，學校今年加入紐西蘭政府及教育部的 ALLiS 計畫，教師 2016年

12 月將會帶修習華語課程的學生，到臺灣進行為期兩個星期的遊學，遊學目的期望學

生能在以華語為母語的國家，真正運用所學的華語，達到「使用華語」及「用華語溝

通」的目標。另外，學校在 2015 年也曾辦理華語營會活動，當時營會由學校主辦，並

透過「紐西蘭華語文教育基金會」協助教師資源，活動內容包含跳竹竿舞、包粽子、

剪紙、寫書法、華人傳統服飾走秀表演等。今年學校將會再度舉辦華語營會，營會活

動將為期三天兩夜，2016 年的活動內容包括麻將、包水餃、武術等。 

學校目前在華語教學上面臨華語師資不足的困境，另外由於校內學習華語課程的

學生族群背景多元，其中也包括華語為母語的學生，因此在 NCEA 的測驗上，對於應

考學生而言，同一份試卷之下，學生的族群背景不同，所得的成績相較之下也有差異。

學校華語教師除了積極設法解決這些問題之外，學校也計畫於 2017 年增設小學部的華

語課程，並在六年級時開始教授華語發音課程，七年級和八年級則以初級的華語課程

為主。 

3.3 主流小學 

3.3.1 Kristin School 

Kristin School 為一私立小學，經營華語課程今年已經邁入第十九年，是奧克蘭地

區最早開辦華語課程的主流小學。學校從二年級到六年級都開設華語課程，共十六個

班， 其中二年級和三年級的學生平均人數為 16 至 18 人，四年級到六年級學生平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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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為 23 人。學校於 1997 年開辦華語課程以來，從一開始的一個年級兩個班，增加至

近年來一個年級四個班，可見學習華語學生的比例逐年增長。學校體系以 IB 系統為主，

故所依循的教學目標和標準皆以 IB 系統為規準，並不參考紐西蘭教育部所制定的《全

國語言課程綱領》。 

因為學校體制的課程安排以 7 Days Programme
4為主，因此較難精確計算每個年級

每週上幾堂華語課，平均來說，一個年級每班平均一週會上到兩次的華語課，一節課 

55 分鐘。 

以學生族群背景來看，紐西蘭背景的學生雖仍佔大多數，其他尚有中國移民、紐

西蘭出生的華裔、歐洲人、美國人等。近年來由於中國移民增多，學生族群裡，華語

為母語背景的中國學生也越趨增加，目前中國學生在校佔比為四分之一，未來恐有增

加趨勢。對於華語課程來說，中國學生的增多，是華語教師在課程當中的一大挑戰，

主要原因在於，學生的程度越趨不一致，華語課程對學校而言屬於第二語言課程，因

此未來並無計畫考量將學生以「華語為母語」或「華語非母語」進行分班，對華語教

師來說，教師必須在同一個班級裡照顧許多不同程度的學生，實是一項艱鉅挑戰。 

學校不曾與校外僑校偕同辦理文化相關活動或華語相關營隊，所有華語相關活動

僅在課室進行，如教師會在班級裡因應華人節慶做相關文化活動，如端午節介紹歷史

由來、清明節以詩歌表現節慶風俗等。另外，教師特別會在中國新年時舉辦表演活動，

有時校外團體也會邀請學校學生表演文化相關活動，如跳扇子舞、雨傘舞等。 

3.3.2 Willow Park School 

Willow Park School 於 2010 年 6 月，經由 Jeff John Stone 校長與孔子學院合作，成

立孔子學堂，當時讓學校小學生與中國的學生透過視訊互動，這是初期在華語上的接

觸。 

2013 年，Jeff John Stone 校長進一步在校內正式開辦華語課程，當時校內六百多位

學生都必須學習華語及華人文化課程。 

學校真正開始華語及文化課程，到 2016 年已經進入第三年。學校開設的華語課程

安排結合語言教學及文化課程，語言教學佔 60%，文化課程佔 40%，但是對於小學生

而言，華語的語言課程並不會教太難的內容，絕大部分還是以「從遊戲中學習」的體

驗語言為主，教學內容如基本發音、簡單的數字、生肖動物、簡單的句子、唱中文歌

等。文化課程如畫水墨畫、寫書法、撕紙貼漢字等。學校並不會對華語課程設下太多

規定，基本上以教師自主方式安排設計，因此每一年華語教師安排的課程主題不一定

完全相同， 主要看學生程度及反應，教師與助教再共同討論，調整課程內容。 

學校共有七個年級，即零年級至六年級，其中零年級沒有華語課程。目前學校的

華語課程共有十二個班級，每一個班級學生平均 27 人，並以兩個年級為一個單位劃分。

學校在華語課程規劃上，以每一個學期（term）5為一個單位。學華語的班級在一個學

                                                   
4 7 Days Programme 指的是主流學校的一種課程安排方式。學校不以「星期」為單位，而是以「Day 1」、「Day 

2」、「Day 3」的方式安排課程。以「星期」和「7 Days Programme」配合為例，「星期一」為「Day1」，

「星期二」為「Day 2」，以此類推，「星期五」為「Day 5」，星期六和星期日不上課，緊接著「下一個星期

一」則為「Day 6」，「下一個星期二」為「Day 7」，「下一個星期三」又重新回到「Day 1」，以此類推。學校

在「Day 1」到「Day 7」之下的課程安排是不變的，然而因為一個星期僅五天為到校上課時間，因此按照

上述的課程安排方式，學生每天到學校上課的課程都會不同。 
5
紐西蘭的主流學校學期制（term）與臺灣學校的學期分法不同。紐西蘭的主流學校一學年有四個學期

（term），每一個學期結束之後平均放兩週的假，因此紐西蘭的義務教育體制裡沒有寒暑假之分，僅在

第四個學期結束之後會放一較長的假，假期長度因校各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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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內僅上五次課程，學校將五次課程放在一個學期的最後五個星期上，每個星期上

一堂課，一堂課約四十分鐘。在華語課程當中，教師會使用講義、學習單、遊戲、電

腦等不同方式來帶華語課程，講義通常中英文並列，教師以簡體字和拼音教學為主。 

學校的華語教師僅一位，是在紐西蘭出生的華裔（廣東人），但是完全不會說華語，

因此學校每年會分派一位孔子學院的中國助教到學校，協助這位華語教師校內的華語

課程。在華語課程當中，其工作分配為華語教師負責文化活動部分（以英文授課），中

國助教負責語言課程部分（以中英夾雜方式授課），學校辦的華人文化節慶活動則由兩

華語教師及中國助教協同辦理。 

3.4 華僑學校 

3.4.1 鳳興書院 

鳳興書院是臺灣僑務委員會的海外數位教學點。鳳興書院是以發展「數位教學」

為主，推展「遠距教學」華語課程學習模式。上華語課時，是以實體與遠距同時進行

的混合式上課方式。每年校長及教師們會將學生學習狀況做一總評估檢討，到現場上

課的學生也將列為教師們評估的參考值。另外，每個星期校長也會與華語教師們固定

開會，討論線上資源的使用、軟體更新資訊、好用軟體推薦等，集思廣益，讓線上資

源系統更完整。 

鳳興書院的華語課程班級目前共有十班，每班學生平均人數為十幾人。學習華語

的學生族群背景多為亞裔，即華人或是東南亞背景的學生。學生年齡層範圍平均為五

歲到二十幾歲。僑校對於學生的分班依「學生程度」為主，「學生年齡」為輔的方式來

劃分班級，教師也會根據學生的學習狀況及程度，調整教學及教材使用。 

鳳興書院的遠距教學課程使用大量線上資源，與一般單純實體華語課程的教學及

學生學習方式不同，教師的教學準備及教學環境也與一般的實體華語課程完全不同，

遠距教學的網路設備、系統穩定等層面上的挑戰，對僑校來說也一直都在。如何永續

推展遠距教學，是鳳興書院一直以來最重視的核心課題。 

鳳興書院在遠距教學發展上臻於成熟，在這裡使用遠距教學來學習華語的學生，

學習成效都能達到 80%以上。目前僑校共有六位老師。對於想加入鳳興書院團隊的老

師來說，首要條件是熟悉各式電腦軟體及線上媒體、資源的使用與操作。對於學生而

言，鳳興書院希望想學華語的學生和家長能尊重並支持僑校想傳達給學生的理念，對

於華語的語言學習，以及品格教育的觀念都能有志一同。 

鳳興書院與其他僑校、基金會等一直以來都有文化活動上的合作。對於發展遠距

教學模式，紐西蘭華語學習市場需求量越來越大，但是師資來源卻是目前的限制之一。

未來遠距教學華語課程期望往奧克蘭以外的地區擴展，如 2017 年規畫與紐西蘭的主流

學校合作，讓更多學生能突破距離限制，一起學習華語，而這樣的擴展計畫勢必需要

更多志同道合的華語教師一同參與，才能順利推行。 

3.4.2 聖光中文學校 

聖光中文學校從 1993 年成立至今，開辦華語課程有 23 年的歷史。聖光中文學校

屬於教會學校，目前華語課程共有九個班，採小班教學，每週六上一次課，一堂課兩

個小時，中間下課十分鐘。僑校的華語課程分為啟蒙班、基礎班、一年級到六年級和

非華語為母語班。該校共有七位華語教師。 

聖光中文學校在教學上，繁簡字體、拼音和注音全部都教。啟蒙班和基礎班的教

師固定不變，其他班級教師則採取一人帶班，並由低年級帶到高年級的系統帶班方式，

該校認為如此的策略能使教師更熟悉自己班級的學生，也較容易根據學生的狀況，了

解學生學習華語的問題及困難，以學生的角度調整教學，提供學生最合適的華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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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華語課程規劃也採取教師自主，以教學進度來說，教師平均一年會上完兩冊的課

本。平時教師在課堂上也會結合線上學習資源，僑校也提供電腦教室，教師可以帶學

生到電腦教室做數位學習。此外，僑校提供華語教師雲端共享平台，教師所做的課程

內容、教案、教學紀錄等都會定期上傳至雲端共享平台，華語教師們藉此共享教學資

源，以期教學相長。 

聖光中文學校對於有志一同的華語教師，期望教師能具有教師資格，或具有教學

背景，僑校對於華語教師的資格審核，將會透過校長、教會長老及一位任教於僑校內

的華語教師共同面試，觀察試教。該校的華語課程進行至學期末，各班教師會依據學

生的學期表現，製作學習評量表，校長將會統整各班教師們的學習評量表，並與教師

們共同檢討。除此之外，校長會依據教師的學習評量表，頒發獎狀給表現良好的學生，

如學習優良、全勤、學業進步等。 

該校每年會定期舉辦文化活動，如每年十月會舉辦華語兒童聖經營，參加的學生

介於五歲至十二歲之間，活動為期五天，平均每年參加的學生人數為八十人左右，因

為每年參加的人數眾多，僑校會在活動開始之前幾個月，著手進行青年小隊輔培訓計

畫，以利活動進行。另外，2015 年僑校舉辦為期兩天的母親節活動，活動可自由參加，

並盡可能全程說華語，2015 年參加人數約六十人，活動以園遊會的形式舉辦，內容包

含華語電腦打字比賽、扯鈴遊戲、華語歌曲帶動唱、皮影戲、華語寫作、說華語吃好

菜等等。 

對於聖光中文學校來說，目前面臨最大的困境是學生來源問題。紐西蘭奧克蘭地

區設立孔子學院以後，加上近年來中國移民人數增多，民間有更多的中國移民社團興

起， 私人社團成立的華語課程也遍及奧克蘭地區，因上述原因，學生來源越趨分散，

造成到該校學習華語的學生人數降低。在 2001 年學生人數達四百多人，直至 2016 年

人數降至 50 幾人，可看出僑校面臨學生來源問題的窘迫，對僑校來說不僅是艱鉅挑戰，

如何提升、維持到僑校學習華語的學生來源，是僑校的當務之急。 

3.4.3 啟源教育中心 

啟源教育中心成立於 2000 年，至今第十六年。在該校學華語的學生，年齡層由四

歲至成人。目前華語課程共有九個班，其中以亞裔族群背景為主的有六個班，此六個

班屬於兒童班；非華語為母語的族群背景有三個班，其中三個班裡又分為一個兒童班

和兩個成人班。 

啟源教育中心的華語教學以繁體字及注音為主。華語課程每個班級一星期上一堂

課， 課程時間依據學生年齡及上課狀況調整，一般來說，年紀小的上課時間較短，年

紀長的 上課時間較長，如五歲的學生上課時間為一小時，待學生年齡越大，教師視上

課情況， 認為學生已經能增加課程時間，則選擇將課程時間訊漸進地遞增為一個半小

時、兩個小 時或三個小時。若課程時間較長，學生通常有一次下課時間，下課時間為

五到十分鐘。 

該校目前共有三個老師，都是來自臺灣，教師至少要擁有教學或教育背景，否則

在海外僑校的教學環境適應上，可能要花更多時間和心力。 

評量方面，華語課程會實施課堂測驗，該校鼓勵學生參加華語測驗，讓學生有機

會檢測自己的華語水平及學習成效，一般報考以亞裔學生為主，參加臺灣華語測驗推

動工作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 for the Test Of Proficiency - Huayu，簡稱 SC-TOP）

的 TOCFL考試，學生結業時華語水平相當於 TOCFL 的進階高階級。 

啟源教育中心辦理許多文化相關活動，也會協助主流小學及中學辦理文化體驗活

動。除此之外，該校在每年十月也舉辦華語營隊，全程需說華語，參加者年齡為八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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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十二 歲。該校每年也會參加臺灣僑務委員會在海外舉辦的「漢字文化節」，今年僑校

將計畫  與主流中學合作，辦理為期一天的成果發表會形式的活動，內容將包含華語演

講、華語 歌曲表演、扯鈴、舞獅等。 

3.4.4 華語家教班 

紐西蘭也有為數不少的華語私人家教班，由於時間限制與聯繫關係，僅以 A 老師

的華語家教班做為代表。A 老師的華語課程屬於家教形式，以老師到學生家上課，或

學生到老師家上課為主要課程進行方式。A 老師目前有五個班，學生平均年齡為六歲

至十二歲。家教形式的課程設計主要以學生需求為主，有個人制和小班制之分，課程

最少為一人，目前最多為三人。教師教學時間一週三十分鐘到兩小時不等，依學生個

別情況及需求調整，教師上課時會用僑委會全球華文網上的教學資源，搭配僑教雙週

刊上的小故事， 協助學生練習華語閱讀。此外，教師教學也運用許多多媒體資源。華

語課程每週進行一堂課。 

四、結論與限制 

根據研究問題，資料收集，以及筆者在紐西蘭一個月的訪查結果，紐西蘭奧克蘭

地區的華語教學不僅豐富，異質性也非常高。紐西蘭政府及教育部雖然明訂《全國語

言課程綱領》，但是由於紐西蘭的教育體制主張高度自主，因此在紐西蘭學歷評估委員

會之下，有不同的教育系統提供紐西蘭各級中小學選擇使用，每一間學校也在紐西蘭

教育體制的規準之下，創造有特色的第二語言教學發展。這樣的第二語言教育發展雖

然看似沒有規律可循，但是事實上卻又都以紐西蘭教育部要求的教學目標為依歸。若

以整體性來看，華語教學在各級中小學的發展，其實仍舊秉持著紐西蘭教育部要求的

第二語言教學精神在執行，也體現完善的「學生本位」教育規準。 

紐西蘭近年來的社會環境、移民人口變化，使得在奧克蘭的華語教師們不得不改

變原有的教學模式，以符合時局。紐西蘭政府雖然與亞洲國家有頻繁的貿易往來，但

是因為屬於英語為母語的國家，對於主流中小學的學生來說，自然認為求學期間學習

華語並非當務之急，也因此使得華語學習推展在紐西蘭顯得困難。除此之外，近年來

中國移民的大量湧入，使得紐西蘭社會、經濟等各層面受到改變與影響，在華語學習

上也因為華裔的增多，改變了華語教學課程的生態、架構和方式。大量中國國際學生

在主流中小學選修華語課程，使得華語課程本身必須區分成「提供華語為母語學生課

程」和「提供華語非母語學生課程」兩種，然而紐西蘭政府及各級主流中小學，目前

都沒有「將華語課程以族群區分」的規劃，加上一個班級裡學生程度不一的普遍現象，

使得華語教師不得不因此改變教學策略和課程設計，以適應華語教學環境。 

除了主流中小學以外，奧克蘭的許多民營華僑學校，也因為中國移民人數的增加

而受到影響。中國移民的湧入使得奧克蘭地區的華人民間社團增多，許多華人社團經

營僑校的結果，使得學生來源分散。奧克蘭的僑校及華語教師因應環境的改變，不僅

要設計豐富有趣、有獨樹一格特色的華語課程來維持學生來源，還必須引起學生「想

學習華語」的動機，才能在英語為母語的國家裡維持、確保華語課程的永續推展。 

紐西蘭的教育體制希望教師在教學設計上多元發展，因此紐西蘭的教育環境有多

樣化特色。紐西蘭的教育政策和提供教師高度自主的方式，使得紐西蘭的華語教學環

境更豐富多彩，華語教師們在面對各種不同的挑戰時，也因此創造出多樣性的華語教

學環境。對於期望到紐西蘭工作的華語教師來說，在到紐西蘭開始華語教學工作以前，

對於紐西蘭的教育體制、華語教學環境、教師自身必須任教的學校體系等，都必須要

有清楚的認識，才不至於因為先備知識的不足而產生不適應，導致教學準備工作不完

善。紐西蘭的主流學校和僑校，在華語字體和標音系統的使用上有基本差異，主流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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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以教授簡體字和漢語拼音為主，僑校則以繁體字和注音符號為主，教師必須先針對

自己即將任教的學校性質做不同的教學準備。再者，若教師即將前往紐西蘭主流學校

任教，則必須了解學校的體系為何？如筆者於第四章第三節所提，學校根據紐西蘭學

歷評估委員會所承認的不同項目，會有不同的實施規準、測驗方式和學習目標，教師

必須對此先做全盤性的了解。若教師即將前往紐西蘭的僑校任教，則必須了解僑校的

主要學生族群、家長及學生學習華語的需求等，才能做好完善的教學計畫。 

筆者走訪奧克蘭期間，所參觀的十所學校裡各有不同的華語教學特色，華語教師

們的教學方式也各有不同。因為目前針對紐西蘭華語教學的調查研究甚少，因此在文

獻資料收集不易的情況之下，本研究的各級學校資料收集、訪談結果都屬於第一手資

訊，筆者希望以開創性的資料，提供、協助往後有志前往紐西蘭貢獻華語教學心力的

教師，做為教學環境先備知識的參考依據。 

本研究雖以奧克蘭地區為主要研究範圍，因為工作關係，使得筆者僅能有一個月

的時間拜訪奧克蘭地區的學校，時間非常緊湊，也因此沒有機會在奧克蘭訪問更多提

供華語課程的學校和僑校，收集更多資料，這是筆者認為可惜之處，也是本研究的限

制。即便如此，未來若有機會，筆者也希望對紐西蘭的華語教學發展做更深入的調查，

以期提供更豐富、更完整的研究內容。 

五、參考文獻 

1.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2006）。各國華人人口專輯第三輯，100-101 頁。 

2. 林寶玉（2001）。紐西蘭的漢語教育，第 2 版，世界華文作家出版社，臺北。紐西

蘭教育部。http://www.education.govt.nz/ 

3. 奧克蘭大學（University  of  Auckland）。http://www.arts.auckland.ac.nz/en/about/ 

subjects-and-courses/chinese.html 

4. Statistic New Zealand。http://www.stats.govt.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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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演文化融入初級華語教學之個案研究： 

以澳洲小學飲食文化教學為例 

李旻俐 

文藻外語大學華語教學研究所 

jinglu817@gmail.com 

摘要 

本研究針對澳洲小學 A1學生進行初級華語教學所面臨的文化學習問題，探討透過

真實語料之操作練習，是否能夠建立對中華飲食文化的理解。此研究週期為四週，共十

二小時。教學研究對象為二十位澳洲小學 A1初階學習者。 

研究方法設置包含語言因素構成的上下文以外，也顧及由非語言因素構成的語境

（Firth，1957），讓澳洲學生在自然的社交互動情境中，發展對行為文化的認知。主要

運用體演文化教學法（Performed Culture Approach），為學生設計華語文化情境中的演練

行為，建構不同的世界觀，從而使學生將來能更得體地運用華語。 

學習內容包括三種飲食文化學習單、課堂活動單，實驗工具包括前測、後測，課後

訪談，上課錄音、錄影等。運用觀察、訪談、問卷以及多元化的評量等方式做展演記錄。 

本研究結果指出，非語言文化語境可以提升初階華語學習者的學習文化的興趣和理

解，並應用在生活上，因此建議體演文化教學宜融入初級華語教學，提升學習成效。 

關鍵字：詞彙、非語言語境、體演文化教學法、飲食文化、澳洲小學 

一、前言 

1.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華語教學在澳大利亞成為重要的外語之一，根據澳洲統計局發布 2016 年最

新人口普查結果，華裔居新移民首位，中文已然成為澳洲第二大語言，2017年 1月澳洲

聯邦政府早已計畫在全澳範圍內推出一個早期語言學習計畫。若要進行文化傳遞及發展

的互動情境，多半運用不斷的重複與例行工作來建置學習者對目的語及華文文化的熟悉

度。（註一） 然而，澳洲昆士蘭州五、六年級課綱的基本目標是：讓學生能夠認讀及表

達基本的中文，以學生的實作為主。2014年之後澳洲昆士蘭州教育部提出「示範（I do）—

共做（we do）—任務（you do）」做為教師專業成長及學生考核項目的基準。（Fisher D & 

Frey N, 2014），規範從教師的示範，到課堂活動，乃至課堂綜合活動或課後活動，能一

步一步授予學生學習責任，清楚引導並且讓學生內化成為未來可以運用的能力。因此，

本研究著眼於如何配合這樣的標準，了解教師如何運用體演文化教學法（Performed 

Culture Approach）達成澳洲教師設定初級華語文化教學的目標。 

因為研究者前往澳洲進行華語教學實習，上課地點在具有媒體功能的專科教室進行

教學活動。澳籍的實習指導老師本身教導全校三至六年級的學生，共分 A1初階高年級

組（五、六年級）和 A1初階低年級課程（三、四年級），本研究乃針對前者進行體演教

學。 

2. 研究目的與問題 

針對澳洲小學 A1學生進行初級華語教學所面臨的文化學習問題，為期四週，共十

二小時。本個案研究對象實驗組為來自五組二十位澳洲小學 A1初階六年級學生，每組

四人，他們已經有一年的華語學習經驗。目的希望能夠透過真實語料之操作練習，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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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學習者對中華飲食文化的理解。根據 Fisher& Frey（2014）的理論，其中共做（we do）

的部分，於文化學習的認知和表達而言，所以焦點在於教師創造教室的情境之後，學生

共同練習（practice）或執行（perform）所學的內容，學生最好能夠實際演練，成為離

開課室後應用所學的基礎。因此回應以下問題： 

（一）如何創造非語言文化的情境與學生現有母語文化經驗連結，產生對目標文化的理

解和經驗？ 

（二）如何讓學生在文化框架中，以演示的方式表達和母語人士接近的學習內容？ 

（三）如何讓學生走出課室後仍願意運用課堂所學之目標文化內容於日常生活之中？ 

二、文獻探討  

體演文化教學法由吳偉克（Walker，2000）為了解決東亞語言的二語/外語教學問題，

強調語言學習者的經驗必須放在真實的情境，讓學習者參與目標文化及社群做真實溝通

的文化練習。本個案研究主要針對在澳洲學生學的華語為外語（CFL）初階華語學習者，

而這樣的系統中，對外華語的教室幾乎是學生唯一的學習環境，因此教師如果要讓學生

深化目標語的文化，其要件就是在課堂內做好與相關文化的教學情境設計，讓學生在課

堂上的學習參與和練習活動也可以成為情景語境的一部份，才不至於讓文化教學在 CFL

的課程下邊際化。（Chen, 2017） 

參與 CFL 課堂的學生，擁有母語的知識和經驗，孫佩婕（2012）提到，語境由言

語行為中的情景語境抽象概括而來，其中包括話語參與者及其內部結構（知識、信仰、

目的和意願）、行為本身及其結構、時間地點等特徵。體演教學法（Performed Culture 

Approach, PCA）則將文化框架中的意義視為核心，讓 CFL學習者先關注整體情境與意

圖（intention），然後學習如何參與其中。（Christensen and Warnick, 2006） 

至於教師設計 PCA 演示活動時，必須注意其中五個重要的要素：展演的時間、地

點、腳本或程序、參與者的角度，以及聽眾。讓學生透過反覆在情境裡演練的行為，建

構對目標語的文化記憶並且內化，才能再度運用在未來的生活中。（Walker, 2010） 對

於每一個展演，一般說來，老師給予正面回饋，這樣的互動讓學生的目標語言得以繼續

成長。但是如果能夠用誘發性同儕互評或者建立模組，可以了解觀眾的理解程度，並鼓

勵他們積極傾聽。（Yu, 2002） 

近年來因為全球化的關係，對外華語教學者如能持動態的語境觀，能夠培養學生的

外語認知能力，從而提高學生語言的綜合運用能力。（李聖平，2009） 據 Sperber D, & 

Relevance W.（2001），學習者對世界的認識（world knowledge）、對目標語言的相關知

識及其文化固然可視為認知語境，在 PCA 的教學中，也應該就學習者的民族社會文化

背景知識、現實生活情況儘量設計一些與學生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內容、話題，這樣才

能更貼近他們的生活，讓他們能夠從熟悉的已知經驗和故事中，例如西餐點菜，自行比

較歸納而建立對於目標文化的理解，如此能夠提高他們的學習興趣，以期增加中餐點菜

的溝通能力，從展演中最好習得和展示。語言溝通品質不限於說話的內容，也包含音調,

姿勢,和臉部表情。因為個案學生為 11-12歲的小學生，不要求學習者在目標文化中改變

他們的溝通方式，而是發展出他們自己的表達方式，希望學生在自由表達演示的內容時，

也更能增強他們表達的信心。 

PCA特別強調實行文化行為，為了真實溝通文化活動，首先，學習者經驗必須在文

化上是真實的，可以是—故事或經驗的回憶學生被要求語言形式以外，還要能準備文化

習得的成果展現，如此激發學生在離開課室（課後）也可以再度實作；但是 Walker &  

Noda（2010）提到基於展演或實作之後，在學生內化知識的時候編排已習得的記憶（saga）、

主題（themes）或個案（cases），卻無法在本研究中看出，因為本案已是個案教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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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改編研究結構如下。 

 
圖 1 研究架構（改編自Walker & Noda（2010）） 

三、研究設計 

為了符合澳洲當地的初級華語教學需求，本個案研究基於語言及文化教學的進行。 

實施之初，教學模式和教材都必須配合課程總目標，以示範、共作、任務做為學習歷程。

因此，了解學生已知的主題詞彙及經驗非常重要，前三週主要以母語飲食文化輔以中華

料理詞彙及句型為主要練習，加上非語言的情境提示；在第四週則讓學生實際做分組演

示，並予以互評。尤有延伸課程，讓學生能於 10 月中旬前往中國餐廳親自點菜，讓他

們有課室外重演及應用的機會。 

3.1 調查（前測） 

本研究實驗組為五組吃過中華料理的 20 位學生，50%曾經有過點餐經驗；對照組

則是從家人或網路看過中華料理的學生，因此研究者進行課中觀察。 

3.2 觀察 

第一至三週主要做課堂觀察學習型態、對於中華料理詞彙的反應及小組互動記錄，

並輔以澳籍教師本身的上課記錄。 

3.3 演示活動設計及評量 

第四週上課前做中國餐廳情境布置，由各組上台。當一組角色扮演的時候，其他組

選出組長，演示後，由組長舉評分牌，說明演示內容並評論，或針對聽不懂的地方發問。 

3.4課後訪談 

演示之後訪問實驗組同學，並對其他聽眾做抽樣訪問；另外，對澳籍教師做訪談。 

3.5 後測 

詢問演示之後可能實踐所學中國餐廳點菜活動內容的意願及決心。 

3.6 課後應用 

配合學校活動，讓學生實際到中國餐廳的真實情境應用所學。 

四、結果與討論 

因為澳籍教師平日必須顧及功能、語法、活動等教學步驟，在體演教學（PCA）個

案的前置期間前三週，只能將課堂的 1/3做為本個案研究的施作時間，其學習重點在於

幫助學生逐步了解中華飲食文化詞彙，並做配合主題的語言練習，方能於第四週做總合

學習，配合非語言情境做體演活動，其學習產出演示的錄影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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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從已知到未知的「學習者為中心」的課程設計： 

本個案研究為 CFL 初階的兒童學習者，因為任課教師強調「以學生為中心」的教

學觀，所以課程設計由母語相關的句型及詞彙開始，從已知學未知，進行形式練習。語

言教學部分以聽、說做為主要練習內容，讀、寫為輔助設計。為求整體意義的展現，每

堂課必敘述教學目標，從飲食主題開始做讀前活動，然後以圖片或歌曲複習生詞。因為

學習內容與學生生活切身相關，對學生而言頗有意義，因此馬上能用。一般學生可以儘

量理解，連結已有的經驗，在練習的時候回答教師的提問，例如：「你到台灣朋友 Sylvia

的家 homestay，Sylvia 請你吃 Taiwanese food，你要吃什麼？」澳洲學生舉手很踴躍，

但是大部分對照組學生還是提到澳洲的食物，80%以上的實驗組學生說到中華食物的名

稱，其中 A、C組每堂課都有同學發表，而且反應速度先於其他學生。 

澳籍教師原本預期學生只能學會母語文化之西方食物，如牛奶、麵包、巧克力等，

但是後來發現學生對於中國食物也能夠很快聯想起來，但是他還是認為在 CFL 的環境

下，這些其他文化的食物名稱不容易留在長期記憶中，除非能夠在設計的學習單中一再

用不同的方式重複，或者能夠讓他們真正體驗其滋味，因此排定在下一個學期前往中國

餐廳進行點菜活動。 

4.2 儘量以多媒體方式設置中華飲食文化情境 

本個案研究前三週以圖片及漢語拼音，練習主要中華飲食文化辭彙部分，每次以五

個詞為限，因為個案之澳洲中文課程並沒有採用教科書，每次以一至二張學習單，輔以

圖片和飲食文化知識影片進行提問，例如 BBC Real Chinese（Part 5）、Chinese Eating 

Etiquette的英文影片，而此對於華文文化產生新的故事聯想，藉以引起學生更強烈的學

習動機。例如播完筷子的使用方式之後，老師提問： 

「你用 fork and knife，（表演放錯在盤子的兩側）這樣對不對？」 

「你用 chopsticks，（表演筷子插在飯碗上--插香爐的方式）這樣對不對？」 

多數學生看完影片可以理解餐桌禮儀的重要性，所以在第四週 A、B、D 刻意將這

個行為表演出來，讓其他同學糾正。 

前三週母語文化詞彙為主的課堂，增加中華料理飲食詞彙讓學生增加觸及文化的 

機會。基於前後測比較結果，本個案學生描述吃過的中華料理，如炒飯、蝦片等，不一

定和中國餐廳點菜內容相關。這是因為澳洲學生在日本餐廳等也可能吃過類似食物，B、

E組成員在前測時有所混淆，但在後測及演練後訪問則釐清對中華料理的概念。 

澳籍教師根據電腦輔助教學網站加入的中華料理詞彙如「炒飯」、「炒麵」、「春捲」、

「餃子」，另外加入的食物文化詞彙則有以下幾類： 

(一) 配合課後點菜可能用到的詞彙如「咕咾肉」、「蝦片」、「叉燒包」 

(二) 配合台灣文化點菜可能用到的詞彙如、「小籠包」、「（米）飯」、「鳳梨酥」 

(三) 配合點菜演示及詞彙類別衍生用到的詞彙如 「湯」、「雞湯」、「魚」、「魚湯」、「（蔬）

菜」、「菜湯」、「大」、「小」。 

每個生詞配合圖片及示範展演練習，目標在於讓學生說出含有詞彙的句子，反覆練 

習及複習循序漸進的句型，運用的情境包括媽媽在家煮點心、鄰居華人小孩生日、到台

灣華人家庭 homestay 等等。限於澳洲學生可能有過敏的情形，原定品嚐蝦片等食物的

活動無法執行。仍然提供小塊台灣鳳梨酥做為體驗內容，做分組練習的時候 70%的實驗

組學生說得出「鳳梨酥好吃嗎？」 

此外，前三週課堂上都有一個主要溝通活動或遊戲，最重要的是角色扮演或電腦輔

助網站為主，並用問題檢查其理解程度，讓學生表達，最後以綜合活動或複習所學課程

內容。澳籍教師認為實作中華料理菜單的目標不易達成，因此堅持多半採取昆士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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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指定之網站 Learning Place
2的網頁為基礎（web-based）的現場互動問答教學。 

但是讓學生模擬真實使用語言的場合，必須由教師檢查學生是否能夠將已知的詞彙

和中華飲食文化內容鏈結。研究者觀察實驗組學生對於教師示範或提問的反應速度較快，

比較容易將生詞和圖片加以連結，例如「春捲」、「蝦片」等，尤其對於電腦多媒體展示

之內容的回應速度最快，D 組則在電腦輔助課程的菜單製作中將網路圖片應用在成品

上。 

4.3 文化體演受限於時空條件，但學生仍將所學的文化知識運用在演示中 

本個案則以第四節課做為體演文化教學的主要演示，將教室布置為中國餐廳情景，

並由擔任服務員（waiter）的學生穿著台式客家花布的衣服，和其他三位同學進行餐廳

點菜的活動演出。因為學生瞭解課程的目標，第四週為餐廳點菜的演示時間，小組預先

可做討論。專科教室為主要展演及互動的空間，預備後台為準備食物或圖片的「廚房」。

在學生進入教室以前，教師著手布置中式餐廳的前台情境：包括餐桌椅、中式碗筷、茶

壺、點菜表及菜單。課程共有 60 分鐘，學生就座後，由教師先說明程序，原則上每組

10分鐘，上台演出 7分鐘，3分鐘則由各組現場回饋，因為時間的限制，只能用誘發性

同儕互評，教師總評必須留到 PCA課程展演之後。 

各組學生先討論 10 分鐘，確定展演的角色（主要是服務員，穿著台視客家花衣作

為標示），其他角色可以為餐廳用餐的客人或其他角色，端看各組編劇而定。從訪談中

發現，各組成員中爭取擔任服務員的學生頗多，因為花布衣裳十分特別，這個非語言文

化設置吸引了小朋友有意識地用不同的看法來做角色扮演。另外，服務員也主導整個表

演的節奏和結局，雖然有學生因為緊張而忘詞，可以看到其他組員努力協助。在訪談中

發現各組服務員的想法如下： 

A組：我覺得我說話太慢，我們組員很有耐心聽我說話。然後我把每個字都寫下來，就     

來不及去廚房拿出所有的圖片和食物。原來中國菜的種類很多，又分大盤和小盤，     

一時之間很難處理。 

B組：我覺得我的組員不太跟我合作，我們已經討論好了菜單，但是他們突然點了西式     

的三明治，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他們可能忘記中國菜的名字了，不過演出真的

很有趣，我是男生，卻要穿花衣裳，好像我真的變成中國人了。 

C組：我覺得我們演得很好，我是最好的服務員，他們翻轉茶壺蓋子的時候我就去服務，

我們很好。 

D組：我覺得很有趣，但是有點麻煩。上這堂課前他們都不跟我討論，所以我們只有 10     

分鐘不到，不過我們還是完成了點菜的任務，下次我到中國餐廳要仔細看服務員

怎麼進行點菜。 

E組：我很生氣，都是前一組評分太久，我們老師又在門邊等著帶我們回教室，害我很     

緊張，時間不夠。同學沒有做好我們這組的評分，我覺得不好玩。 

本個案研究模擬澳洲大部分的中式餐廳的飲茶模式，例如已播放中式飲茶餐廳倒茶

及呼叫服務員的片段，學生則在演示中馬上運用出來，可以看出對目標文化的理解和經

驗，也因為「做中學」而改變了他們對喝茶的看法，不再認為喝茶只在用餐後或午茶時

刻。在訪談中發現，實驗組學生 A、C對於一面吃飯一面飲茶，感到新鮮有趣。在演示

的過程中，學生進入「餐廳」後，會模擬如何表達「茶沒了」，翻轉壺蓋的動作。其他

組表演喝茶聊天、詢問並確認菜單內容等細節，甚至使用筷子夾物等技巧。 

    本次體演教學的另外一項重要的要素則是鼓勵學生成為主動的觀眾，因此教師設計

每組選出一位組長，必須負責舉牌（1-5分），將全組對演示組別提出評分及問題，如果

沒有問題，演示組別則準備 1-2個問題詢問其他各組聽眾。觀察的結果顯示，多半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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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得分為 4-5分，因為大家都覺得能夠演出整個不同文化是很不錯的；但是學生的問題

偏向語言的問題，有時候是開玩笑或嬉鬧，例如： 因為音調而聽不懂比較難的菜名；

或者直接針對誰點了什麼，想要再學一次；只有 E組詢問為什麼服務員要給每道菜一雙

筷子，因為 C組準備了公筷母匙的概念。所以互評的概念因為所學有限，無法達到真正

文化教學的效果。 

因為最後一組演示的時候，下一堂課的老師已經到達現場，觀眾的改變造成學生心

理的影響，對於學生的演出是有影響的。整體說來，練習體演時間不夠，因為課前小組

A、B、D 組學生並沒有事先充分練習，澳籍教師也無法騰出任何時間或者要求公假的

方式在課堂上準備，但是教師認為學生已經展現高於平常的接受文化的能力，因此認為

PCA頗有成效，希望看到第三學期學生在中式餐廳點菜的實踐結果。 

    在體演文化教學的展演之後，實驗組學生在後測問卷結果如下：  

（一）70%學生認為更加了解中式餐廳的點菜情境和流程。加以訪談中知道本次 PCA

教學的意外，使得設計的情境無法完全真實，例如端出炒飯等食物後，引來蒼蠅，

造成部分學生演示時不自在，也造成餐廳不真實情境的看法。 

（二）95%學生認為自己已經有中式餐廳點菜的文化經驗，最重要的是全部實驗組學生

認為自己日後到中國餐廳會想要自行點菜。 

五、結論 

    體演文化教學法讓學習者做具體地親身經驗，讓學生掌握在情境中使用語言的時

機，從「做中學」，因為是引導學生去掌管自己的學習，因此適合澳洲教育當局推動的

「示範（I do）—共做（we do）—任務（you do）」。 本個案中適當教學語境的設置，特

別是非語言文化語境得當，確實可以提升初階華語學習者參與文化演示。特別是多媒體

形式的文化知識輸入，連接過去目標語言文化的經驗，也增加了學生對於行為文化的興

趣和理解，進而擴大澳洲小學學生的世界觀，並且願意在日後應用所學進一步實踐。因

此建議體演文化教學法融入澳洲初級華語教學，提升學習成效。 

註解 

1. 澳洲華語教材多半由各州教育部訂定課綱，名為「非英語課程（Language Other Than 

English（簡稱 LOTE）」中文課綱，提供當地華語教師自編教材的根本。澳洲部分

實驗的特許小學因此推出沉浸式中文教學，本研究則在一般公立小學實施。 

2. Learning Place 位澳洲昆士蘭省教育廳推行之網站，因為澳洲對於中小學教學網站

進行非常嚴格的管制，所以課程參考標準以此網站為主。 

http：//education.qld.gov.au/learning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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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ies 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have claimed that, to understand the formation of 

learners’ L2 linguistic system, it is crucial to understand the roles played by L1 transfer, L2 

overgeneralization, textbooks, classroom instruction, and learners’ learning strategies.  

However, very few studies have discussed the role of L2 language-specific phenomena in the 

acquisition of the target language.  For example: for years, both CSL instructors and learners 

have noticed the problems caused for learners and instructors by the language-specific 

Chinese [S VO V-得 complement]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This paper uses the learner corpus provided by Teng(1997) to demonstrate some 

language specific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S VO V-得 complement] construction, and the 

problems that some L1 English learners of CSL have had when learning the [S VO V-得
Complement]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show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pplied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and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learners, that these problems are caused by some 

language specific features of Chinese: if there are an object and a complement in a Chinese 

sentence, the [S VO V-得 complement] construction must  be used, and the transitive verb 

must be repeated; there are different types of V-O structure that must be used differently; the 

specific grammatical function of V-得 must be understood; and it is necessary to distinguish 

between an adverbial complement and an adverb, and between the uses of the homophones -

得 and -的.  Finally, the paper presents a teaching protocol to make learning this Chinese 

language-specific construction more successful. 

Key words: language-specific features, Chinese [S VO V-得 complement] construction, 

types of VO structure, repetition of verb, the grammatical function and context of V-得, 

postverbal position for complement, applied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learners’ point of 

view, raise awareness, form- and meaning-based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1. Introduction 
This section briefly discusses that previous literature says about the causes of errors, and 

explains some language specific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S VO V-得  complement] 

construction. 

1.1 Previous Literatures 

Ellis (1985) specified the factors that cause learners acquire an L2 in the way they do as 

input, world knowledge, cognitive mechanisms, psychological distance, aptitude, L1 transfer, 

overgeneralization, cultural differences, pragmatic/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and creativity.  

Selinker (1972) stated that the five main cognitive processes that cause specific features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re L1 transfer, L2 overgeneralization, instructional 

misleading, and improper use of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Richards (1974) claimed that L2 learners are led to make errors due to overgeneralization, 

ignorance of rule restriction, incomplete rule application and hypothesizing false concepts. 

However, they do not recognize that L2 specific features are also a major cause of 

unsuccessful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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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Some language specific features of Chinese [S VO V-得 complement]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if a sentence contains an object and a complement, the [S VO V-得
complement] construction has to be used.  Additional language-specific features related to 

the Chinese [S VO V-得 complement] construction are described below: the certain types of 

VO structure; the requirement of a transitive verb; the requirement that the verb be repeated 

and that the functional suffix -得 be used; the required postverbal position for complement; 

and the need to distinguish the homophones of -得 and -的, and between the adverbial 

complement and the adverb. 

1.2.1 Types of VO structure 

Three types of VO structure are commonly found in the [S VO V-得 complement]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a) [V VO] compound: 說話 開車 唱歌 跳舞 睡覺 吃飯 看書 走路 

                      發音 考試 咳嗽 做菜 做飯 做事 

   (b) [VP VO] phrase: 說中文 說國語 說德文 打籃球 打噴嚏 

                    穿衣服 到學校 

   (c) [VP V NP] phrase: 看這本書 唱中國民謠 

 

Type (a) is a verb compound where the O is monosyllabic; Type (b) and type (c) are verb 

phrases where the O in (b) is disyllabic, and the O in (c) is modified. 

Different from English, Type (a) disyllabic verbs are [VO] compounds; in other words, these 

are transitive verbs.  In contrast, the corresponding English verbs “speak, drive, sing, dance, 

sleep, eat, read, walk, pronounce, test, cough, cook, work” are either intransitive verbs (such 

as “sleep”) or morphologically not [VO] compounds (such as “drive”) where the object may 

be understood rather than expressed. 

1.2.2 The requirement for a transitive verb and for the repetition of the verb 

     In Chinese, two types of verbs can be followed by the functional suffix -得: 

   (a) transitive verb in 說話, 說中文, 看這本書, etc. 

(1)他說得很快。 

(b) intransitive verb: 笑, 哭, 坐, 站, 躺, 玩, etc. 

      (2)他哭得很大聲。 

 

However, only transitive verbs can occur in the [S VO V-得 complement] construction: 

(3) 他說話說得很快。 

(4)*他哭哭得很大聲。 

 

Furthermore, the verb has to be repeated: 

(5)*他說話得很快。 

 

1.2.3 The grammatical function of V-得 

 

The grammatical function of -得 is to guarantee the complement to occur at the 

postverbal position. In other words, without -得, the sentence will be ungrammatical:  

(6) *他說話說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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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The required postverbal position for the adverbial complement 

 

In Chinese the positions of adverbial complements and adverbs are fixed: the former is 

postverbal, while the latter is preverbal (Huang 1990), as shown in (7) and (8) respectively: 

(7) 他睡覺睡得很晚。 

(8) 他很用功地讀書。 

 

Otherwise, ungrammatical sentences will be generated, as shown in (9) and (10): 

(9)*他很晚地睡覺。 

(10)*他讀書讀得很用功。 

1.2.5 The homophones of -得 and -的 

In Chinese, -得 and -的 are homophones.  Nevertheless, their functions and contexts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Huang 1987): 

The function of -得 is to guarantee that a complement occurs at the postverbal position, 

while the function of -的 is to allow a nominal modifier (Nom. Mod.) to occur at the 

prenominal position, as shown in (11) and (12) respectively: 

(11) [VP V-得 complement] 

(12) [NP Nom Mod.-的 N] 

 

In other words, what precedes -得 is a verb, and what follows -得 is a complement.  On 

the other hand, what precedes -的 is a nominal modifier, and what follows -的 is a noun. 

All the language-specific features of this construction that are specified above do play a 

crucial role in causing the learners to make errors. This will be demonstrated in sections 2 to 5, 

below. 

The following sections contain first a classification of the Interlanguage (IL) data.  This 

is based on data from nine L1 English learners of CSL in a Chinese language center in 

northern Taiwan, presented by Teng (1997); their background information is presented in 

tabular form in the appendix. Next is a description of the data, and of the problems that the 

learners had.  Third is an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those problems from the learners’ point of 

view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pplied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Finally, a teaching protocol 

is presented to make it possible for students to learn this Chinese language-specific 

construction more successfully. 

2. Classification and description of IL data 

This section classifies IL data into two groups: data with no errors and data with errors.  

Each group is then classified further into eleven subgroups of different sentence patterns (SP): 

SP1 for data with no errors, and SP2 to SP11 for data with errors.  Each data item is coded 

by the subject who produced it (“A” for elementary level, followed by the numerical identifier 

of the subject) and the length of study in months at the time the item was produced (number 

followed by M).  Thus, a sentence tagged “A3/2M” was produced by beginning student 3 in 

the second month of study at the language center.  

A. Data with no errors: 

 

SP1: S VO V-得 complement: 

(13)他看這本書，看得很慢。(A3/2M) 

(14)我只知道他會打籃球，至於他打得好不好，我不知道。(A4/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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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媽媽做菜做得很好，怎麼做，怎麼好吃。(A5/6M) 

(16)她說話說得很標準舉的例子又很實際人也很親切難怪學生們都喜歡她。(A5/7M) 

(17)做演講的時候我一直不好意思，說話說得很生硬。(A6/7M) 

(18)他做事做得很慢一把一把的洗東西。(A7/7M) 

(19)他說中文說得太快。(A8/2M) 

 

Here, we see three important linguistic facts in Chinese: 

a. All verbs are transitive. 

b. All verbs are repeated. 

c. All complements follow a repeated verb and the functional suffix -得. 

 

Besides, we also see that A1 and A2, who had not had any experience in learning 

Chinese before, did not use SP1 at all. 

B. Data with errors: 

Below is a list of ten erroneous sentence patterns found in the IL corpus: 

 

*SP2: *VO complement: (V-得  *0) 

(20)＊他唱歌不太好。(A1/4M) 

(21)＊他做事太慢真讓人著急。(A8/5M) 

(22)＊他唱歌不錯。(A9/4M) 

 

*SP3: *VO的 complement: (V  *0; -得  *-的) 

(23)＊她的程度很好，她說德文的很清楚。(A6/6M) 

(24)＊為了睡覺的好，睡覺以前別吃太多的飯。(A9/5M) 

 

*SP4: *VO-得 complement: (V  *0) 

(25)＊他咳漱得太厲害了最好請假在家休息 (A5/6M) 

(26)＊按照時間她做事得很講究。(A6/5M) 

(27)＊她的程度很好，她說德文得很清楚。(A6/6M) 

 

*SP5: *VO V的 complement: (-得  *-的)  

(28)＊在台北人開車開的很亂是普遍的現象。(A4/8M) 

(29)＊他說話說的很標準。我跟他同意。(A7/4M) 

 

The above data clearly shows that major problems that the students have are: not using 

V-得 as in SP2; not repeating the V as in SP3 and SP4; and replacing -得 with -的 as in SP3 

and SP4. 

 

Other errors are also found a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SP6: *adverb VO: (V-得 complement  1.V-得  *0; 

2.complement  *adverb) 

(30)＊因為我很晚到學校所以我的課差不多學完了。(A4/2M) 

 

*SP7: *V modifier的 O: (VO V-得 complement  1. V-得  *0; 

                                           2.complement *modif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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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VO *V modifier-的 O) 

(31)＊昨天晚上你睡很晚的覺。(A2/6M) 

 

*SP8: *V的 O V-得 complement: (VO  *V的 O)  

(32)＊他跟別的人穿的衣服穿得不一樣。(A9/6M) 

 

*SP9: *V2 V1O V1-得 complement: (V1O  *V2 V1O) 

(33)＊她說發音發得很清楚也在查字典的時候比較容易。(A6/5M) 

 

*SP10:*O1的 VO2 complement: (VO1*O1的 VO2; V-得*0)  

(34)＊因為她國語的說話不太好。她決得是很難。(A7/3M) 

 

*SP11:*S的 V complement: (S VO V-得 complement *S的 V ; V-得*0) 

(35)＊可是他的跳比我好。(A8/3M) 

 

The above examples show that VO and V-得 are still the major problems for  learners: 

a. VO is replaced with *V modifier-的 O, *V的 O, *V2 V1O, *O1的 VO2,  

*S的 V as in SP7, SP8, SP9, SP10, and SP11 respectively. 

b. V-得 is not used as in SP6, SP7, SP10, and SP11. 

c. Complement is either misused as an adverb, as in SP6, or as a nominal modifier, as in SP7, 

at preverbal position. 

It is also clear that prior experience in learning Chinese before does not guarantee that 

the learners have no problems in acquiring the [S VO V-得 complement] construction. 

3. Problems that the learners have 
From the data and the descriptions in section 2, the major problems that the learners had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a. Not repeating V; 

b. Not using V-得 or -得; 

c. Replacing -得 with -的; 

d. Misplacing adverbial complements at preverbal position. 

4. Discussion 
This section examines the types of verbs, and types of complements, used by the learners 

in the IL data, in order to specify the causes of learners’ errors in learning this Chinese 

language-specific construction. 

4.1 Types of verbs 

     Transitive verbs that were used by the learners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groups: 

a. [V VO] compound: 說話 開車 唱歌 跳舞 睡覺 考試 咳嗽  

                  做菜 做飯 做事 

b. [VP VO] phrase:    說中文 打籃球 打噴嚏 穿衣服 到學校 說德文  

c. [VP V NP] phrase:  看這本書 唱中國民謠 

d. *[VP VVO]:      *說發音 

e. *[NP N的 VO]:   *國語的說話 

 

There are two things that I want to point out here: 

a. In a local domain, the structure [V VO] compound, [VP VO] phrase and [VP V 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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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rase were used properly.  However, in a larger domain; i.e. a sentence, three-fifths of 

the verb in [V VO] compounds and [VP VO] phrases are either not reduplicated, or -得 was 

not used, or was replaced with -的.  On the other hand, no errors in the [VP V NP] phrase 

appear in the data. 

b. Ungrammatical forms were created by the learners, such as *說發音 and *國語 

的說話 instead of 發音 and 說國語, respectively. 

4.2 Types of complements 

In Chinese, there are two types of complements that can occur in [S VO V-得

complement] construction: 

a. Adverbial, e.g. (36) 他說中文說得太快。 

b. Adjectival:  

(a) refers to the state of S, e.g. 

      (37) 她唱歌唱得很高興。 

            (As the result of singing, she is happy.) 

            (b) refers to the state of O, e.g. 

            (38) 他洗衣服洗得很乾淨。 

            (As the result of washing, the clothes are clean.) 

 

Only adverbial complement is found in the learner corpus.  However, some of the 

adverbial complements are misplaced before the verb, rather than after the verb. 

5. Causes of errors 
Based on the above discussion, the causes of errors made by the learners are: 

A. that they are not awar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specific features introduced in  

section 1.2; 

B. that they have not been specifically taught each feature; 

C. that they have not had enough practice dealing with:  

a. disyllabic VO compound verbs where there is a monosyllabic object following the 

verb; 

b.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得 and -的,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y sound the same: 

that what precedes and follows the location of the function word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determining which function word is the right one to use; 

c.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positions of adverbial complements and adverbs. 

 

Taking these causal factors as guidelines, it is possible to design a teaching 

protocol to solve problems that learners have had in learning the target construction. 

6. How to teach the [S VO V-得 complement] construction to 

English CSL learners from the learners’ point of view 

This section presents a protocol for introducing the [S VO V-得  complement] 

construction to learners from their point of view. 

 

a. First, to raise the learners’ awareness, ask them to point 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ample 

Chinese and English sentences: 

   她 唱   歌     唱 -得          很好。 

     ‘sing’ ‘song’  ‘sing’ DE   (complement: ‘very well’) 

   She sings very well. 

b. Reintroduce VO compound verbs to the learners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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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歌        跳舞        睡覺        發音            說話  

sing a song  dance a dance  take a sleep  pronounce a sound  say words 

      考試        咳嗽       做飯        做事 

take a test  make a cough  cook a meal  do something 

c. To raise the learners’ awareness, ask them to identify why some of the following 

  Chinese sentences are wrong: 

   她唱歌唱得很好。 

  *她唱歌很好。 

  *她唱歌唱很好。 

 

  Ask all students to write down the sentence pattern of this type of sentence on a piece 

of paper.  Then ask two of them to write the sentence pattern on the blackboard, and ask the 

other of the students whether the sentence patterns on the board are right.  If they are not 

right, ask the students how to correct them.  Then the teacher writes the correct sentence 

pattern on the board and highlight the [VO V-得 complement] part to call it to their attention. 

d. Reintroduce the [S VO V-得 complement] construction to the learners as follows: 

   她唱歌唱得很好/不錯/不太好。 

 She sings songs and she sings very well. 

 他考試考得很好。 

 He took a test and he tested very well. 

 她做飯做得很好。 

 She cooks meals and she cooks very well. 

e. Ask one student one of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and have him/her answer the question first.  

Then ask all the students the same question, and ask them to answer the question all 

together : 

   你唱歌唱得好不好? (substitution drills: 跳舞/發音/考試/做飯/做事, etc.) 

   你說話說得快不快? 

   他咳嗽咳得厲害不厲害? 

   你昨天晚上睡覺睡得晚不晚? 

   你今天到學校到得早不早?  

   你打籃球打得好不好? 

   老師說中文說得清楚不清楚? 

   你的同學說中文說得標準不標準? 

   你穿衣服穿得跟他一樣不一樣? 

f. Ask one student to sing, and ask the other students to comment on how he/she   sings: 

   她唱歌唱得怎麼樣? (substitution drills: 跳舞/發音/考試/做飯/做事/說中文/ 

                                     打籃球/畫畫, etc.) 

   老師說話說得怎麼樣? (substitution drills: 寫字/走路/跑步/開車/騎車, etc.) 

   他咳嗽咳得怎麼樣? 

   你昨天晚上睡覺睡得怎麼樣? 

g. Ask each student to find a partner.  Show video clips to students, and ask them to ask their 

partners questions, one by one.  Their partner then answers the questions likewise. 

h. Ask two pairs of students to do a presentation in class.  Then each one of them asks their 

classmates one or two questions.  The ones who are asked then have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i. Ask the students whether should -得 or -的 be used in the following target construction: 

  她唱歌唱 ___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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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in to them why -得 should be chosen, pointing out that what precedes it is a verb 

and what follows it is a complement: 

   她唱歌唱得很好。 

         ↑   ↑ 

         V. Complement 

Finally, write down the structures that show the contexts of -得 and -的, and highlight the 

different parts to draw the students’ attention to them: 

[VP  V-得 complement] 

[NP  nominal modifier -的 N] 

j. Ask the students what they think about today’s class: 

你們今天上課上得怎麼樣? 

你們今天學中文學得怎麼樣? 

你們今天學的中文都懂了嗎? 

7. Conclusion 
In this paper, I have argued that L2 specific features should be taken seriously as one of 

the major causes of unsuccessful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Based on Teng (1997)’s 

learner corpus, I have demonstrated the language-specific features of the [S VO V-得 

complement] construction, and the major problems that some L1 English learners of CSL 

have had through not repeating V, not using V-得 or -得, or replacing -得 with -的.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pplied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and the learners’ point of view, I 

have determined that these problems are caused by the learners’ not knowing the following 

specific features of Chinese, such as: 

a. that many disyllabic verbs are VO compounds; 

b. that the [S VO V-得 complement] construction must be used when a sentence contains an 

object and a complement;  

c. that the verb in the [S VO V-得 complement] construction must be repeated;  

d. that -得 must be used and its grammatical function is to allow an adverbial complement 

to occur at the postverbal position;  

e. that adverbial complements are different from adverbs in that the former must occur at the 

postverbal position while the latter must occur at the preverbal position in Chinese;  

f. that although -得 and -的 are function words and they are homophones, their functions 

are totally different (adverbial vs. adjectival).   

     Finally, I have demonstrated a procedure for making learning this Chinese 

language-specific construction more successful: 

a. by raising the learners’ awareness of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b. by helping learners find the rules by themselves through well designed parallel examples; 

and  

c. by helping learners to get to know how and when to use the target construction properly 

through form- and meaning-based interactive oral practices tha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daily lives.   

     I truly hope this study has shed some light on how to help English-speaking  learners 

of CSL really understand the construction and be able to use it properly.  

Appendix 
 

Students’ Background Information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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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中介語語料庫受試者資料表 (鄧守信 1997) 

受試者編號      A1    A2    A3      A4      A5 

性別     男     男     女     男     男 

年齡      26      25      27      22      20 

國籍    美國    加拿大     美國 美國(華裔)    英國 

教育程度    大學    大學    大學    大學    大學 

專業    經濟     中國歷史   心理學    中文 

職業   銀行業     學生   商業貿易    學生 

父親語言能力    英文    英文    英文 中文/台語/英

文 
   英文 

母親語言能力    英文  英文  挪威文/英文 中文/台語/英

文 
   英文 

其他外語能力 西班牙文/德文 西班牙文/法文      x    法文    法文 

過去學中文時

間 

     x    x      1;6     0;5     1;0 

來台日期   Aug 1996   Feb 1996   Aug 1996   Aug 1996   Aug 1996 

學中文之理由 想與太太的家

人溝通 

為將來深造進

修作準備 

喜歡中國文化 是中國人,且將

來想在台工作 

對中國功夫很

有興趣 

覺得中文最難

之處 

發音/四聲/句

型語法 

 四聲/句型語法 句型語法 句型語法 

每週上課時數     10 hrs     10 hrs     10 hrs     10 hrs     10 hrs 

每天溫習時數     5 hrs    2~3 hrs     1 hrs    2~3 hrs     2 hrs 

與華人親戚朋

友相處的時間 

   每天    1/week      x    4/week      x 

受試時在台學

中文時間  

    5M     7M     8M     8M     8M 

 

(續) 

受試者編號      A6    A7    A8      A9 

性別     女     女     男     男 

年齡      19      20      21      23 

國籍    英國    英國    美國    美國 

教育程度    大學    大學    大學    大學 

專業    中文    中文 計算科學   亞洲經濟 

職業    學生    學生    學生    學生 

父親語言能力    英文 粵語/中文/英

文 
   英文 英文/德文 

母親語言能力    英文 英文/西班牙文    英文 英文/法文 

其他外語能力 法文/德文/拉 西班牙文/法文      x  法文/拉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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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 

過去學中文時

間 

    1;2     1;2     1;3     1;3 

來台日期   Aug 1996   Aug 1996   Aug 1996   Aug 1996 

學中文之理由 很喜歡學外語,

中國文化很有

意思 

想學一種有趣

的外語 

對中國文化與

語言有興趣 

對中國文化有

興趣,且想在亞

洲做生意 

覺得中文最難

之處 

句型語法   句型語法 四聲 四聲 

每週上課時數     10 hrs     10 hrs     10 hrs     10 hrs 

每天溫習時數     2~3 hrs     1 hr    1~2 hrs    2~3 hrs 

與華人親戚朋

友相處的時間 

  不常聯絡    1/week     每天   一週數次 

受試時在台學

中文時間  

    8M     8M     6M     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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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動因：偏誤分析是二語教育藉以觀察學習者心理詞庫(Lexicon)中語言規則的視

窗，因此，偏誤分析除了將語料加以分析、歸類之外，還有更重要的價值是藉以提升學

習效益，同時檢視語法理論(theoretical grammar)是否達到完備的境地。 

   現有偏誤分析的類型，如：成份錯置、成份脫落、成份雜柔、成份缺漏、特徵轉移、

成份誤用等是立基於傳統結構語法理論，這種偏誤分析與分類究竟能提供多少有價資訊

供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者與學習者應用呢？這些偏誤類型是從大量詞彙型錯綜複雜

的偏誤語料，加以分析歸納而來的，在分類學上達到了概括的意義。然而，就提供學習

者自我監控句法預測能力的作用而言論，這些術語所能提供的資訊，卻是相當有限的。

這些術語充其量只是讓從事二語教學的教師們獲得了二語習得大致上有哪些偏誤類型

的被動知識，卻無法提供教學者主動有效預測學習者會產生哪些系統性偏誤的知識，更

無從論及培養有效預測偏誤的能力。 

    研究方法與目的：本文擬從傳統語法理論與二語習得理論，以及大量偏誤語料與偏

誤分析類型進行反思，同時檢視現有教材的處理與課堂教學的弊端，並以學習者偏誤作

為驗證，藉以指出傳統靜態語法理論的侷限性，進而提出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理想

偏誤分析與圍堵的模式，以期對學界有所挹注。 

創新觀點：本文舉證指出靜態語法的偏誤分析與導正(error correcting)的問題所在，

進而舉證楬櫫動態語法觀的偏誤分析與圍堵(error blocking)來對症下藥，最後提出培養

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者與學習者有效預測最大句法效益的能力。 

關鍵詞：動態語法、語言習得、偏誤分析、學習者導向、翻轉教學 

一、開宗明義 

本文論述的邏輯從揭示本文的目的開始，然後指出問題所在，進而找出問題的癥

結，而後提出對症下藥的良策，從而提供解決問題的良藥，最後做出結語。大綱如下：

一、開宗明義，二、提出問題，三、癥結所在，四、對症下藥，五、良藥所在，六、結

語，七、參考文獻。 

本文的目的是藉由動態語法觀與靜態語法觀的對比，鑑照靜態語法理論應用於偏誤

分 析 與 第 二 語 言 教 育 的 侷 限 性 ， 凸 顯 立 基 於 動 態 語 法 理 論 的

Teng’s(1975,2005,2009,2010,2012)語法理論的簡潔性、系統性、可解釋性，以及應用於

偏誤分析與圍堵(error blocking)的客觀性與可操作性，進而提出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育

的理想偏誤分析與圍堵的模式，並呼籲對外華語教育學界實踐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理想，

以期對學界有所挹注。 

「動態語法觀的偏誤分析與圍堵(error blocking)」與傳統的「靜態語法觀的偏誤分

析與導正(error correcting)」是一組對立的概念。前者是立基於 Chomky(1967)的標準理論

與 Teng’s(1975,2005,2009,2010,2011)語法理論，是通過深層結構(deep structure)或基式結

                                                 
1本文諸多觀點與分析都是來自鄧守信教授課上的教導與啟發，在此向鄧教授表達由衷的感謝。若文中有

任何疏漏或謬誤之處，全完由筆者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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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base structure)的語言規則來預測所產生的所有語料，使教學者與學習者得以知其然，

更知其所以然。換言之，提供學習者自我監控句法的能力，也就是學習者以目標語的規

則遣詞造句時，能主動(有意識)圍堵母語的干擾或負遷移。教學者能預先有效預測學習

者各類可能的系統性偏誤，擺脫散沙似的各個糾偏，跟學習者提醒該類詞的詞類屬性，

學習者就能主動回到心理詞庫修正規則，再主動輸出正確的句子。這樣的偏誤圍堵才能

化繁為簡，以經濟省力原則達到最高的教學與學習效益。 靜態的分析觀是立基於傳統

結構派語法理論，僅止於語言現象的描寫，看到什麼，就分析什麼，缺乏內在的系統性，

以致於教學者與學習者只知其然，卻不知其所以然，導致學習者僅能依賴大量的記憶與

鸚鵡學舌似的模仿。 

二、提出問題 

Chomsky(1967)所建立的標準理論，就是希望「以有限的規則來描寫與解釋人類所

創造出來的語言」，換言之，希望達到「以有限規則來創造無限語句」的理想。因此，

若將 Chomsky(1967)「以有限規則來創造無限語句」的理想應用於第二語言教育，則能

達到「以有限的目標語規則來創造無限目標語語句」的理想，這在邏輯上是可行的。 

第二語言教育立基於具有內在系統的語言規則，對學習者而言，則能使學習者主動

遣詞造句，進而培養自學能力；對教學者而言，則能藉以編寫理想的教材，進行有效的

課堂教學與教學成效的客觀性評量，甚至於做出高具信效度的語言測驗等。 

第二語言教育是屬於應用語言學的一環，理論上，假使以語言規則作為教學的核

心，那麼，教學者的教學成效與學習者的學習成效都是可以預測的。若是將學習者根據

目標語的規則所創造出來的語句比喻為綠葉，那麼，到處綠樹成蔭是可預期的。然而事

實上，不論是課堂上學習者輸出的目標語或是課下的作業或文章，偏誤語料比比皆是，

甚至有如秋風掃落葉般，一發不可收拾。礙於篇幅的限制，僅能部份列舉偏誤語料為證： 

1. *才現在我沒懂了這個句子。(臺師大中介語料庫) 

2. *我學在國語中心。(臺師大中介語料庫) 

3. *八點半我吃了晚飯我就跟我室友會話了。(臺師大中介語料庫)  

4. *她把這桃子撈出來從水裡。(李，1996) 

5. *他們唱了一個歌，也我們唱了一個歌。(李，1996) 

6. *她向王子提出的各種各樣的要求，都王子拒絕答應。(李，1996) 

7. *他斷了我的鉛筆。(周等，2007) 

8. *他美國的人。(程，1997)  

9. *他的宿舍只有到星期日才被乾淨。(周等，2007)  

10. *我們該互相幫。(張等，2008) 

…… 

從上述的偏誤語料足以反映，學習者的偏誤無奇不有，有的還相當錯綜複雜。數十

年來學界出版不少研究學生偏誤的專書，也有不少收集學習者中介語的語料庫，所呈現

出學習者的偏誤語料不計其數，這個現象不禁令人產生好奇，到底導致學習者偏誤有如

秋風掃落葉般的癥結何在呢？ 

三、癥結所在 

以陸慶和(2006)偏誤與導正為例，該專書總共有 498頁的篇幅，其中 284頁都是偏

誤與導正，佔了全書篇幅的 57%，顯見，該書對於偏誤與導正的用心。本文擬從陸慶和

(2006)的偏誤與導正的範例來探討分析其中的問題所在，進而指出癥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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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慶和(2006)將偏誤語料根據詞類的類型與傳統偏誤類型一一加以歸納與導正。舉

例如下： 

1)名詞類偏誤與導正： 

a.*上車以後，我們要在那個車坐一個多小時。 

改：上車以後，我們要在那個車裡坐一個多小時。 

偏誤類型：成份缺漏 

b.*我走以後要注意安全，任何人不要讓他進屋裡。 

改：我走以後要注意安全，任何人不要讓他進屋。 

偏誤類型：成份誤加 

c.*他的病情從來沒好過。 

改：他的病從來沒好過。 

偏誤類型：成份誤用 

d.*以前到中國去，我先念了三年英文。 

改：到中國去以前，我先念了三年英文。 

偏誤類型：成份錯序 

e.*考上大學，我隨即買了一台筆記本電腦。 

改：考上大學以後，我隨即買了一台筆記本電腦。 

偏誤類型：成份雜揉 

 

2)動詞類偏誤與導正：： 

f. *我去過商店看看自行車，可是沒買。 

改：我去過商店看了看自行車，可是沒買。(重疊動詞) 

偏誤類型：成份缺漏 

g. *爸爸每天做工作，很辛苦。 

改：爸爸每天工作，很辛苦。 

偏誤類型：成份誤加 

h. *瑪麗結婚了杰克。 

        改：瑪麗跟杰克結婚。 

偏誤類型：成份誤用 

i.*他在蘇州住跟一個韓國朋友。 

改：他在蘇州跟一個韓國朋友住。 

偏誤類型：成份錯序 

 

從上述陸慶和(2006)對偏誤類型的歸納與導正的方式，即可顯示，偏誤類型有缺漏、

誤加、誤用、錯序、雜揉等類型。這些偏誤類型並非陸慶和(2006)所獨創的，根據周小

兵等(2007:21)指出：「80年代中期-90年代，美國黎天睦教授在北語講學，引進中介語與

偏誤分析理論，開起風氣。魯健驥(1984,1987,1993,1994)發表一系列論文，就偏誤形式

加以分類(包括語音、詞彙、語法、語用)，魯健驥 (1994)對偏誤的分類，常常是與原因

相結合的， 偏誤類型為： 遺漏、誤加、誤代、錯序四分法，這主要是從形式入手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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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專家學者們大多採用此種分類。」顯見，陸慶和(2006)的偏誤類型其來有自。 

陸慶和(2006)所列舉名詞類的「缺漏類型」偏誤的例證，如上述的例句 a，即是缺

漏了方位詞「裡」，導正的方式就是呈現出填補方位詞「裡」的語句；而名詞類的「誤

加類型」偏誤的例證，如上述的例句 b，即是誤加了方位詞「裡」，導正的方式就是將方

位詞「裡」刪除。動詞類的「錯序類型」偏誤的例證，如上述的例句 i，即是將動詞「住」

從句中的位置後移到句末的位置。 

本文認為上述這樣的偏誤分析與導正只是指出學習者的句子錯了，但是學習者並無

法確知錯誤的來龍去派，因此，無法回到心理詞庫修正使用規則。再者，學習者若能確

知目標語何時不應該缺漏、誤加、錯序等，這就意味著學習者對目標語的掌握與中文為

母語者無異，換言之，這是母語教育的思惟，與第二語言教育的原理原則不符。 

本文也認為，有不少偏誤分析將偏誤歸納為︰成份措置、成份脫落、成份雜柔、成

份缺漏、特徵轉移、成份誤用等不同的類型。這些偏誤類型是從大量詞彙型錯綜複雜的

偏誤語料，加以分析歸納出來的，在分類學上確實達到了高度概括的意義。但是從這些

術語所得到的信息，在提供學習者自我監控的句法預測能力上，卻是相當有限的。這些

術語充其量只是讓從事二語教學的教師們獲得了二語習得大致上有些偏誤類型的被動

知識，卻無法提供教學者主動預測學習者會產生哪些系統性偏誤的能力與效益，更無法

提供學習者自我監控句法的能力，甚至提供學習者主動有效圍堵偏誤的知識。由此可

見，傳統的偏誤分析仍停留在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階段，尚未達到知其然更知其所

以然的境地，因此，仍不盡理想。既然找出問題的癥結，又該如何對症下藥呢？ 

四、對症下藥 

傳統的偏誤分析與導正之所以不盡理想，問題的癥結就在傳統的語法分析是靜態語

法觀的分析，對症下藥的辦法就是改以動態語法觀。靜態語法觀的弊病就在於僅從表層

結構(surface structure)分析，那就是看到任何一個句子，就直接分析。凡是動詞前的名

詞就是主語，動詞後面的名詞就是賓語，不思考其深層語義結構等因素，以致於糾結難

解。分別舉趙元任(1968)的名句與迄今語法學界經常熱烈討論的名句為例來加以說明： 

k.雞不吃了。 

l.王冕七歲死了父親。 

 

根據靜態語法觀的分析，k 句的主語是雞，沒有賓語，因為動詞「吃」之後沒有名

詞，那麼，理所當然可以將動詞「吃」分析為不及物動詞。l 句的主語是「王冕」，賓語

是「父親」，因為「王冕」位於動詞「死」的前面，而「父親」位於動詞「死」的後面，

也因此，動詞「死」理所當然分析為及物動詞。這樣的分析不但忽視了心理真實性，也

漠視了人類自然語言的共性，這樣分析的後果是使中文陷入怪異語言的尷尬處境。 

如果改以 Chomsky(1967)的動態語法觀來加以分析，那麼，k句就有兩個深層結構，

一是「雞不吃飼料了。」一是「人不吃雞了。」 

m. 雞不吃飼料了。 

n. 人不吃雞了。 

 

k句分別是由 m 句與 n句從深層結構變換為表層結構時，經由刪除(deletion)與移位

(movement)的機制而形成了相同的表層結構的。下面藉由 Chomsky(1967)的句法樹形圖

將 k句的兩個深層結構與 l 句的深層結構加以呈現，即可一目瞭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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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NP        VP 

 

N    Adv     VP 

 

                 V    NP 

      雞    不   吃   飼料 

 S 

 

NP         VP 

 

N     Adv     VP 

 

                 V    NP 

     人     不  吃     雞 

      S 

 

NP         VP 

 

      AP     NP     V 

 

X     de   N 

王冕   的  父親   死了 

樹形圖 1                樹形圖 2                 樹形圖 3 

通過動態語法觀的樹形圖加以分析，樹形圖一與二可以明顯看出，k 句的「雞不吃

了。」確實有兩個深層結構，這兩個深層結構中的動詞「吃」都是及物動詞，樹形圖 1

的主語是「雞」，賓語是「飼料」；樹形圖 2 的主語是「人」，賓語是「雞」，顯見這兩句

的語義不同。樹形圖 3 顯示動詞「死」是不及物動詞，該句的主語是「王冕的父親」才

對，而不是「王冕」而已。 

從上述的樹形圖與說明足以證實，中文的規則不但符合人類的語言共性，這樣的規

則在中文母語人士也具有心理真實性的。這也顯示了動態語法觀的分析不但解決了什麼

(what)的問題，也同時解決為什麼(why)與怎麼(how)的問題，比起靜態語法觀的分析只

問什麼(what)的問題更為客觀與具有解釋力。由此可見，動態語法理論不但是在人類語

言共性平台上穩性分析，並且在語法理論分析與語言教學上具有一致性。 

固然 Chomsky(1967)的動態語法理論早在上世紀 60年代就已經提出，然而，國人研

究仍尚未趕上，尤其是第二語言教育界。這對中文作為第二語言教育的教學與推廣極為

不利。到底在現有的現代漢語語法理論中，是否有一套語法理論是立基於 Chomsky(1967)

的動態語法理論，其詞類系統不但簡潔，而且能達到有效預測最大句法效益的呢？如果

有的話，正是解決傳統漢語靜態語法分析所衍生的各項棘手問題的良藥。 

五、良藥所在 

陳立元(2013)以 Chomsky(2002:128)所提出的「什麼是最佳化？規則越少越好，計算

時運用越少的記憶力越好。」與 Teng’s(1974b,2011)「理想的詞類系統是以最少的詞類數

達到預測最大句法效益」(Optimal System of Parts Of Speech: minimal categories with 

maximal syntactic consequences)
2為大前提，從相關文獻研究中提取出理想詞類系統的四

項外部條件(詞類數、動詞次類、層次性、標記經濟性)與四項內部屬性(及物性(±

transitivity)、謂語性(±predicative)、定語性(±attributive)、分離性(±separability))，作為評

比理想詞類系統的指標，進而構擬出理想詞類系統，再從二十一世紀以來由六位著名的

語法學家所提出的六套漢語詞類系統：郭銳(2002)、曹逢甫等(2009)、黃正德等(2009)、

鄧守信(2009)、袁毓林(2010)、張斌等(2010)，逐項一一加以評比與論證。鄧守信(2009)

詞類系統在逐項評比中脫穎而出，符合理想詞類系統的標準。為了便於描述起見，下文

將鄧守信(2009)的漢語詞類系統簡稱為理想詞類系統。 

理想詞類系統的詞類數僅有八大類，其動詞再根據論元結構、時間內部結構、自然

結束、意志力等參數，劃分出動作動詞(Action Verb)、狀態動詞(State Verb)、變化動詞

                                                 
2
 Optimal System of Parts Of Speech: Minimal Categories with Maximal Syntactic Consequences是Teng(2011)

續 Teng(1974a/2005:82)的理論，於 2011年 3月 15,16受邀於臺灣銘傳大學第四屆華語文國際研討會擔任

大會貴賓的發表上再度闡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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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Verb)三個次類，進而有效預測(predict)出動詞次類的句法行為及其所預測出的六

個基式結構(Base strutures)與十二個信息結構(Information structures)的句式，並且揭示出

漢語基式結構與信息結構兩者之間的互動性。為了一目瞭然，將理想詞類系統的層次性

及中英文術語與詞例列表如下： 

表 1   理想詞類系統的層次表        表 2  理想詞類系統中英文術語及詞例 

理想漢語詞類系統的層次表 理想漢語詞類系統中英術語與標記及詞例 

  

何謂理想詞類系統六個基式結構與十二個信息結構兩者之間的互動性呢？以下加

以說明。當說話者要充分傳達語句的訊息與意圖時，將基式結構的信息藉由移位

(movement)、刪除(deletion)、插入(insertion)、複製(copy)、分離(separation)、代名詞化

(pronominalisation)的轉換機制加以重新包裝(packaging)，而呈現出涵蓋漢語話題句

(topicalisation) 、 焦 點 前 移 句 (contrast-fronting) 、 焦 點 句 (focus) 、 去 話 題 句

(dehumanization)、題元角色互換句 (thematic roles alternation)、前景後景互換句

(figure-ground alternation)、存現句(existential sentences)這些靜態語法分析所謂漢語特殊

句式在內的十二個信息結構。(Teng，2009/2011a/2011b）3顯見基式結構與信息結構兩者

之間是一體的兩面，關係極為密切。 

從上述可見，理想詞類系統所統攝的語法體系極為簡約：八大詞類系統、動詞三分、

六個基式結構、十二個信息結構，符合「理想的詞類系統是以最少的詞類數達到預測最

大句法效益」的理想，因此能夠充分描寫(descriptive adequacy)與充分解釋(explanatory 

adequacy)句法規則與句式(Chomsky1967,1985:23)。將六個詞基式結構與十二個信息結構

及其句例分別列表如表三與表四： 

表 3六個基式結構(Base structures)  表 4 十二個信息結構(Information structures) 

六個基式結構(Base structures) 十二個信息結構(Information structures) 

1.  SVO  

雞吃飼料了。雞不/沒吃飼料。雞吃飼料嗎？ 

2.  AP+S VO ~ SV AP+O 

那位穿紅衣服的女士買了最貴的帽子。 

3. S Adv VO 

 王老先生每天都還高高興興地練習書法。 

4. S PP VO 

 我給媽媽打電話。 

SVO: 

1. SVO, 2.OSV ,3.SOV, 4.VO,  5.SV,  6.OV, 7.V 

我不喝咖啡。/咖啡我不喝。/我咖啡不喝。/(我)

不喝咖啡。/我不喝(咖啡)。/咖啡(我)不喝。/(我)

不喝(咖啡)。 

SV: 她笑了。/王朋很累。/蘋果爛了。/客人來了。

/王冕的父親死了。 

8. SV,  9. VS,  10. V 

                                                 
3
 Teng2009/2011a/2011b意指鄧守信教授在其 1975博士論文的基礎上所研發的理想漢語詞類系統及其所

預測六個基式結構、十二個信息結構的漢語語法體系，這套語法理論也是全球率先提出的。此系列講座

分別發表於臺大國際華語研習所 7/27/2011講座與 8/23/2011海外師訓班於北京語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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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 Vaux VO 

  他想賣房子。 

6. S VP C 

  孩子們玩得滿頭大汗。 

   客人來了。/來了客人。/(客人)來了。 

S-PP-VP:  

11. S-PP-V, 12. SV-PP 

 他給媽媽打電話。/他打電話給媽媽。 

動詞是任何語言遣詞造句的核心。理想詞類系統的三個動詞次類能有效預測句法效

益的概括性到底有多高呢？理想詞類系統的動詞次類系統有一以貫之的軸心，就是由五

項語義特徵與句法功能交叉的接口處所揭示出來的五個層次，上下之間存在具體的語法

繼承關係。以動作動詞「吃」類為例。 

動作動詞「吃」，標記為 V。這意味著，這類屬性的詞，儲存著如下的語法信息： 

動詞 → 及物動作動詞 [施事論元＋受事論元]、[+時間內部結構︰開始、進行、結束]  

[+意志力]、[-等級性] 

儲存在動作動詞「吃」類的語法信息，不但是具有層次性的上下繼承關係，同時也

儲存著該類詞的深層語義結構是二元動詞[施事論元＋受事論元]的語法信息，因此指派

施事論元(Agent)擔任句法結構的主語，指派受事論元(Patient)擔任賓語。同時，因為儲

存著時間內部結構的三個成員[起始、進行、結束]，因此，能與時態助詞(Aspect particle)

「了 1、著、過」搭配共現。此外，深層結構的施事論元具有意志力，因此，能與表示

意志力的否定副詞「不」搭配共現，也能與表示過去事實沒發生的否定副詞「沒」搭配

共現。 

此外及物動作動詞的深層結構 [施事論元＋受事論元]，最符合把字句條件，能進入

把字句，及物動作動詞有動作的頻度因此可以重疊。根據這些存在於詞彙中的語法信

息，說話者從詞庫遣詞造句的時候，儲存在該類詞的語法信息就會指引著說話者形成適

切的句子「他吃了蘋果。/他吃著蘋果。/他吃過蘋果。」或「他不吃蘋果。/他沒吃蘋果。」

或「你吃吃蘋果。」或「他把蘋果吃了。」等。但說話者不會輸出「*你很吃蘋果。」

因為此類動詞不具有等級性。將動作動詞類的句法行為表列如下： 

表5 理想漢語詞類系統「動作動詞」句法行為表 

理想漢語詞類系統「動作動詞」句法行為表 

動詞類型 標記 否定

不 

否定

沒 

了 1 著 在 過 很 重 

疊 

把 及物 t 分離-sep 

動作動詞 Action V              V-sep 

學習者一旦順利準確創造出「他吃蘋果了。」這個基式結構(SVO)，即能藉由移位、

刪除、插入、複製、分離、代名詞化的轉換機制重新包裝信息，呈現出說話者意圖，而

轉換為話題句「蘋果他吃了。」(OSV)、焦點句「他蘋果吃了。(橘子沒吃。)」(SOV)、

省略主語句「吃蘋果了。」(VO)、省略賓語句「他吃了。」(SV)、省略主語的焦點句「蘋

果吃了。(橘子沒吃。)」(OV)、省略主賓語句「吃了。」(V)等信息結構。由於篇幅受限，

無法就十二個信息結構逐一說明。 

再以狀態動詞「高興」類為例，標記為 Vs。這意味著，這類屬性的詞，儲存著如

下的語法信息： 

動詞 → 狀態動詞 [受事論元+Ø ]、[-時間內部結構︰開始、進行、結束]、[-意志力]、[+等級性] 

儲存在狀態動詞「高興」類的語法信息，不但是具有層次性的上下繼承關係，同時

也儲存著該類詞的深層語義結構是一元動詞[受事論元+Ø ]的語法信息，因此指派受事論

元擔任主語，因此是不及物動詞。這類動詞有程度的等級性，因而與表示程度的程度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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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很/非常」等高度搭配共現，但由於不具有時間內部結構，不能與「了 1/著/過」共

現，否定時只能與表示狀態不存在的否定副詞「不」搭配共現，這類狀態動詞可以重疊，

表示狀態程度的增量。儲存在該類詞的語法信息就會指引著說話者形成適切的句子「他

很高興。/他非常高興。」或「他不高興。」或「他高高興興地出門。」而不會形成「*

他高興我。」或「*他高興了 1。」或「*他沒高興。」將狀態動動詞類的句法行為表列

如下： 

表6 理想漢語詞類系統「狀態動詞」句法行為表 

理想漢語詞類系統狀態動詞句法行為表 

動詞類型 標記 否定

不 

否定

沒 

了 1 著 在 過 很 重 

疊 

把 及物 t 分離-sep 

狀態動詞 State Vs            Vst  Vs-sep 

理想漢語詞類系統不但能有效預測動詞次類的句法行為，連第五個層級的離合詞類

也一樣能有效預測，其分離性橫跨動詞的動作、狀態、變化這三個次類。以下說明變化

動詞類的句法預測能力，也一併說明其分離性。 

變化動詞的離合詞「畢業」類，標記為 Vp-sep。這意味著，該類屬性的詞，儲存著

如下的語法信息： 

動詞 → 變化動詞[+時間內部結構︰開始=結束]、[-意志力]、[-等級性] 

→ 詞的內部結構具分離性 

這種語法信息，不但是具有五個層次性的上下繼承關係，同時也儲存著該類詞的深

層語義結構是一元動詞[受事者+Ø ]，因此只能指派受事論元擔任句法結構的主語。受事

者不具有意志力，因此不能與表示意志力的否定副詞「不」搭配共現。具有時間內部結

構兩個成員[起始、結束]，但是兩者是重合的，是表示動作瞬間完成，因此，只能與時

態助詞「了 1」搭配共現。不能進入把字句，因為深層結構的條件不符合。動作是瞬間

完成，因此沒有動作的頻度，不能重疊。若該詞其構詞是雙音節動名結構[Wv+Wn]w 的

合成詞，詞彙內部成員就可以插入成分而加以分離。 

說話者從詞庫遣詞造句的時候，儲存在該類詞的語法信息就會指引著說話者形成適

切的句子「他畢業了。」或「他沒畢業。」或「你畢了業以後，打算做什麼？」而不會

形成「*他畢業著。」或「*他畢著業。」或「*他畢過業。」或「*他畢業畢業了。」或

「*他把畢業了。」等。將此類動詞類的句法行為表列如下： 

表7 理想漢語詞類系統「變化動詞」句法行為表 

理想漢語詞類系統變化動詞句法行為表 

動詞類型 標記 否定

不 

否定

沒 

了 1 著 在 過 很 重 

疊 

把 及物 t 分離-sep 

變化動詞 Process Vp            Vpt  Vp-sep 

同理可推，其他的動詞次類或次次類也是如此。由於篇幅之故，不再一一解說。上

述預測句法效益的說明足以顯示，理想詞理想詞類系統具有預測最大句法效益的能力。

若是教學者與學習者的心理詞庫都是這套理想的詞類系統，那麼教學者即能有效預測學

習者所有可能的偏誤，而通過教材生詞表註解與語法點描述，以及課堂教學上予以有效

圍堵(blocking)；學習者也能在遣詞造句的同時也自我監控輸出的目標語。如此一來，學

習者就不再陷入偏誤有如秋風掃落葉般的困境了。同時也顯示，理想詞類系統是以學習

者為導向的思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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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基於靜態語法觀的陸慶和(2006)的動詞分類中，確實也有及物動詞與不及物動

詞，也有狀態動詞與動作動詞，也有非謂狀態動詞等術語，但是都是作者分別以不同的

語法理論所作的分類與描寫，彼此之間並未有一套內在系統。舉例來說，「吃」類動詞

與賓語的搭配是一個依據動詞能否基賓語所劃分的系統，與關係動詞、狀態動詞對立，

雖也提及能與時態助詞「了 1、著、過」搭配，但僅提其然，卻未提出其所以然。而若

要知道能否與否定副詞搭配，則必須到自主性與非自主性動詞的子系統才能取得否定搭

配的信息，顯見該系統的錯綜複雜。在這樣錯綜複雜的詞類描述，連教師都無法全盤掌

握，遑論有效預測與圍堵學習者偏誤，學習者又如何吸收如此複雜的內容，而藉以主動

遣詞造句進而自我監控句法規則呢？ 

教材是學習者掌握語言規則的關鍵來源。本文觀察分析全球有一定市佔率的三本初

級教材，《中文聽說讀寫Ⅰ》(Integrated Chinese :2007)，以下簡稱為 IC；《實用視聽華語Ⅰ》

(Practical Audio-Visual Chinese:2007)，簡稱為 PC；《新實用漢語課本Ⅰ》(New Practical 

Chinese Reader :2002)，簡稱為 NPCR。IC、PC、NPCR 的生詞總量分別為 639個、558

個、420 個。詞類系統都承襲英語動詞、形容詞二分制。生詞表中動詞數量比率分別為

IC 占 27.93%、PC 占 23.77%、NPCR 占 29.97%，其生詞表完全無視於動詞句法屬性與

搭配限制條件的差異，都一律標記為“V” ，其中形容詞分別佔全生詞總量的比率如下：

IC 佔 9.40%、PC 佔 5.73%、NPCR 佔 10.24%。 

若以動詞次類與周邊詞語搭配關係視為偏誤來源，可藉以預估偏誤率，NCPR 的偏

誤預估率高達 40.21%。計算方式說明如下：NCPR 動詞(V)佔總生詞量的 29.97%，因動

詞與周圍詞語搭配嚴謹，該教材卻未加以交代，故本文視為造成偏誤的依據，其偏誤預

估率即是 29.97%。該教材的形容詞，如：高興、高、貴、大等共有 34個﹐佔總生詞量

的 10.24%，生詞表詞類欄都標記為 A(adj)。生詞表詞類一旦標記為 A，對英語為母語的

學習者而言，則因母語語法規則的正遷移，會誤以為漢語的形容詞跟英語一樣，必須添

加動詞「是」才能成句，其預估偏誤率為 10.24%。動詞偏誤預估率 29.97%加上形容詞

偏誤預估率 10.24%，加總則為 40.21%。以此類推，IC 的偏誤預估率為 37.33%，PC 的

偏誤預估率為 29.50%。 

若以 100%作為最大句法效益的預測值，三本教材的傳統詞類系統並未能有效預測

漢語的最大句法效益。NCPR、IC、PC 的最大句法效益的預測值只有 59.79%、62.67%、

70.50%。由此可見，現有教材所使用的詞類系統都不是理想的漢語詞類系統，因而無法

有效預測最大的句法效益。就詞類數而言，只要多出一類，就意味著多出一條句法規則。

三本教材的詞類數分別是 31類、26類、30 類，而理想詞類系統的詞類數只有 8類，傳

統教材詞類系統的詞類錯綜複雜是可想而知的。如果使用理想漢語詞類系統，則這三個

教材的偏誤預估率可降為零，也就是最大句法效益的預測值可高達 100%。將三本教材

與以理想詞類系統所編寫的教材《當代中文課程》(A Cours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4的

詞類數、偏誤預估值、句法效益值列表如下： 

表 8 理想詞類系統與初級教材詞類系統預測句法效益比較表 

理想詞類系統與初級教材詞類系統預測句法效益比較表 

詞類系統 生詞量 詞類數 偏誤預估值 句法效益值 

NCPR系統 332+補 88 31 40.21% 59.79% 

IC系統 639 26 37.33% 62.67% 

PC系統 558 30 29.50% 70.50% 

                                                 
4
 《當代中文課程》(A Cours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已於 2015年正式問世，由鄧守信教授主編，聯經

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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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系統 CCC 555 8 0% 100% 

六、結語 

本文從傳統偏誤分析的類型舉證指出靜態語法的偏誤分析與導正(error correcting)

的問題所在，進而舉證楬櫫動態語法觀的偏誤分析與圍堵(error blocking)來對症下藥，

最後提出具有預測最大句法效益能力的理想詞類系統作為解決問題的良藥。並藉以培養

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者與學習者有效預測最大句法效益的能力，有效圍堵學習者偏

誤。換言之，理想詞類系統是以學習者為導向的系統，也就是立基於以學習者為中心的

思惟，能有效杜絕教學者課堂上不斷講解的傳統教學模式，而將課堂時間有效應用於學

習者主動輸出目標語活動的翻轉式教學模式。 

七、參考文獻 

1. 程美珍主編（1997）。《漢語病句辨析九百例》，華語教學出版社，北京。 

2. 崔希亮（2008）。《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習得與認知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北京。 

3. 曹逢甫等（2009）。《漢語語言學》，正中出版社，臺北。 

4. 鄧守信（2005）。《漢語語法論文集》，文鶴出版社，臺北。 

5. 鄧守信（2009）。《對外漢語教學語法》，文鶴出版社，臺北。 

6. 鄧守信（2010）。《對外漢語教學語法》簡體版，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北京。 

7. 鄧守信（2012）。《漢語語法論文集》簡體版，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北京。 

8. 李大忠（1996）。《外國人學漢語語法偏誤分析》，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北京。 

9. 陸慶和（2006）。《實用對外漢語教學語法》，北京大學出版社，北京。 

10. 袁毓林（2010）。《漢語詞類的認知研究和模糊劃分》，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 

11. 周小兵等（2007）。《外國人學漢語語法偏誤研究》，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北京。 

12. 張斌等（2010）。《現代漢語描寫語法》，商務印書館，北京。 

13. 陳立元（2013）。《面向教學語法的理想漢語詞類系統》，北語大博士論文，北京。 

14. 陳立元（2013）。〈漢語的理想詞類系統及其預測句法效益的能力〉於《第十二屆台

灣華語文教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與《鄧守信教授 75華誕賀壽論文集》p187-224，

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北京。 

15. 魯健驥（1994）。〈外國人學漢語的語法偏誤分析〉於《語言教學與研究》14年第 1

期。 

16. Comrie, Bernard. (1981). Language Universal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Second 

Edition.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id，1987. 沈家煊等譯（2010）。《語言共性和

語言類型》，北京大學出版社，北京。 

17. C.T. James Huang, Y.-H.Audrey Li, and Yafei Li .(2009). The Syntax of Chine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22



中、高級韓籍華語學習者成語使用偏誤初探-基於 HSK 動

態作文語料庫 

張筱儀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華語教學組 

rachel6579@yahoo.com.tw 

摘要 

成語是語言中的「活化石」，有些成語歷史悠久，特殊的語言形式固定，亦仍活用

於現代漢語中，可說是一個民族語言智慧的結晶。韓國的語言文化深受中國的影響，韓

國語尚未形成前，即大量借用中國漢字﹔韓國語形成後，仍深受漢字、漢文化影響，成

語即是最好的證明。 

透過前人研究關於漢、韓成語的對比分析文獻資料，依成語的形式結構和語義，將

韓語成語形式分成三類–同形同義∕同形異義∕異形同義，雖然韓語成語大量借用漢語四字

格的成語詞形，但其語法結構、語用功能與漢語成語不盡相同，且兩國語言系統也不同，

故可能引起韓籍華語學習者成語使用上產生混淆或偏誤的現象發生。 

本文欲探究在既有的漢字和成語的先備知識的背景下，韓籍華語學習者在成語使用

產生之偏誤類型，及分析產生使用偏誤的原因。因研究資源與實際韓籍華語學習者人數

的限制，目前的研究趨勢仍存有一些問題和困難。就語料庫而言，語料庫多為各大學蒐

集整理的內容，外部研究者無法使用。故筆者採用 HSK 動態作文語料庫，蒐集及分析

韓籍留學生使用成語之作文語料，並參考前人研究文獻的偏誤分析類別進行歸類及探究。

針對出現的四字成語，將參考台灣教育部成語典、韓國最大搜尋網站Naver之漢字辭典，

確認是否為兩國皆使用之四字成語。 

透過作文語料整理及偏誤類型分析，探討其成語使用的偏誤是否受到母語語言遷移

的影響，期以本研究的結論為基礎，能啟發更有效的對外成語教學模式與建議，幫助其

正確地使用漢語成語，並提高學習者對華語的認知，提升際華語教學的品質與效率。 

關鍵詞﹕成語、對比分析、偏誤分析、語料庫、語言遷移 

一、前言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中、韓兩國因為地理位置的緣故，自古以來歷經數千年的政治、經濟、文化上的交

流。韓國的語言文化深受中國的影響，韓國語尚未形成前，即大量借用中國漢字﹔韓國

語形成後，仍深受漢字、漢文化影響，成語即是最好的證明。 

韓國目前有兩百所大學開設了漢語課程，韓國教育部更計畫於 2018 年全國的中小

學開設漢語課，隨著韓國政府的漢字政策變化，教育部提倡教學用漢字為 1,800 個，因

此韓國社會也吹起重新認識漢字、重視漢字之風，韓國國內每年舉辦的漢字檢定考試更

是高達十餘種，以韓國語文教育研究會主辦的｢漢字能力檢定試驗｣為最主要的考試，一

年舉辦兩次，考試內容除了漢字詞彙音、義的理解，亦包含漢語成語，報考的人數逐年

攀升，2011 年的｢漢字能力檢定試驗｣報考人次高達 18 萬人以上（許葳，2013）。現今韓

國政府及企業亦鼓勵漢語（華語）能力相關證照的考試，成語的重要性也隨著漢語（華

語）能力測驗口語和寫作考試而顯著的提高，成語的學習也漸受到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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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語漢字成語1初看之下，與漢語成語的形式結構看似相似，但由於歷經長時間的

文化及社會變遷的演變，再加上為了因應韓國風俗民情的改變及語言發展，實際上兩者

的詞義及語用感情色彩不見得一致，且在句法功能上也有差異，故漢、韓成語的意義逐

漸產生了不同的語用解釋及差異，可能是導致韓籍華語學習者產生成語使用上的偏誤及

學習上混淆的原因之一，欲探究其成語使用的偏誤受到何種因素的干擾及影響，期透過

本研究能幫助華語教師對於韓籍華語學習者之成語教學有所幫助。 

1.2 研究問題 

由於韓籍華語學習者受到中國文化及歷史淵源的影響，在漢字書寫及意義的認知方

面，比其他地區國家的學習者有更多有利的條件。因此本研究以既有的漢字和成語的先

備知識背景的中、高級韓籍華語學習者為對象，透過 HSK 動態作文語料庫語料，參考

前人研究文獻的偏誤分析類別進行歸類及分析，探析韓籍華語學習者使用成語可能發生

的偏誤現象，筆者依個人淺見提出漢語成語教學建議，期對韓籍華語學習者之成語教學

達到事半功倍的學習效果。 

二、文獻探討 

本章節將透過前人之漢、韓漢字成語對比分析研究，探討韓籍華語學習者學習漢語

詞彙時，語言遷移現象為何，及學習和使用漢語詞彙可能出現的偏誤類型等相關之研究

文獻回顧。 

2.1 語言遷移現象 

學習目標語時，發生語言遷移的現象有二：一、當母語和目標語混合一起使用，而

兩者難以分辨時，即使用目標語時滲入母語的成分，或是參雜母語的形式進行交際的情

況；二、當母語和目標語混合一起使用，可以較容易辨識出母語時，即對目標語的知識

不足，因而從母語中尋求相關的輔助資源來補足的情況，是泛指母語和目標與之間相互

遷移或影響作用，而不設定兩個語言的遷移方向性，這也說明了第二語言習得時，學習

者受母語影響而產生語言轉移或是語言遷移是必然的現象（陳俊光，2007）。根據（李

大農，2000；施文志，2003）的研究結果顯示，韓籍華語學習者在使用與韓國漢字詞「同

形近義」或「同形異義」的漢語詞彙或是漢語成語時，在母語和漢語之間，缺乏辨識相

似而不相同的語言現象之能力，因此對其會造成某些「負遷移」的影響。 

由前人的研究可知母語對外語或是第二外語的學習有雙重影響，關於學習者母語影

響的問題上，既要充分了解母語與目標語存在差異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也要看到母語與

目標語的共同性帶來的正面影響，無法完全排斥或是依賴母語，針對語言遷移現象較難

確定及解釋，要下一個完整明確的定義亦十分困難，這也說明了語言遷移的複雜性。 

2.2 漢、韓成語對比分析 

韓語漢字成語大量沿用古代漢語成語，大部分仍保有原有漢語成語的語義，部分漢

語成語隨時間演變及語言發展，因而發展出屬於韓國特色的韓語漢字成語。韓國國內研

究成語的相關文獻資料中，（송향근、고건，2009）將韓國「四字成語」、「故事成語」

或「漢字成語」三者的關係製成圖表如下： 

 

 

 

                                                
1
韓語漢字成語大量沿用古代漢語成語，大部分仍保有原有漢語成語的語義，部分漢語成語隨時間演變及

韓國社會的語言發展，因而發展出屬於韓國特色的韓語漢字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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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韓國「四字成語」、「故事成語」或「漢字成語」關係圖 

以韓國한글학회《우리말사전》中所收錄的 2,931 條漢字四字成語為考察對象，提

出的統計數據為：日、韓通用而異於中國漢字四字成語有 200 餘個，韓語獨有自創之漢

字四字成語有 1,500 餘個，剩餘約 1,200 餘個漢字四字成語，其語源直接或是間接來自

中國古籍或詩詞，占其總數的 40.9%（林先渝，2013）。以下本文將透過相關文獻資料

對比漢、韓四字成語在形態和語義上之異同進行歸類，及相互對比分析後，大致可分為

四大類型，其說明如下。 

2.2.1 同形同義 

意指形式相同、語義相同的成語，韓語成語大部分沿用漢字詞，其形態及語義都原

封不動引用與保留。（全榮敏，2009）考察研究的 985 個漢語成語2中，與韓語漢字成語

「同形同義」的成語有 769 個，占其總數的 78.1%，大致可推估這類「同形同義」的漢

語四字成語在韓語漢字成語中所佔的比例是最多的，例如﹕一舉兩得（일거양득）、九

死一生（구사일생）、烏合之眾（오합지중）。對韓籍華語學習者而言，是比較容易學習

並掌握用法的漢語成語﹔另一方面對教學者而言，可善用這項條件，並透過適當的教學

法讓中、高級階段的韓籍華語學習者理解及正確掌握這類漢語成語的用法。 

2.2.2 同形異義 

意指形式相同、語義不同的成語，漢語中的一些成語原封不動的傳入韓國，經歷時

間及文化變遷，隨著社會不斷發展，語言也不斷發展中，故一些成語在詞義上產生了變

化，在不同的語言環境產生出不同的詮釋和思維方式，呈現出不同的情感色彩和引申出

新的意義，而造成現今語用上的差異（全香蘭， 1999；李英月， 2014），

例如﹕亡羊補牢（망양보뢰）、百尺竿頭（백척간두）、顧名思義（고명사의）。這類

的漢語四字成語是最容易讓韓籍華語學習者產生學習難點，對學習者或教學者而言，皆

需花費更多的時間與心思去學習、理解，及研究出合適的教學策略是首要的任務。 

2.2.3 異形同義 

意指形式不同、語義相同的成語，韓語成語雖大多源自於古代漢語，但畢竟同源不

同流，隨著時間與社會的變遷，部分韓語成語的形式結構與漢語成語產生了差異。綜合

整理（全香蘭，1999；石惠敏，2007；杜豔青，2007）所著作的文獻，發現到漢語成語

與韓語成語之形式差異的原因是複雜的。「異形同義」這類的四字成語，最常見的就是

聯合結構中近義語素、反義語素間位置的調換，或是部分的語素被同義、相關或相似的

                                                
2
全榮敏（2009）碩士論文將《中國成語大字典》與韓國《東亞新國語詞典》中的四字成語挑選出來，從

形式與意義兩個方面進行定量分析，所得出之成語總量為 985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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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素做替換。進而參照杜豔青（2007）對其形態結構分成四類形式，例句參照（林先渝，

2013）及台灣教育部成語典網站，整理如下﹕ 

表 1 漢、韓異形同異成語形式及例句 

   

這類韓語漢字成語中大部分的語素被同義、相關或相似的語素做替換，乍看，形式

結構與漢語四字成語不同，但是詞義完全相同。對韓籍華語學習者而言，就會直接引用

母語中的韓語漢字成語，來取代此類的漢語成語，導致兩者使用上的混淆。教學者須事

先掌握和分析韓籍學習者可能產生正、負遷移的主、客觀因素，其教學策略須充分善用

學習者母語的正遷移作用，及降低母語的負遷移作用。 

2.2.4 自創韓語漢字四字成語 

韓國的報章雜誌、書籍或電視新聞常運用自創的韓語漢字四字成語，這類韓語成語

可分為「借用」和「自創」兩種類型，在（金南玉，2008）所著作的文獻中提到，此類

韓語漢字成語在整體詞義方面，大部分無法了解意思，與漢語成語語義差異極大；部分

與漢語成語之語義大體相同，而語言形式有很大的差異，其形式結構有兩字、三字或四

字的韓語漢字成語。根據韓國的生活經驗和語言特點外，其中也包含生活哲理、民族性

格、風俗民情、體現自然環境狀況、源自韓國俗諺及典故等，參照漢語成語的定義，運

用對漢語知識及漢字的理解，而自創出具有韓國特色且獨樹一格的「本土韓語漢字成語」，

例如﹕鳥飛梨落（語義近似瓜田李下）、破器相接（語義近似破鏡難圓）、咸興差使（比

喻也去無回或久無消息）、人間白丁（指劊子手）、三廳冷突（指非常冷的房子）。 

本文是以漢語四字成語為考察對象，韓語漢字成語另有兩字或三字的成語形態，例

如﹕矛盾、杞憂、登龍門等，因這些自創的「本土韓語漢字成語」之形式和詞義皆已經

脫離了漢語成語既有的樣貌形態，故不在本文的考察研究討論範圍。 

2.3 漢語詞彙使用偏誤分析之探討 

不同母語背景的外籍華語學習者在學習過程時，都會出現各種不同的偏誤情況，有

關留學生中介語的詞語偏誤類型說明，（王建勤，2006）書中分為兩類：一、詞語構造

的偏誤，二、詞語使用上的偏誤；偏誤類型歸類為五大類，每類中又細分為若干小類。

其書中分偏誤分類五大類型及留學生各類偏誤合成詞的研究數據顯示（見表 2），新造詞

的偏誤狀況比例最高，高達 39.42%，超過偏誤總比例的 1/3，可見，外籍華語學習者之

語素運用及構詞規律會影響詞彙使用，故出現新造詞的偏誤情況。統計表格如下： 

表 2 王建勤統計之留學生各類偏誤合成詞分布之數據和比例 

偏誤類型 新造詞 語素替代 語素錯誤 語素順序錯誤 其他錯誤 

數量 205 135 63 71 46 

比例 (%) 39.42 25.96 12.11 13.65 8.85 

以韓籍華語學習者為例，（全香蘭，2004；杜艷青，2006）的研究均指出，由於韓

語漢字詞源於漢語詞彙，故韓國詞語對漢語詞彙學習會產生「負遷移」的現象，按詞義

偏誤、詞性偏誤、語用偏誤、用詞添加、字形偏誤等類型作分析，並參考前人研究文獻

的偏誤類型分析結果，大致可觀察韓籍華語學習者在詞彙習得上明顯的特徵有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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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漢字時，錯字特別多的主要原因是｢同音干擾｣，是偏誤率最高、也最突出的偏誤現

象，原因來自於漢語一音多字和字義的不理解，以及韓語漢字音亦有一音對應多個漢字

的干擾。二、學習新詞彙時，只學習一個詞彙的核心義項，擴大運用至其他的義項，即

使不理解文章或句子的意思，只要找到可對應到母語詞義的目標語詞彙，就直接套用。

故韓籍華語學習者在漢語詞彙使用方面出現偏誤，與漢、韓兩種語言本身的漢字詞彙特

點具有密切的關係。 

本文針對韓籍華語學習者的漢語成語使用偏誤類型分類架構，將以詞彙使用的角度

來探討，筆者將參考（全香蘭，2004；杜艷青，2006；王建勤，2006）研究中的偏誤類

型為分類依據，並依實際考察語料之偏誤現象調整細項偏誤類型的分類。 

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範圍及方法 

收集韓國十家出版社編制之高中漢文教科書，其中包含韓國漢字成語與故事成語，

其中收錄共 181 個成語，扣除重複及非四字成語的成語 82 個，將所得之 99 個四字成語，

使用台灣教育部成語典進行檢視確認後，其中自創韓語漢字成語 37 個，29 個成語在台

灣教育部成語典之附錄資料，僅 33 個主條3四字成語出現在教育部成語典主文資料裡，

以這 33 個四字成語做為本文研究範圍。由韓國當地教材收錄的成語可知，韓籍華語學

習者在當地學習漢語成語的數量其實有限，大多還是以自創韓語漢字成語為主，對於漢

語成語的學習僅是耳熟能詳的成語，比如：川流不息、雪上加霜等。 

本文使用語料庫語言學法和內容分析法：針對從 HSK 動態作文語料庫篩選出研究

範圍的成語，共 8 個漢語成語及 42 條語料；運用偏誤分析及中介語理論，進行研究分

類出偏誤類型，初探產生使用偏誤的原因。在該語料庫中，所蒐集並篩選出之 42 條作

文語料，分別統計語料總數、正確及偏誤語料的總數；以及另外統計各類偏誤出現的次

數，計算出成語使用之偏誤率。在分析語料過程中，發現一個成語產生的偏誤並非僅是

單一的偏誤，一半以上的情況是出現兩種或多種偏誤並存的情況，在統計時將不同偏誤

類別分別計算在各類偏誤次數裡，如偏誤之語料："我刻骨名心他的教訓，一定要成為

一個對社會貢獻的人"，該語料呈現的偏誤是成語形式結構偏誤、句法偏誤，故分別計

算在各類偏誤次數。 

3.2 HSK 動態作文語料庫之簡介及語料蒐集方法 

本文以北京語言大學崔希亮教授主持的國家漢辦科研專案“HSK 動態作文語料庫”

（1.1 版）作為語料來源，該語料庫收錄了 1992 至 2005 年高等漢語水準考試（HSK 高

等）作文考試的答卷，2009 年正式對社會開放語料庫 1.1 版，語料總數達到 11,569 篇，

共計 424 萬字。故以此語料庫語料作為語料來源，針對本文研究範圍之成語，進行搜索

及分析，使調查結果具有一定的科學性，並期能掌握韓籍華語學習者使用成語的狀況。 

本文主要是針對韓國留學生成語使用偏誤的相關情況進行分析研究，因並非所有作

文語料都有成語出現，故語料之蒐集主要是以“字符串檢索”為搜索方式，也為了避免語

料的遺漏，語料蒐集整理之方法如下說明： 

（1）先進入 HSK 動態作文語料庫(1.1 版) 的網頁，登錄後在檢索頁面選擇“字符串

檢索”。 

（2）輸入本文研究考察的成語，可選擇｢按“字”查詢｣、｢按“詞”查詢｣、｢按“字串”

                                                
3
國家教育研究院之發文字號：教研譯字第 1061300731號，及教育部成語典檢索列表說明：「正文」資

料：分「主條成語」及「參考詞語」。前者為成組中，最實用、具指標功能者；後者除單獨呈現外，亦

與「主條成語」互收為附條。建議教學利用時，以「主條成語」為主，「參考詞語」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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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三種查詢方式，選擇｢所有｣，並在條件五｢請選擇屬性｣選取“考生國籍”、“ = ”、“韓

國”。 

（3）可在｢屬性設置｣選擇查詢結果中需要顯示的考生相關資訊，按下｢提交設置｣，

最後按下｢開始搜尋｣，出現相關的語料結果。 

研究範圍的成語逐一篩選挑出語料，透過偏誤分析再將所得語料進行偏誤類型分類，

並計算各類型之偏誤率，觀察韓籍華語學習者漢語成語使用的情況，探究使用偏誤產生

的原因，在第四章節將提出詳細的研究結果及說明。 

四、研究分析與討論 

4.1 成語使用偏誤之形式分類 

從HSK動態作文語料庫篩選出的 8個成語共 42個語料，平均使用正確率為 31.1%，

平均使用偏誤率為 68.9%（見表 3）。 

表 3 語料之成語使用偏誤統計表 

     

筆者使用韓國 Naver 網路辭典查閱這 8 個成語是否為韓語漢字成語，同時也確認該

四字成語的形式結構和語義是否與漢語成語一致。關於中介語的詞語偏誤說明，（王建

勤，2006）書中分為兩類：一是詞語構造的偏誤，二是詞語使用上的偏誤。筆者將所有

搜尋整理的韓籍華語學習者使用成語的作文語料，針對在使用上產生偏誤之成語，依語

素、字形結構、讀音、詞義、語用等方面特徵進行分析與歸類，將使用偏誤形式分為四

大類型，並參考（全香蘭，2004；杜艷青，2006；王建勤，2006）研究中提及之留學生

漢語詞語偏誤的分類類型和原則為分類基礎，依據實際語料偏誤現象，進行每一大類細

分若干小類型及分類說明如下（見表 4）。 

表 4 成語使用偏誤類型及分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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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小結 

依個別偏誤之成語的偏誤類型和次數統計結果：偏誤出現的總次數是 55 次，以形

式結構偏誤所佔的比例最多，出現 41 次占總比例 74.5%，其次是句法偏誤出現 7 次占

總比例 12.7%，詞義偏誤出現 5 次占總比例 9.1%，語用偏誤出現 2 次占總比例 3.6%，

語料中依各細分偏誤類型之成語、偏誤次數及比例統計數據如下（見表 5）。 

上述偏誤語料及依偏誤類別出現次數的統計數據，是下文分析偏誤產生之原因的重

要來源與資料。上述表格歸類出的成語使用偏誤，筆者將針對各偏誤類型，從語言學習

和語言教學的角度思考韓籍華語學習者學習成語的難點，在下一章節提出專對韓籍華語

學習者的成語教學方案及建議。 

表 5 各細分偏誤類型之成語、偏誤次數及比例統計表                

 

4.2 成語使用偏誤之原因分析 

630



筆者透過偏誤語料及統計數據的初步分析考察結果，進行偏誤原因的分析，韓籍華

語學習者使用成語時產生偏誤的原因概括以下三點：母語遷移現象、目標語知識過度泛

化、及當地教材與工具書的影響，分別說明如下。 

4.2.1 母語遷移現象 

從本研究的偏誤語料考察發現，成語字形結構的偏誤狀況是最嚴重的，證實了語言

間的相同和差異會產生母語遷移現象，在二語習得過程中，學習者遷移母語時會出現交

際遷移及學習遷移現象，故導致韓籍華語學習者自創韓語漢字成語，這是因為受到韓語

母語負遷移的影響。由於兩國漢字的語音、字形書寫形式和字義的相似，以及本身母語

系統漢字音的影響，依賴母語知識進行替換，根據母語系統的語法體系和語音系統做出

對應的調整，導致韓籍華語學習者學習成語時，字形書寫形式和詞義方面產生干擾，因

而影響漢語成語的學習及正確使用。 

4.2.2 目標語知識過度泛化 

由語料分析，可觀察到韓籍華語學習者把自己所學的不充分的目標語知識，掌握有

限的目的語規則，用自己的思維方式和認知模式，類推、套用在在華語學習上，一旦目

的語規則泛化、學習遷移之後，便容易導致出現偏誤現象。韓籍華語學習者藉由母語漢

字系統的既有先備知識，而套用自身學習母語漢字的認知模式，學習與母語漢字詞彙相

同字型或字義的漢字詞彙，即是類推運用既有知識，帶來學習上的優勢；也因為這個母

語優勢，導致忽略了漢語成語的感情色彩和詞義義項範圍上的細微差異，使用其他同義

字或是近義字去代換漢語成語的構成語素，卻不自知也無法察覺這樣的偏誤產生。 

4.2.3 當地教材與工具書的影響 

筆者在研究過程中，發現韓國當地的成語教材，使用韓語解釋漢語成語的典原出處

和詞義，針對｢同形同義｣的成語，大部份字面義與延伸譬喻義與台灣的釋義是貼近的，

但是針對｢同形異義｣的成語，因為本身成語詞義已經與原始漢語成語不同，對韓籍華語

學習者而言，因此可能會產生詞義偏誤的出現。 

一般辭典對成語的解釋很簡約概括，註明典故出處，簡單的例句或補充近義、反義

成語，對於成語的語法功能、具體語用環境、褒貶義的感情色彩及搭配的修飾對象，未

能詳加說明，仍可能使其混用而產生偏誤。或是，學習上依賴當地編撰的韓語漢字成語

辭典，由於部分辭典編撰者對於漢語成語的歷史演變、文化背景認識有限，而使用韓語

漢字成語詞義替代或用韓語來解釋漢語成語字面義，以致易曲解漢語成語真正的隱喻意

義，用韓語表達進行釋義，也不易將漢語成語隱藏的文化精神內涵表達出來，故工具書

亦是導致偏誤產生的因素之一。 

五、教學建議 

目前對外成語教學，並無固定的成語教材，筆者建議可選用韓國出版的韓語漢字成

語教材，作為針對韓籍華語學習者教學上的一個輔助工具，期藉由漢、韓漢字成語相似

的結構，引導其容易理解成語本身的意涵，進而提高學習興趣，達到有效的跨文化語言

學習目的。 

期透過有趣且多樣化的教學方法，能有效提升學習者的學習效能，結合韓國成語相

關的輔助教材，降低韓籍華語學習者學習漢語成語的障礙或認知偏差，從成語典故將學

習觸角深入至中國歷史文化之深層脈絡；從例句及對話情境學習成語之使用方法，擴充

延伸培養閱讀簡單的書籍之能力。筆者在其他國際研討會發表過之論文中，曾提出對中、

高級程度之韓籍華語學習者的成語教學方法和教案，經過當時與會教授們的指導及建議，

搭配適當的教材及辭典進行教學設計，以及筆者對台籍學習者教授韓語十五年以上、對

韓籍華語學習者教授華語三年以上的教學經驗，針對本文歸類出韓籍華語學習者之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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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偏誤類型，提出專對韓籍華語學習者成語教學之建議及方法彙整表格及說明如下： 

表 6 依偏誤類型之成語教學建議表 

教學建議 偏誤類型 適用之漢語成語形式 

典故溯源法 1. 詞義偏誤 同形同義之漢語成語 

對比教學法 
1. 形式結構偏誤 

2. 詞義偏誤 
同形異義之漢語成語 

相互糾錯法 
1. 句法偏誤 

2. 語用偏誤 
異形同義之漢語成語 

語境模擬法 1. 語用偏誤 均適用 

遊戲教學法 
1. 形式結構偏誤 

2. 詞義偏誤 
均適用 

六、結語 

本文的目的是探究韓籍華語學習者在母語背景和漢字認知的優勢條件下，學習及使

用漢語成語時，會產生何種干擾跟影響，及使用漢語成語是否會產生偏誤現象，若產生

偏誤，其類型及原因為何。透過前人研究的漢、韓成語對比分析資料，及本文語料庫之

成語語料分析，即使在韓國當地已曾學習過的同形同義之漢語成語，因漢、韓漢字成語

形式結構、句法和語義之異同，確實會對韓籍華語學習者產生混淆而導致成語使用錯誤；

由於母語負遷移的干擾，產生了形式結構之字形書寫上的偏誤，進而影響漢語成語的學

習及正確使用，多數漢語成語仍需重新學習及理解。 

根據本文分析結果，整理韓籍華語學習者使用成語的偏誤現象，基於資源有限，語

料庫語料蒐集不易等因素，本文僅整理出部分使用偏誤的現象，及產生偏誤現象之部分

因素，僅限於初探的階段，尚無法深究或囊括其各項全面性的偏誤表現成果。期能以本

文的初步分析結果為基礎，啟發更多的研究者繼續朝漢語成語使用偏誤分析，實際找韓

籍華語學習者做測試，驗證筆者所提出之成語教學建議，將使研究結果的統計數值更客

觀，分析更具信度及效度，以提出更有效的對外成語教學模式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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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輪延伸策略及設計----以華語線上教學為例 

劉淑萍 

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暨研究所研究生 

sophieralph168@gmail.com 

一、文章摘要 

在華語線上教學中，教師的主導性強，經由教師的有效引導，話輪(turn-taking)延伸

的多面向，可以讓學生更加理解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所設置的話題，使學生對於話題的理

解及完整地表達具有積極性的作用。在會話中，一個談話人從說話開始到結束就構成一

個話輪（turn），也稱為話輪建構單位（turn-constructional units）。從一個話輪結束到另

一個話輪開始，這種循環規律構成所謂的話輪轉換，也是在華語線上討論課中教師和學

生你來我往互動的現象。劉虹（2004）更透過對漢語會話觀察的過程發現，選擇下一個

說話者的方法除了稱呼外，還可以採用一些非語言的方式，如注視、點頭或用下巴指等

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但是在線上教學這些都起不了太大的作用。本研究所指話輪轉換行

為，乃根據 Sacks等人（1974）之話輪轉換分配理論（Conversationalturn-allocation proceed 

in an orderly manner）及話輪移轉規則，綜合 Sacks 等人（1974）、Schegloff（2001）及

Clancy等學者的觀點，從教學互動過程中的話輪轉換形式、話輪的構成及話輪轉換過程

等方面，來探討華語線上教學其中的話輪轉換、延伸關鍵技巧判斷，經由話輪分析、內

容分析、糾錯分析等來探討話輪延伸的策略，進而提出教學的設計。研究方法為透過對

語言樣本的質性分析，瞭解師生話輪轉換的特質。本研究欲探討在話輪轉換過程中之問

題有 (一)話輪轉換之數量越多，越能使學生多思考多表達 (二)反饋信號之必要存在，

具有使雙方對話順利進行的功能，代表著互相理解的狀態 (三)話題延伸策略。希冀藉由

本論文能幫助華語教師的線上教學更流暢，俾使線上華語教學的討論課話題更具延伸性，

更能增進學生的華語會話能力。 

關鍵詞：話輪轉換、話輪延伸、反饋信號、定量掌控。 

二、 研究背景、動機 

在做華語線上教學時，由於螢幕的限制，教師無法用更多的眼神、肢體動作、手勢

來進行表達以促進教學效果，若要學生完成教師指令及引導，除了事先做好的 PPT示以

文字或圖示之外，能做的就是教師依靠語言的啟發、指令及引導來讓話輪進行得順暢，

並且能拓展學生的思維。 

這啟發的技巧及教學的設計，讓話輪進行不僅順暢，還能一直不停地延伸，便是具

有經驗且懂得帶領討論技巧的具有豐富教學經驗教師所展現之特質，固本研究欲探討其

中的奧妙，俾使增進線上華語教學中教師帶領討論的策略及設計能力。 

三、 文獻探討 

本論文的理論背景主要有三類:一是和話輪相關的理論，一是和教師提問相關的理論，

三是和互動教學相關的理論。 

話輪轉換 

（一）會話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 簡稱 CA學派的 Sacks及 Jefferson認為語

言是一種人與人間的社會活動。他們從大量的真實語言資料分析中發現，在正常的情況

下，人們一般會遵循著一人一次、一問一答等形式來展開說話。在會話中，一個談話人

從說話開始到結束就構成一個話輪（turn），也稱為話輪建構單位 （turn-construc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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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s）。從一個話輪結束到另一個話輪開始，這種循環規律構成所謂的話輪轉換（徐大

明、陶紅印、謝天蔚，1997）。在話輪轉換的分析當中，話輪、打斷、沈默及反饋信號

等，都是經常用以作為分析的單位。另外，話輪掌控的觀點也是代表著對話者間權力關

係的表現。 

（二）話輪的連續性:在 Sacks等人（1974）的話輪規則中提到，如果說話人沒有直

接選擇任何人作下一個發話的人，除非這時有自我發言，當前的說話人自己也可以繼續

發話。當前說話者繼續自我發言的狀態便是所謂的連續話輪，如果說話者一直出現連續

話輪的話，有可能代表在當時段，說話者一直連續，沒有發出選取下一個說話者的訊息，

或是聽話者所發出的信號狀況使用不當或不明確而造成此結果。  

（三）選擇下一個說話者的方式: Sacks 等人（1974）提出，說話者可以在話輪的

開頭使用稱呼來選擇下一個說話者。而劉虹（2004）更透過對漢語會話觀察的 過程發

現，選擇下一個說話者的手段除了稱呼外，還可以採用一些非語言的方式，如注視、點

頭或用下巴指等。最後，語境因素和背景知識也起很大作用。另，聽話者可先發出信號，

通知說話者自己有話想說，這些索取話輪的信號包括聽話者的直視、明顯吸氣、口部肌

肉的緊張或活動及身體體態的轉變等。而當一個聽話者不想索取話輪時，就會避免上述

發出信號或有體態的變化，以免被誤認為是想 索取話輪，而被指定為下一個講話者。 

（四）打斷:是指當前說話者話輪結束前，另外一位說話者就開始說話的狀況，或是

另外一位說話人搶奪發言權，使當前的說話者失去了發言權，沒有完成其自身話輪的現

象（李悅娥、申智奇，2003；Beattie, 1981）。打斷是性別角色、年齡及社會階層等結構

中的掌控、權力及支配象徵或代表一種對會話的高度參與（Jacob, 1974; Beattie, 1981; 

Ahrens, 1997; Schegloff, 2001）。Schegloff （2001）及 Levinson （1983）對打斷的研究，

將打斷分為兩種，依次如下:1.簡單打斷（simple interruption）：第二位說話者打斷了第一

位話者的談話，並且成功獲得了下一個話輪。2.插入打斷（butting-in interruption）：第二

位說話者打斷了第一位話者的談話，但並不成功獲得下一個話輪。 

（五）沉默:指的是沒有聲音下所進行的溝通，不僅是會話架構中的一部份，更是社

會關係下的產物。即便在沒有視覺線索的電話談話中，沈默仍然可以傳達熱忱、詢問或

是要求等意思（Tannen & Saville-Troike, 1985）。Sacks 等人（1974）認為，沈默乃是話

輪轉換不流暢的指標之一，並更將日常會話中沉默分為三種情 況： 1.應用話輪轉換規

則的間隙（lapse）：即在話輪產生前或在無人產出話輪的情況下原說話者繼續談話前的

沉默。 2.沒有任何一條應用規則的間隔（gap）：這裡的間隔也可以看成是話輪替換規則

的中斷。 3.被選定的下一個說話者有意義（或有原因）的沉默（pause）。 Sacks 等人

（1974）所提及之沉默分類系統的間隙及間隔併成一類，成為中斷沉默一類。第二類是

被選定說話者有意義或有原因的沉默，為意義沉默，時間則以一秒鐘為依準。另外，更

將無聲的非言語沈默所伴隨的各種動作、人際距離及眼神動作等，亦在語料轉譯過程中

(逐字稿)做註解，以方便分析。  

（六）反饋信號: 會話中的反饋信號通常是由聽話者所發出，如非詞彙形式的嗯、

呃、啊、啊喔、唉及ㄟ等，及短語詞彙形式的這樣啊、就是啊、是啊、對對及對對對等

（Clancy et al., 1996），乃是用來表明對說話者的注意、關切、興趣及瞭解等訊息（黃衍，

2001；Schegloff, 1982）。反饋信號在會話中雖然信息量不大，但是對於會話的順利進行

起著很重要的作用。說話者在講話時，總是注意捕捉反饋信號，時刻注意對方是否注意

聽，是否感興趣或明白等，如果缺乏這樣的反饋信號，會話就會很難進行。另外，聽話

者也可藉由會話中口語及非口語的反饋訊息來傳遞其專心聽講的狀況，並且告知說話者

可以繼續保持發言權，以俾使會話進行順利（Schegloff, 1982; Heinz, 2003）。本研究的反

饋信號依 Clancy(1996）、Schegloff（1982）、黃衍（2001 ）、劉虹（ 2004 ）之看法，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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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中文詞性區分為兩種：第一種為語氣詞，如: 啊、嗯、喔及哼等；第二種為實詞，

如對/對啊、好/好啊、OK 及是/是啊等。另外，笑及點頭搖頭等都具備促進對話者間會

話的順利進行的功能，是以在研究中特地將 Duncan 及 Fiske（1974, 1985）所提的點頭、

搖頭及笑，列入為本研究中第三種反饋信號:為副語言反饋信號。 

紐南（Nunan，1991）將提問反饋分為肯定反饋和否定反饋兩種，并指出，肯定反

饋比否定反饋更有效，但是在肯定反饋中，一些模糊的表揚詞語，比如「很好、不錯」

等，會造成學生一定程度上的迷惑，過多或過分的表揚都是有害的反饋，教師對學生的

表揚一定要真誠。庫倫（Cullen,2002）認為教師的反饋有兩方面作用：評價性作用和話

語作用。糾錯也是教師反饋的一種表現，對於糾錯的標準、時間和程度，研究者有分歧

（吳麗君，王祖女羅，2014，p89）。學者蓋根特（Gattegn,1972）認為不應該馬上糾錯，

而是應該讓學生認識到自己的錯誤然後自己糾正。 

還有一種反饋是重複，教師常常無意識地重複學生的答案。維納（轉引自吳麗君 

2014，p90）認為教師重複學生回答的不足或錯誤，會在一定程度上損傷他們的自尊心，

容易使他們將回答失敗歸因于內部原因。 

（七）會話掌控 Itakura（2001）認為會話掌控乃是由三種面向所建構及探討的。

1.連續掌控（sequential dominance）研究的是對話中的上下語句是否相關或對應的鄰近

應對（adjacency pairs）結構 2.參與掌控（participatory dominance）是下一位說話者透過

打斷或是重疊的手段來限制上一位說話者說話的權力，也是一種性別角色、年齡及社會

階層等社會結構掌控象徵（Jacob, 1974; Beattie, 1981; Ahrens, 1997; Schegloff, 2001）。

Sacks等人（1974）認為在成人會話中，打斷是一種「不正常」、「不應該發生在對話中」

及「對當前說話者完成話輪權力的一種侵擾」。打斷不一定是有意圖性的掌控或支配，

也有可能是對其他說話者談話內容的興趣或表示團結一致，然而不管打斷者的意圖為何，

打斷仍然限制了當前說話者說話的權力。另外，成功的打斷更代表著有控制權的打斷，

而失敗的打斷則是沒有控制權的打斷；再者，如果打斷沒有獲得正向的鄰近回應的話，

說話者便只有展現參與掌控的能力，而沒有連續掌控的能力（Itakura, 2001）。參與掌控

的能力僅代表能掌控一小段的說話時間，而連續掌控代表的卻是整個說話歷程的掌控者。

3.定量掌控（quantitative dominance）研究的是話輪轉換的結構：說話者在互動中不相稱

的現象，可以從兩個面向來測量：第一為每一位對話者說話的總字數；第二為平均話輪

長度（mean length of turn, 簡稱 MLT）（Itakura, 2001）。說話的總字數代表每一位說話

者在整個互動對話中所佔據的持續時間，藉由掌握住話輪，說話者便限制另一位說話者

說話的權力，並強迫其一直擔任聽話者的角色（Itakura, 2001）；平均話輪長度乃指說話

者最初佔據一整個話輪建構單位，之後另一位說話者才有權力說話（Sacks et al., 1974）。

在會話中有些人雖然只有一次的發言權，但是他說話的時間特別長，也就是控制發言的

時間比較長，這樣的說話者會因為其話輪長度的優勢而更引人注目，如在教室中演講式

教學的師生關係便是如此（農寶嫦，1993）。 

教師提問相關理論 

西方早在蘇格拉底之前，發問(questioning)就是教學申最常用且最有效的教學技巧

之一(張玉成，1999)。在中國，偉大的教育家孔子也總是以發問開始師生之間的對話。 

最早進行提問分類研究的是 Barnes，他認為提問分為事實型問題、推理型問題、開

放式問題以及社交問題。Barnes 又提出推理性問題可分為封閉問題和開放問題

（close/open questions）兩類。第二種影響很大的分類法是根據問題認知層次來劃分。

第三種較為有名的分類法是根據吉爾福特（Guilford)三元智慧結構提出的，他將提問分

為：認知、記憶、擴散性思考、聚斂性思考、評價五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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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問的分類方法方面，基本上沒有脫離 Bloom等幾人的經典模式。Bloom將認知

領域教學目標分為六大層次，以知識之認識為最低層的學習行為，由下而上分別為知識、

理解、應用、分析、綜合、評鑑六個層次: 

1.知識性問題:認知目標中最低層次，包括記憶普通名詞、事實、方法、規則步驟、

基本觀念、和原理。 

2.理解性問題:能瞭解所學知識或概念的意義；能了解事實的原理原則，由文字轉換

為符號、數據、語言來說明或表達。 

3.應用性問題:將所學到的規則、方法、步驟、原理原則和概念，應用到新情境的能

力，做學習類化和遷移，像設計圖表，示範正確過程或步驟。 

4.分析性問題:將所學到的概念或原理加以分析分解，然後找出各部分之間的關係。 

5.綜合性問題:將所學到的片斷概念或知識、原理原則和事實等統合成另一新的整體；

需要運用高層次創造思考能力，此類問題不一定要有固定答案，容許學生自由聯想。 

6.評鑑性問題:是學習中最高層次的能力，是依據某項標準作價值判斷與批判的能

力。 

之後，桑達士(N.M.Sanders) 將其中「理解」一項，細分為轉譯（Translation）及解

析（Interpretation）兩項，並同其他五項合計為七項1。 

歸納起來，提問技術主要有：問題的措詞、問題的難易度、教師的追問、教師對學

生回答的回饋、等待時間、學生回答問題的參與度。  

而美國Mary lou Dantonio和 Paul C.Beisenherz提出提問的教學策略為：收集策略、

搭橋策略和錨定策略。國外其他學者還提出了常見的三類提問策略：追問、轉移、激勵。

在課堂提問時最常用到的就是追問、轉移及激勵這三種，也是非常有效的提問策略。  

等候時間分為兩種：第一等候時間和第二等候時間。根據 Rowe(1974)的研究，等待

時間分為兩類。第一類是教師提問後讓學生考慮的時間；第二類是學生的答案有待改進

的時間。第一類等待時間往往比第二類等待時間短。Rowe曾強調指出：「如果教師能等

待學習者更長時間（一般為 3～5秒鐘），則學習者的參與度和答案品質會更高。」  

研究發現：不少教師在提問前並沒有給學生足夠的時間思考。實際上，候答對學生

與教師都相當重要。稍長的等待時間對學生的語言行為有很大效果。此外，研究表明，

若候答時間能超過三秒，對教師行為、態度會產生積極的影響。  

關於課堂提問的有效性研究，研究者多是給出一些有效性問題應該具備的特點作為

檢測課堂提問有效性的標準，一般都是從提問的語言、侯答的時間、叫答的範圍與方式

等幾個角度給出建議，缺乏系統的可操作性的評價標準。此外，這些關於課堂提問有效

性的檢測標準多停留在教師語言、行為動作等外在形式上，很少挖掘教師提問能力的深

層的原因。 

Van Lier話題化 topicalization定義:學習者從教師或其他學習者那兒獲得一些資訊，

並(嘗試)將之轉化為下一個話題。 

Ellis由學習者來確定談論的話題:1.調節語言輸入的複雜性，使之更好地適應學習者

水準 2.當出現交流困難時，它能為意義協商提供更好的機會 3.它還能幫助學習者做出更

多更為複雜的語言表達。 

而劉珣(1994)教材話題設置與學習者語言技能的掌握:話題的設置對語言教學有著

非常重要的作用。好的話題設置，能更好地吸引學生的注意力，激發學習的積極性，話

                                                      
1
記憶性問題(memory)、解釋性或轉譯性問題(explanation or translation)、詮釋性問題(interpretation)、應用

性問題(application)、分析性問題(analysis)、綜合性問題(synthesis)、評鑑性問題(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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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也要貼近學生的實際生活，才能讓學生意識到漢語的實用性和趣味性。根據學生的實

際情況，有目的地選擇話題，這樣才能發揮漢語教材更大的功能性。在選擇教材話題的

時候，首先要考慮外語教學中的文化內涵，即目的語國家的歷史文化、傳統民俗習慣、

生活方式、文學藝術等方面內容。其次是突出教材話題的實用性，選擇學生所需要的教

學內容。教學內容符合學生的交際需要，可激發教材使用者的學習積極性。教材話題實

用，則能很好地貫徹交際性原則。語言材料越是接近真實生活，越能使學生感到身臨其

境。所以教材話題的選擇必須具備針對性，實用性、交際性、知識性和科學性，還應考

慮學習者的年齡、性別、職業以及當代國情等因素，只有全面考慮，根據學習者的實際

需要設置教材話題才能更好更有效地提升學習者語言技能的掌握。 

互動教學相關理論 

具體而言，有意義的互動學習方式在教學上至少有五點功能：第一、它著重以學生

為中心(student-centered)的教學活動，並能滿足其學習的需要。汪履維特別地強調以學生

為主互動的必要性，認為每一個人在其所學習的團體，都必須貢獻自己的行為及意見，

讓彼此都能得到對方的幫助。第二、經由同儕互動，學生可以得到成人所無法「提供」

的態度、價值、技能、及資訊等學習(Johnson & Johnson,1991)，同時個人也可以自在地

表達對事物的意見與態度。第三、能訓練學生對接受訊息的判斷、思考與重組的能力，

並能建立公開表達意念的自信心。第四、師生可以共同做腦力激盪，形成對某一問題結

果的共識、激發創造潛能與創意(innovative idea)，提升教與學的動機。第五、有助於師

生發展其社會化的學習歷程，培養訓練人際間相處的關係；Hartup, Glazer & 

Charlesworth(1976)、Johnson(1980)等人認為在學生的社會化發展過程中，同儕間互動的

關係是一個很重要的影響因素。這種見解同樣地適用在教師與學生身上，師生間的互動

關係對學習氣氛、學習成效、教與學的感受性，乃自彼此人際間的交往等等有明顯的影

響作用。 

是以，有意義的互動式學習策略在未來的教學中，不會因科技的創新、教師教學理

念與自我意象的改變、或學習需求及風格的異化而減其必要性；反之，更顯重要。網路

互動式遠距教學策略的構想教學上，互動的行為常發生在教師與學生間 

(student-teacherinteraction)、學生與學生間(student-student interaction)、及學生與教材間

(student-materials interactions)等三種狀況；儘管有相當多的研究已証實互動的行為未必

能提升師生或同儕間的關係，也不一定對學習產生正面最大的效果 (Johnson & 

Johnson,1991)，卻都同意這種行為在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必要性，特別是以教師與學生、

學生與學生的互動行為對教學成效的影響最大。 

而互動的型式則有面對面互動 (face-to-face interaction)、隔空式互動 (distance 

interaction)、個別式互動(individual interaction)、或團體互動(group interaction)等；在教

師有意義的設計與誘導下，透過不同型式的互動行為，可以幫助學生養成主動學習與獨

立思考的能力。一般而言，上述的互動行為及型式不限於發生在教室之內，尤其是資訊

革命對現代社會的影響，促使許多的學習及互動可以延伸到教室之外，在任何時間與地

點進行。例如，楊家興、游光昭自隔空教學的觀點指出，科技的進步可打破以教室學習

的傳統觀念，突破學習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學習者的學習方式也會轉變為「互動、異

時、小眾」的型態2。 

會話分析 

「會話分析」這一詞語可以有兩種含義，一種是較寬泛的含義，指對會話現象的所

有研究；另一種含義是狹義的，專門指發源于美國的研究會話的一個學派。這一學派把

                                                      
2
參見聯合報，85 年 12 月 22 日，第 2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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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瑣碎的會話提升為科學研究的正當對象，并對談話的規律進行了系統、深入的研

究。會話分析的最終目的是要從人們日常會話中常見但未被注意的現象中發現人們理解

和把握世界的方法。這一學派是由美國社會學家哈維•薩克斯等人于 20 世紀 60 年代開

創的。在語言學領域，語用學、社會語言學、話語分析等分支學科都借鑒了會話分析的

成果 

四、 研究問題 

在進行華語線上教學討論議題時，研究教師讓話輪延伸時所使用的策略及建議未來

教師在進行議題討論前如何事先設計，以及臨場可以在腦中規劃哪幾個方法以應變，使

學生能在多說的情境下又能切中要旨，並且能拓展其思維。 

五、 研究方法 

1.文獻研究法： 

通過對相關文獻的搜集、閱讀、整理分析以及研究，并了解話輪相關理論及網路華

語教學的話題設置方面的相關研究現狀，積累理論基礎作為本論文研究的指導，進行文

獻綜述，並從中整理出所需資料作為論文撰寫的依據。 

2.案例分析法： 

本研究所使用的三個線上教學影片，是 105學年度下學期臺師大華語文教學所碩士

班學生所做的線上教學，都是只有一位老師面對一位學生的狀況下進行，這三組的外籍

華語學生都是捷克馬薩里克大學中文系大一或大二的學生，學習中文一至二年。 

在計算話輪時，寒暄、複習從前的單元、結尾詢問今天上課等情況都剔除，只單純

計算討論「歐洲難民議題」的話論。 

研究要項有:1.總話輪數、2.發話總字數、3.定量掌控(平均話輪長度:每次話輪的平均

字數)、4.使用的 PPT 張數、5.討論「歐洲議題」時間總和、6.反饋信號❶:語氣詞，如:

啊、嗯、喔、誒、欸、呃、噢、及哼 7.反饋信號❷: 實詞，如對/對啊、好/好啊/很好、

OK 及是/是啊等、8.副語言反饋信號❸:點頭、搖頭及笑的次數、9.話題轉換次數、10.

教師使用問句的話輪數。 

六、 研究結果 

在教學中，學生話輪數越多，代表學生的口說練習也增多，同時也拓展了學生的思

維領域，讓學生動腦之外，也拓增對議題的關心程度，故而也增加了學生的字彙能力。

在華語教學上增加時事內容，早已不是新聞，但是對於只學華語一、兩年的學生而言，

「歐洲難民」議題，確實是一大挑戰，但是在老師有技巧、有方法、有策略的教學引導

下，學生總共可以針對此議題說到 10 幾分鐘，濃縮起來看，簡直就像是一個兼顧多面

向的小報告。 

依 A、B、C組在話輪上的表現來看，C組的總話輪數最多(495)，老師有 298個話

輪，學生有 297個話輪。在發話總字數上，學生有 1243字，在定量掌控(平均話輪長度:

每次話輪的平均字數)方面，學生每話輪的平均字數是5.03字。B組的總話輪數居次(328)，

老師有 164個話輪，學生有 164個話輪，在發話總字數上，學生有 1273字，在定量掌

控(平均話輪長度:每次話輪的平均字數)方面，學生每話輪的平均字數高達 7.76字。A組

的總話輪數最少(133)，老師有 67個話輪，學生有 66個話輪，在發話總字數上，學生有

398 字，在定量掌控(平均話輪長度:每次話輪的平均字數)方面，學生每話輪的平均字數

是 6.03 字。可見 B、C 組相較於 A 組，較能讓學生多開口說中文，而且老師的有效引

導能夠讓學生針對「歐洲難民議題」多發言，也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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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持性的會話分析上，反饋信號❶語氣詞，如:啊、嗯、喔、誒、欸、呃、噢、

及哼……等，教師的表現也是 B組(37次)和 C組(73次)較 A組(6次)多很多，連學生的

表現也是呈現此狀況，B組(105次)，C 組(114 次)，A組(24次)。反饋信號❷: 實詞，

如對/對啊、好/好啊/很好、OK 及是/是啊等支持性信號，也是同樣的狀況，B組(152次)

和 C組(194次)較 A組(16次)多很多，倒是在學生的表現上差距沒像老師們的相差那麼

多(A組 3次、B組 26次、C組 8次)。在副語言反饋信號❸:點頭、搖頭及笑的次數中，

由於 A組教師畫面燈光太暗，導致教師臉全黑，看不到教師的表情，所以無法做比較，

不過仍是可以看出學生的表現，B、C組的正面反應也是較 A組為多的。反饋性應答是

聽話人在當前說話人話語的激發下所做出的言語或表情、肢體動作回饋，是支持說話人

完成話輪，維護交際的言語行為。這種回饋性應答符合禮貌原則，也能讓課程得以順利

進行的要件之一。相較於某些教學理論，認為教師在教學時不可使用贅字，如:對、好、

OK，是啊等等要求，在此三部教學影片中可以看出，若抽掉這些反饋信號，反而不利

於會話教學的進行，會使得教學非常不自然，像是機器人在說話。原來，在正常你來我

往的會話之中，反饋信號是使會話順利進行的要件之一。 

在話題轉換次數上，也是 B(17次)、C(20次)組較 A(5次)組多，所以能夠使話題延

伸，使話輪轉換更具多樣性。依序羅列如下: 

A組在「歐洲難民議題」話題轉換上，共用了 5個話題，如下所列: 

1.看到了什麼? 

2.影片中的詞彙。 

3.有哪些歐盟國? 

4.邊界控制。 

5.統一的邊境政策。 

B組在「歐洲難民議題」話題轉換上，共用了 17個話題，如下羅列: 

1.「難民議題」題目的發音 

2.影片中所提到的國家。 

3.解釋「方式」一詞。 

4.解釋「邊境、檢查、管制」三詞彙。 

5.解釋「難民」和「移民」的區別。 

6.難民來自那些國家。 

7.為什麼會有難民? 

8.難民去那些國家。 

9.對難民的補助。 

10.難民移動的路線。 

11.哪些國家接受難民? 

12.這些國家幫助難民的方式。 

13.「戰爭難民」和「經濟難民」的區分。 

14各國接受難民的人數。 

15.有些國家不接受難民的理由。 

16.問學生會不會接受難民? 

17請學生談談不接受難民的原因。 

C組在「歐洲難民議題」話題轉換上，共用了 20個話題，如下羅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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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開頭，打招呼 

2.生詞:難民、難民危機、歐盟四國、商談、邊境政策。 

3.國家的邊界:{瑞典、丹麥}、{斯洛伐克、捷克}。 

4.瑞典和丹麥的邊界是一座橋。 

5.歐洲難民的產生是因為戰爭 

6.邊境管制。 

7.邊境政策。 

8.合作 

9.移民和難民的區別。 

10.瑞典和丹麥的邊界管制。 

11.難民潮。 

12.骨牌效應。 

13.加強合作 

14.荷蘭政府希表示能夠達成統一的邊境政策，共同處理難民標準。 

15.四方會談:邊境政策。 

16.深根協議，如果締約國家安全受到威脅，可以增設邊境檢查。 

17.問學生贊成難民到他的國家嗎? 

18.害怕一些難民、怕炸彈攻擊。 

19.難民為了錢而到德國 

20.學生回答，難民到斯洛伐克只是過境，然後會到比較有錢的國家。 

另，PPT的製作，攸關著教學的流暢度，也可以藉此引領話論的延伸。以下所列是

B組引用自「風傳媒」的圖，內容豐富又多面向，可以加深學生的思維，並讓學生多做

思考，並讓話輪增加以繼續延伸下去。 

  

最後，在「教師使用問句的次數」上，也可以看出 B(61次)、C組(71次)顯得比 A

組(21次)使用得較多次，而有效能的提出相關問句也是教師在設計華語線上教學時所必

備的能力之一。 

A、B、C組在話輪上的表現 

研究面向、要點 A組 B組 C組 備註 

1.總話輪數 133 328 495  

2.發話總字數 師:662字 

生:398字 

師:3115 

生:1273字 

師:3135字 

生:1243字 

 

3.定量掌控(平均話輪長

度 :每次話輪的平均字

師:9.88字 

生:6.03字 

師:18.99字 

生:7.76字 

師:12.64字 

生:5.03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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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4.使用的 PPT張數 23(其中有 13

張是歐洲國

家的國旗，讓

學生指認出

國家) 

15 26  

5.討論「歐洲議題」時間

總和 

15分 25秒 37分 39秒 35分 08秒  

6.反饋信號❶:語氣詞，

如 

啊、嗯、喔、誒、欸、

呃、噢、及哼 

師:6 

生:24 

 

師:37 

生:105 

 

師:73 

生:114 

 

7.反饋信號❷: 實詞，如

對 /對啊、好 /好啊 /很

好、OK 及是/是啊等 

師:16 

生:3 

 

師:152 

生:26            

 

師:134 

生:8 

 

8.副語言反饋信號❸:點

頭、搖頭及笑的次數 

師- 

點頭:1 

搖頭:0 

笑 :*看不出

來，因為燈光

的關係，教師

的臉全黑。 

生- 

點頭:9 

搖頭:9 

笑:13 

師- 

點頭:3 

搖頭:1 

笑:23 

生- 

點頭:19 

搖頭:17 

笑:21 

師- 

點頭:2 

搖頭:0 

笑:37 

生- 

點頭:4 

搖頭:0 

笑:24 

 

9.話題轉換次數 5 17 20 內容詳見於

上文所述 

10.教師使用問句的次數 21 61 71 「誒，要怎

麼講呢?」這

是老師自問

的句子，並

不 算 在 其

中。 

七、 結果討論 

教師在進行華語線上教學中的議題討論前的教學設計，要深入研究議題，包括 PPT

的製作，要兼具多面向的功能，盡量拓展學生的思維。 

在議題討論進行中教師所能使用的策略，以「歐洲難民議題」為例，從簡易處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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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華語初學者學生不會感到太困難，從難民的食衣住行開始著手，是很好的引導方式，

再擴張到各國對難民所提出的支援有哪些，不談太深奧的道理，環扣食衣住行將讓會話

容易進行。 

最後，將問題回歸學生身上，問學生自己願不願意接納難民，以及他(她)的國家又

是如何看待難民的。 

在過程中，教師不做太多的批評，因為接不接受難民，各國有各國的考量，不是外

人能夠輕易置喙的。 

本文理論仍未發展完全，畢竟這是個很大的題目，希望未來能夠發展出一套理論及

方法，俾使未來教師在進行華語線上教學議題討論時能夠更得心應手，藉由提問、話輪

轉換、話輪引導、理解學生的表現、使用反饋信號、製造新話題的技巧、掌控能力等技

巧及策略，創造出腦力充分激盪以及思維充分拓展的效果，提升學生的華語會話表達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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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國境內外語教學在受到了民族誌社會語言學的影響後，轉而強調外語學習者語

言溝通能力習得的重要性。然而，要如何在外語課堂中藉由帶動師生互動的方式，增

進、強化學習者人際溝通能力的習得，依然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研究的課題。本文

將以筆者親身教學為例，論述「鋪陳型對話序列」能如何使語法操練情境化；如何引

發學習者興趣；如何使學生透過語言實踐來意識到目標句式語用規則。本文採用了社

會認知發展理論觀點，申述對外華語教師應如何以母語人士進行對話的方式作為藍本，

設計教學語言與課堂互動模式，進而有效地建構學生的語言近側發展區間。 

關鍵詞: 對話分析、外語教學、話輪序列、鋪陳相鄰對、學習鷹架 

一、 導言 

美國境內外語教學法近幾十年間受到了民族誌社會語言學的影響，促使外語教師

體認到針對外語學習者須具備語言溝通能力的重要性（Block 2007）。然而，要如何在

外語課堂中帶動師生之間的互動，進而增進、強化學習者人際溝通能力的習得，依然

是當前值得深入探討研究的重要課題。筆者以為，欲期待學習者能夠建構起外語溝通

能力，外語課堂的互動模式當應與人類實際互動模式相呼應，外語教師反向

（“backward” ； Wiggins & McTighe 2005:13）課程設計的過程，也應將此一概念列為

主要重點。至於人類實際互動模式又有何種的特點？ 

美國八十年代的社會學家 Sacks, Schegloff, & Jefferson（1974）為了瞭解人類在社

會化的過程中是如何建構其社會性，而開始著手觀察、轉錄、分析人們電話交談過程

中的起承轉合。他們以為，人類的社會生活基本上是由一連串的互動序列

（“sequences”； Schegloff 1968:1076）所組成；每一完整的互動序列，可進一步區分成

一連串的對話相鄰對（“adjacency pair”；Schegloff & Sacks 1973:295）；而每一組相鄰對

皆包含有兩個話輪（“turn”；Schegloff 1968:1076）。換言之，在互動中的一方產出的第

一個話輪後，該話輪的內容會（在一般情況下）引導、促使互動中的另一方產出特定

形式的第二話輪。如此一來，甲方的問題就會引導出乙方的答案，當問題與答案就有

互動中的雙／多方產生後，隨即產生的對話相鄰對會進一步促使第二、第三組對話相

鄰對的出現。人類的互動序列也就因而定義了人類生活中的社會性。值得進一步說明

的是，雖然每一對話相鄰對皆為人類互動性的基本單位，但其功能會隨著渠身處互動

序列中的不同位置而不同。具體而言，當剛見面的互動雙多方為了社交而產出的對話

相鄰對，常賦予了相互寒暄的功能，以便於雙／多方能有進一步對談的可能；當交談

進展到一個段落後，此時的對話相鄰對則具有轉換話題的作用（假若雙方仍無終結交

談的意願）。以對話分析的觀點，前一例中對話相鄰對被視為舖陳型相鄰對（“pre-

expansion”  adjacency  pairs；Schegloff1990:9），而後一例子的相鄰對則稱為衍生型相鄰

對（“post-expansion” adjacency pairs； Schegloff 1990:9）筆者以為，欲期待華語學習者

644

mailto:chsinfu2@gmail.com


能生成華語交際能力，華語教師應將對話互動模式的規律納入課堂教學中，並給予學

生適當適度演練交際能力的機會和情境。在以下篇幅中，筆者將以舖陳型相鄰對（序

列）為例，論述該類型相鄰對（序列）的交際功能能如何具體運用於對外華語語法操

練的課堂互動中。本文中所呈現之教學實例，摘列自二零一六年美國明德大學中文暑

校中級漢語語法操練課程內容。另，為忠實呈現對話互動當時的情境，語料轉寫借重

由 Gail Jefferson 等學者（Sacks，Schegloff & Jefferson 1974）所研發之模式（詳見表 1），

紀錄語言使用之外的對話現象。 

表 1 對話轉寫輔助符號（参看 Schegloff 2017） 

二、 舖陳型相鄰對序列、主題引導與教學語言 

根據對話分析文獻指出，對話主題的導引方法基本上可分為四類：主題提點

（“topic nomination”；Schegloff 2007:169）、主題誘導（“topic solicitation”；Schegloff 

2007:169）、主題建議（“topic proffering”；Schegloff 2007:169）以及主題轉換（“topic 

shift” Sacks 1992, cited in Schegloff 2007:169）。在華語教師需對學生的語言產出質量有

較大控制之際，“主題提點”對華語語法教學最具直接的實用性。此外，在提點主題的

同時，教師也建議可與教學地點周遭的環境、情景做最大的連結。 

2.1 情景詢問語 Setting Talk（Maynard & Zimmerman 1984:304） 

在一般的對話情景中，互動雙／多方初始的討論話題不外乎同時存在與交際當場

的一切人、事、物（Maynard & Zimmerman 1984）。「今天的天氣很不不錯！」、「請問

一下現在幾點？」、「這班公車來的真晚。」、「你的包很好看。」（譯自 Wong & Waring 

2010:111） 等，都可以是打開彼此話匣子的方法。華語教師除了能以上述的方式進入

（語法操練的） 主題之外，教學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教材內容，也可利用並視為導入主

題的重要素材。藉由提點課文內容的手法，教師可較即時地幫助學生理解、明白教學

語言（“comprehensible input”；Krashen 1985:2），並順利、有效地引導學生進行對話中

的教學任務。 

(0.5) 停頓秒數 (( )) 轉寫者個⼈評論描述 
[ ] 話語交迭 ( ) 轉寫者不確定轉寫 

- 話語中斷 > < 語段急促產出 
:: 語音拉⾧ < > 徐緩發⾔ 

word 
音量加⼤或語調提⾼等形式的

加重音 < 話語突然急速產出 

. 聲調下降 ˚ ˚ 音量微弱音調柔和 
? 聲調上揚 ↑↓ 語調明顯上揚下降 
, 持續聲調 hhh 呼氣聲 
= 語段之間無縫接軌 (hh) 字中呼氣聲 
(.) 微秒停頓 ˙hhh 吸氣聲 

 

01 T: -> 好:,我們課⽂裡討論的::,是什麼時候的::, 總統⼤選. 

02 S1:  我們課⽂裡討論的是:⼀九⼋⼋年,a:h 

03   zhuān- o::h >˚zhuānxun.˚< 

04 T:  舉⾏? 

05 S1:  舉⾏, 

06 T:  的, 
   ‘((A technique to stretch the student’s utterance.))’ 

07 S1:  的 zhuo- ah: 總統(.)總統⼤選. 

08 T: -> uh.我們課⽂裡討論的是什麼時候舉⾏的總統⼤選. 

09 SS:  <我們課⽂裡討論的,是⼀九⼋⼋年:,舉⾏的:, 總統⼤選.> 

10 T:  美國今年什麼時候舉⾏::,總統⼤選. 

11   (2.2) 

12 S2:  eh.<美國今年 eh:,>(1.2)還有[三] 

13 T:  >[什]麼時候.< 

14   (1.2) 

15 S2:  對還有三個⽉, 

16 T:  uh huh. 

17 S2:  eh 就要舉⾏(.)總統⼤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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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 

上例係節錄美國明德中文暑校中級漢語《討論一九八八年美國總統大選》一文中，

主要語言點「還有…就要…了」的操練片段。語言形式的習得，需在有意義、相對真

實的情景之下使用而產生。在上例下半段（行 10 至行 17），主要語言點的使用設計在

美國二零一六的總統大選此一語境中。值得注意的是，教師在陳述此主要情景之前的

數個話輪中，學生的注意力則先導向了課文中的客觀訊息。透過幾個話輪的來往鋪陳

（行 1 至行 9），教師將話題從一九八八年的總統大選，逐漸導入二零一六的總統大選，

由於兩個話題之間有著高度的關聯性，學生在處理主要語法操練問句（行 10）時，可

以很迅速地進入情境、並立即理解該問句中所隱含的任務，進而完成語法操練目的

（亦即使用主要語法回答問題）。與此類似，可藉以減輕學生在處理教師問句過程中所

承受負擔的策略，也包含了教師對於學生個人生活背景資訊的提問。 

2.2 背景細節提問 Itemized News Inquiry（Button & Casey 1985:5） 

不同於教師單方面使用情景提問導入語法操練，藉由學生（與當下學習無直接關

聯性之）背景細節的提問，教師則可以較有效地提升學生參與互動的意願。至於什麼

是背景細節提問，請見下例出現自ㄧ般對話的真實語料： 

例（2）譯自 Button & Casey（1985:6） 
01 Sheila: Hello:? 

喂？ 
02 John: Hi:Sheila? 

欸 Sheila 嗎? 
03 Sheila: Ye:ah. 

我是。 
04 John: How are you. 

你好嗎？ 
05 Sheila: Fi::ne, how are you. 

不錯。你呢？ 
06 John: O::k:a:y. 

不錯。 
07 (0.2) 
08 Sheila: -> Have yo::u heard yet. 

你聽到（那件事）了嗎？ 

當細節提問者（上例的 Sheila）企圖以此方法「釣」出話題， 該提問者話語中所

隱含的是知情那一方（上例的 John）所知細節的新聞性，以及提問者對於該新聞事件

的部分、片段認知（Button & Casey 1985）。而完全知情的一方若為迎合對方的好奇心，

則會進一步將所知一步步做陳述。筆者以為，在華語教師對學生的背景（國籍、愛好、

語言水平）有一定程度的掌握之後，便可佯裝不知情地，對學生的背景產生好奇心，

促使學生在為能滿足對方（即教師）好奇心的驅使下，提供更多個人訊息，並產出語

言。 

例（3） 

01 T: -> 美國⼈看⽐賽的時候,喜歡⼀邊看⼀邊吃什麼? 

02 S1: ⼩東西。 

03 T: -> 吃:::,什麼(.)東西. 

04 S1: ⼩東西。 

05 T: -> ⼩東西譬如說::,= 

06     S2: =披薩::, 

07     S3: 熱狗:,[漢堡] 

08     T: [那: ]在美國,哪兒::的披薩(.)最好吃: 
09     S2: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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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3: 紐約的披薩⽐,(.)什麼地⽅,(0.4)[的-]= 

11      T: [<的] 

 

 

 

 

上例節錄《健康的生活方式》一文中，主要語言點「比 Question Word 都+ 

Adjective/Mental Verb」的操練片段。師生彼此產出鋪陳相鄰對（序列）的同時（行 1

至行 7），先行討論的是美國人觀看球賽時嗎，在吃方面的習慣。由於在座的學生皆為

美國籍，所以這樣的問題，便很容易引起學生的共鳴（行 2、行 4、行 6、行 7）。這樣

的方式，不僅能提高全班學生的參與意願，亦能同時讓主要語言點的操練情境（行 8

至行 16）有了合理的安排：原來美國人觀看球賽都「愛吃披薩」，那接下來請大家說說

美國「哪兒的披薩最好吃」。 

2.3 鋪陳型相鄰對（序列）中的語言形式 

近年來，外語教學法不斷強調教學情境對於語言形式習得的重要性。但值得強調

的是，教學情境的導入或舖陳仍須有一定的邏輯性，而這樣的邏輯性應該與一般母語

人士對談互動的方式相呼應。正如同上例（1）、例（3）所展現的，在主要語法操練的

情境導入之前，教師可先行利用鋪陳型相鄰對（序列）產出的的機會，將話題聚焦於

課堂活動當下的人、事、物，進而將話鋒一步步轉入操練正題。另一方面，教師在利

用鋪陳型相鄰對導入正題的過程中，也應注意過程中語言形式的使用。在語法操練課

程中，當課語言點的語用法則，已是學生學習的一大挑戰。鋪陳相鄰對（序列）中的

前導話題，目的係讓學生對某主要語言點的使用情境有初步的認識。若期望學生能迅

速的掌握這初步的認識，教師在鋪陳型相鄰對中的語言形式不宜太過艱深難懂。使用

學生能輕易理解的語言行式，才能讓學生在較無負擔的情況下，掌握語用情境，並進

一步地達成語法操練的教學目的。在上例（1）中，鋪陳型相鄰對（序列）所引入的前

導話題，是由基本的時間疑問句所開啟；例（3）中的，則是由另一基本語言點「一邊

一邊」和詢問事物疑問句所引導。華語教師在設計前導性話題的同時，亦應注意鋪陳

型話輪的語法結構的難易度。學生已學過、易掌握的語言結構皆為理想的選擇。 

三、 小結 

從社會建構論觀點而言，第二語言的習得過程不僅僅是心裡認知的改變過程。社

會建構論學者以為，語言的發展必須以自然地語言使用為前提。目標語的使用不但會

左右語言的學習（learning；Vygotsky 1978:9），也會強化語言的發展（development；

Vygotsky1978:9）。為此，對外華語教師在教案中應強化學生在學習過程的實際語言使

用。然而，實際的教學研究卻顯示，互動導向的教學法對提升學生外語能力不一定有

實際的效用（Allen et al. 1990; Higgs & Clifford 1982; Swain 1991）。筆者以為，欲期待

學習者的語言能力能在互動型的教學過程中有所提升，教師必須同時兼顧目標語言輸

入（input）與輸出（output）的質與量。僅僅只是讓學生沈浸在大量的目標語言環境中，

抑或不針對學生目標語言的輸出有所要求，教學的效果將會大打折扣。 

筆者以為，在互動型的語法操練課堂中，華語教師應以母語人士進行對話的方式

作為藍本，設計教學語言與課堂互動模式。誠如前文所述，華語教師欲使主要語法的

操練過程情境化的同時，亦應考量情境的安排合理與否。在日常對話中，話題是循序

漸進地發展、延伸，語法教學中的情境鋪陳也應如此。另外，為提升學生參與互動的

意願，教師所介紹的暖身、前導型話題，需與教學當下的環境或是學生的基本背景做

12 S3: =什麼的地⽅的披薩都好:, 

13 T: 吃: 

14 S3: 好吃= 

15 T: 什麼地⽅的披薩最好吃:, 

16 SS: <紐約的披薩(.)⽐什麼地⽅的披薩(.)都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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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密的結合； 問題的呈現方式，以及問題所預期的回應，都必須是在學生當下能自在

掌握的基礎下進行。若語法操練課堂問答能縝密設計，幾項明確的教學目標則可有效

達成（Wood et al. 1976）：（1）學生的學習意願會在前導話題的引領之下而提升，進而

讓學生參與使用目標語互動的學習任務的興趣大大提高；（2）在鋪陳行話題的漸進引

導之下，學生對於主要語法點的情境操練所產生的挫折感能適度地降低；（3）在前導

話題的鋪陳之下，學生對於主要語言點的語用特點，也能有真實的體認。總言之，在

前導話題或鋪陳型對話相鄰對（序列）的幫助下，學生不僅可對教師的語言輸入有更

明確的瞭解，也可減少在面對外語時不安情緒的產生（Krashen 1985）。在這樣相對理

想的語言學習環境下，華語教師方能更有效地建構學生的語言近側發展區間（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Vygotsky 197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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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hows a couple of discoveries in an intermediate CFL course of listening and 

speaking based on communicative teaching approach within intercultural framework. 

Teaching Mandarin Chinese as Foreign Language (TCFL) has lacked intercultural elements 

till present. Even though this issue has been addressed in recent years, there is still not enough 

research on intercultural teaching in Mandarin. Researchers define “culture” in different ways. 

For instance, Culture has been divided into “knowledg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culture” (Zhang, 1984; Zhou, 1997; Fang, 2010). Therefore, in this study,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s defined as “communication culture” which consists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CC)“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CC)” (Gudykunst, 2003). 

The research method is based on a Semi -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The participants are 

16 3rd year students of an intermediate CFL course in the department of Sinology at 

University of Vienna. The researcher designed 12 intercultural classes with 6 topics such as 

customs, etiquette, health concept, education between the young and old gener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politics. In class, the teacher encouraged the students to 

compare Chinese culture and students’ own culture through various conversation questions. In 

the midterm assessment, the CCC competence was tested; in the final exam, the ICC 

competence was tested.  In the end of course, the students were required to fill out a 

questionnaire with an open question in the end.  

The results are promising. The participants think their language skil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have been enhanced. From these positive feedback, the 

researcher has launched a doctoral dissertation plan for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CFL, teaching metho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1. Background 
Teaching Mandarin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CFL) has lacked an intercultural 

perspective so far. Even though this issue has attracted quite some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there is still not enough research for intercultural teaching in the context of Mandarin 

Chinese. Intercultural teaching is another valuable teaching objective, which currently has not 

yet been explored and implemented. It is not replacing other teaching orientations of language 

and cultural knowledge courses in TCFL, since each course has its purposes and influences. 

Intercultural teaching, however, is significant to develop the learners’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which allows them to communicate efficiently and precisely with (native) 

Mandarin speakers as well as to adopt the acculturation from learning Mandarin as a foreign 

language.     

Bi (2014) has calculated and analysed the research papers, in TCFL, from 1980s to 2005, 

that are related to culture,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trend of these 

                                                           
1
 CFL: Chinese as foreign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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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s has been growing up steadily, 46 in the 80s, 201 in the 90s and 231 from 2000 to 2005. 

Among the 231 pieces of paper in recent years, there are around 28% related to intercultural 

research and almost 20% in the comparison of culture and language.  This trend shows that 

people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competence to communicate in different contexts 

instead of the pragmatics of pure theory.  

Bi (2014) believes that teaching Mandarin Chinese with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comparison will soon be an essential factor. He indicated that TCFL should not only 

involve the relations between language and culture, but also communication.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enhance the intercultural awareness for learning how to cope with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cultural shocks, and only afterwards, to bring up the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However, he also pointed out that despit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CFL is getting 

more attention, the educators still have not yet to put it in practice.  

Currently most of Chinese culture teaching is based merely on the delivery of knowledge 

in class (Bi, 2014; Huang 2015). Even though instructors teach Chinese culture by comparing 

foreign cultures and languages, to the Chinese culture, they barely show the usage of 

Mandarin Chinese in different contexts. Those consist on diversity and authenticity, which is 

not the true meaning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or comparison.   

2. Literature review 
2.1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s between two cultures, which is not only involved in the 

target language usage, but also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e. Schumman(1986) thinks 

that during the process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leaners will build the acculturation for 

the target language. The learners, therefore, must adapt to the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to find a 

new identity, meanwhile their language skills gradually increasing. However, if they do not 

adapt to the target culture successfully, the learner will exclude the culture even up to having a 

culture shock. If they cannot succeed, the learners will have a psychological distance from 

learning the target language, in extreme cases transposing the fear to the target language 

society.  If the learner cannot handle the anxiety of the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the learners’ 

language skill will remain in the intermediate level, or even in the beginning level. This 

situation easily makes the learners resist or abandon learning the target language (Shu, 2016).  

Even the Mandarin Chinese learners that have fluent language skills, might have serious 

culture shocks or misunderstandings in the Chinese culture, that still cannot allow them to 

make an efficient communication. Therefor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CFL. Bi (2014) believes that current Chinese cultural teaching must be 

reformed, so that the students should not only learn cultural knowledge, but also enhanc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awareness; the learners should be able to notice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cultural shocks and to remove the interference dur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ng.     

2.2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CC)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CC) 

Gudykunst(2003) indicated that communicating in and among different cultures has two 

different name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CC)“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CC)”. Both hav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CCC aims to compare two cultures to find out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ICC focuses on the acculturation process of the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and its purpose is to solve the misunderstandings in the target culture.  

“Culture is a Verb” (Street, 1993; Srikant, 2009). Culture is a dynamic process of definition, 

requiring a continuous cycle of rebuilding and subverting to find a new definition.  During 

this process, the old definition even is possible being subverting. From my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the results of my papers (Chung, 2015; Chung 2016), CCC is a good 

beginning to lead the learners to reach ICC, because it requires the language skill with 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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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Even CCC teaching can be implemented with learners’ mother language or a language, 

i.e. English, that both teacher and students can communicate.    

Byram (1997) indicated tha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s more complicated than 

communication, becaus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needs to maintain and build a relation 

between two cultures, involving their customs and the values of the societies. This means that 

the knowledge of surface cultures cannot completely explain the whole, which means that the 

learners need to take the initiative and explore more. He believes that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s related to four elements: skills of interpretation and relating, skills of discovery 

and interaction, Attitude and Knowledge. Those skills can be picked up through the 

experience and the review that the learners have done by themselves.  Despite this, the 

educators can still provide a wider and deeper range, to train the students and to develop the 

critical thinking with ICC teaching.  Thus, in this research, training ICC in TCFL will take the 

learners’ background cultures
2

, i.e. Austrian culture, to compare Chinese culture. The 

background cultures will be only a learning material, because ICC training should work on at 

least two cultures.  Even if, there are more than two cultures, which is a better situation, the 

learners can interact among these cultures to activate their ICC through practicing the “skills 

of interpretation and relating” and “skills of discovery and interaction”.    

To be an expert in a foreign language, Mandarin Chinese in our case, one would fully 

understand its usage in the cultural context avoiding misunderstandings and efficiently 

enhancing the communication with Mandarin speakers.   

2.3 Culture teaching method and multi-media aids
3
  

For TCFL, teaching with intercultural framework in practice is a new field (Bi, 2014). 

Thus, referring to the culture teaching in the other foreign languages will be a good direction. 

Moran (2001) and Peng (2002) indicated that a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 should provide 

various ways to experience the language culture, in order to bring up the students’ sensitivity 

for th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ability, i.e. movies, photos, teaching materials, interactions 

with native speakers, etc.  Since 60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ors and scholars have developed 

many culture teaching methods (Hughes, 1986; Hu & Gao, 1997; Hu, 2011), one of the 

methods being “Projected Media”. An English idiom says, “A picture is worth more than a 

thousand words”, but “A minute video is worth more than 1.8 million words”
4
. Video 

enlightens the classroom atmosphere and makes a virtual culture island, with rich sounds and 

images.  The sound and image of a film can quickly convey the comprehensive cultural 

knowledge (Herron, Cole, Corrie, & Dubreil, 1999; Zhao, 2006; Li & Xia, 2007; Liu, 2008; 

Xie, 2010; Li, 2011; Chung, 2014). This has been confirmed in my previous researches 

(Chung, 2014; Chung, 2015; Chung, 2016). Making a video as an assessment can help the 

students to review what they have learnt and can allow the students to practice the “skills of 

interpretation and relating” and “skills of discovery and interaction” (Byram, 1997) as well.  

2.4 Summary 

To sum up, ICC in TCFL allows learners to benefit both their foreign language skill and 

culture understanding in communication, which is a combination to support current TCFL that 

lacks in ICC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paper (Chung, 2016), written in Indonesia at 

                                                           
2
 One’s background culture will be enriched by his/her growing background culture, mother languages’ cultures, 

the foreign languages’ culture they learnt, and even the culture knowledge they picked up through various 

channels such as: media, Internet, etc. Nowadays, people are being globalised via various ways, and as a result 

everyone has a unique background culture.  Further discussion will be added in my dissertation.  
3
 As known, 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he first reference is a report published in 

1997 by an “independent commission”, composed of teachers, academics and business stakeholders. Source: 

http://www.unevoc.unesco.org/print.php?q=Glossary+article%3A+ICT 
4
 “A minute video is worth than 1.8 million words” is from Dr. James McQuivey’s article on 2008.  Source: 

http://idearocketanimation.com/4293-video-worth-1-million-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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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University, through the final exam project, the students adapted to the Chinese 

culture more easily than the ones from the other countries. The Chinese culture was 

exemplified through customs, traditional outfit, food, taboos, value of society in Mandarin 

Chinese speaking countries, lyrics in modern pop songs, etc.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 

the students claimed that they did not really have cultural shocks while learning Mandarin, 

because they have kept learning different cultures since childhood, since in Indonesia there 

are thousands of islands, with a wide range of cultures and diversity.  

Through practice in a well-designed course and with appropriate teaching method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learners could easily adjust themselves to address a proper 

position and understanding forward the Chinese culture, because foreign language is not a 

communication tool, but an intercultural tool (Bi, 2014).   

3. Methodology 
This teaching method that was implemented for one semester in a listening and speaking 

course included 6 topics, such as custom, etiquette, health concept, education between young 

and old gener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politics.  The main text book is “New 

Practical Chinese Reader 3(新实用汉语课本 3)” and supplement book is “Mini radio plays 

(迷你廣播劇)”. 16 students were enrolled in this course.  

During the class, the teacher led the students to compare Chinese culture and learners’ 

background cultures through various conversation questions. Instead of learn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one single way, the students, in class, were required to practice 

Chinese speaking skills by answering conversation questions while discovering the cultures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In this research, training ICC in TCFL will take the learners’ 

background cultures to compare Chinese culture. ICC training should work on at least 2 

cultures or more, the learners can interact among these cultures to activate their ICC through 

practicing the “skills of interpretation and relating” and “skills of discovery and interaction”.   

Besides,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 can learn more from one another.  

This course followed intercultural training processes from CCC to ICC. Midterm exam 

was cultural comparison presentation between the learner’s background culture and Chinese 

cultures (CCC); Final exam was discussions/debates of culture topics
5
 comparison (ICC).  In 

the midterm and final exam students were organised into groups of 3 or 4 people, and each 

group had 10 minutes to present/discuss, then 10 minutes for Q&A with the teacher and 

students.  In the end of the course, the students filled in a questionnaire to review the course, 

the textbooks, their language skill and as well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4.   Findings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it prove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teaching approach had 

not only improved students’ language skill (Listening and speaking) but also enhanced thei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The result of survey consists from 14 participants.  

The figure1 and figure2 show how the students valued themselves regarding their 

improvement in speaking and listening. (1 is strong agree; 5 is not agree at all)  

 
                                                           
5
 These topics in the final exam were from the ones (midterm exam) that students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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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elf evaluation – Speaking skill 

 
Figure 2. self evaluation – listening skill 

On one hand, 12 (85.7%) of 14 students strongly agreed that their speaking skill has 

improved; on the other hand, 13(92.9%) of 14 students strongly agreed that their listening 

skill has enhanced.  The figure 3 below shows how the students valued themselves regarding 

whether they obtained ICC(intercultural communitive competence) or not. (1 is strong agree ; 

5 is not argee at all) 10 of 14 students strongly agreed that they have ICC, and the rest have 

also positive feedback. 

 
Figure 3. self evaluation – intercultural skill 

These findings of the course within intercultural framework through communicative 

teaching approach have addressed the learners’ self-evaluation promissingly, although a better 

systematically assessment should be required for further study.     

5. Conclusion and Future Study 
By these findings and the research that I did in the field of intercultural learning and 

teaching in recent three years, I am strongly persuaded to research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intercultural knowledge, and the question on how to inspire students’ motivation for 

learning Chinese. Referring to the definitions from the scholars (Zhang, 1984; Byram, 1997) 

and the shortage of teaching Chinese as Foreign language (TCFL) with a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framework, I am planning a doctoral research, entitled “The exploration and 

impact of Communicative Teaching approach within the intercultural framework in Teaching 

Chinese as Foreign Language” (tentative name).   

5.1 Doctoral dissertation topic and motivation  

The teaching method, within intercultural framework through communicative teaching 

approach, in my previous teaching experience in Sinology department at University of 

Vienna, is culture comparison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mong the Chinese and the 

learners’ cultures. The students have been asked to discuss and explore, with their background 

cultures, the differences to the Chinese culture, which is a training process to develop their 

ICC. Chinese culture is defined to the countries and communities where the heritages’ spoken 

language is Mandarin Chinese. Since the students are Europeans, who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the many countries that Europe is composed of, no one has a pure cultural background or 

knowledge. It has rather used the learners’ background cultures instead of a single Austrian - 

German culture. The students’ background culture is only one of learning materials, especi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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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1
st
 century people are getting more globalised, so it is hard to define one’s cultural 

diversity. ICC concerns on the competence of dealing with the misunderstandings and 

conflicts in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since there is not only one answer or way to explain a 

culture.  

In the Sinology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Vienna, the 3
rd

 year students’ Mandarin 

Chinese level has huge knowledge gaps, making a research with a test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not being objective. Action research, however, would be more suitable to see the impact 

of TCFL with intercultural framework. The research period consists of three phases: CCC 

training period, ICC training period and ICC assessment period.  

5.1.1 CCC training period  

During the 1
st
 half of the semester, the teacher teaches Chinese idioms in each class. 

After each class, the students will be asked to find a similar proverb in their own cultures, to 

compare the similarity and meanings in both, as homework.  For the midterm assessment, the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prepare comparisons of both idiom and proverb. They, arranged into 

groups of four, need to make a presentation in class of their research. Before presentation, 

they are asked to submit a presentation draft, so that the teacher can modify their mistakes and 

offer feedback, to clarify thei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o develop their competence.  

This period is to trigger the students’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5.1.2 ICC training period 

During 2
nd

 half of the semester, the students still learn Chinese idioms in class. In each 

class, they will learn a Chinese idiom and then they will be asked, four in a group, to find a 

piece of European news online which fits the meaning of Chinese idiom and then discuss its 

pros and cons with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learner’s cultures. Then the group of students need 

to briefly present the news they found in class orally.   

 The participants: The 3rd year students in the Sinology departm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Vienna or a group of students whose Mandarin level is above HSK 4 or TOCFL 2 (equal to 

CEFR A2).  

 Research material: voice records of their presentations in each class (including assessments) 

teaching plan and teaching logs.  

 Research period: 1 semester (14 classes, 28 hours in total or more) 

 Research method: Text analysis and action research.  On one hand, I will convert the 

voice records to transcripts and analyse it.  Analysis will be focused on their grammar and 

word mistakes, as well as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skill.   On the other hand, I will 

write down the teaching logs during and after each class. Reviewing my teaching methods 

and materials, and improving the methods, the classroom management, and the teaching 

materials after each class, to find the best way to teach in this approach, will be one of my 

focuses.  

By the cycles of design, review, reform and teaching, I will find the best way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to organise the course within intercultural framework.  Class voice records and 

teaching log will be coded with a simple system. For example, Audio15052017 is the voice 

record in the course on 15 May 2017; T15102017 is the teaching log for 15 October 2017; 

P15112017 is the teaching plan of the course on 15 November 2017.   

5.1.3 ICC assessment period 

In the final assessment, students will be put into groups of four and each group will be 

given a typical cultural shock or misunderstanding case, by photos or videos, from the 

Mandarin Chinese spoken countries. They will need to sort out the problems with their own 

views and besides that, they will be asked to explain how the problems or misunderstandings 

were caused, what triggered them.  

A research of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 should be verified by students too, for the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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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more objective. A questionnaire will be sent to the students to let them self-assess their 

learning process and to value this teaching approach whether benefited them or not.  

5.2 Expected results 

The topic within intercultural framework through communicative teaching approach will 

be a precious support for filling this gap. This way of teaching will not only improve the 

learners’ Chinese culture knowledge and language skill, but also strengthen their background 

knowledge by reviewing.  This topic can find out the impact of the teaching in intercultural 

framework, while exploring more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details that we have not found yet.  

Zhang (1984) thinks knowledge culture requires time and effort, so the students can learn by 

themselves. However, TCFL within Intercultural framework aims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basic Chinese cultural knowledge. This method is aimed at students whose Chinese is above 

CEFR A2 (intermediate level), so that they are capable to carry a conversation in Chinese.  

The research questions are as following. The relations among research material, method and 

questions are shown in table 1 as below.  

a. What are the impac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communicative teaching 

approach within the intercultural framework compared to the current one in TCFL 

where the students only passively receive information in class? 

b. What are the essential teaching strategies of communicative teaching approach within 

the intercultural framework? 

c. What are the efficiencies and the benefits of teaching using multi-media/digital 

materials for the communicative teaching approach within the intercultural framework?  

d. What are the frequent phases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used by the 

learners while improving their ICC skills and rebuilding the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 toward Chinese culture?  

e.  

Table 1. the relations among research material, method and questions    

Plan CCC/ICC periods ICC Assessment period 

Material 1)voice records 2) teaching logs 

3)teaching plans 

1)voice records 2) exam materials 

3)Questionnaire 

Method 1)Text analysis 

2)Action research* 

Text analysis 

Subjects 15 students with above CEFR A2 All students 

Research period 1 semester In the end of semester 

Answering to the 

Questions 

Answering the entire questions Answering the entire questions but 

from students’ view. 

*action research brief description and coding system are in the “research method”  

The main purpose of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is the aim to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from diverse cultures efficiently and accurately. My research, learning Chinese Mandarin in 

ICC framework, will fill the gap between culture and language teaching. This research is not 

only theoretical, but also practical, because it will be implemented in the TCFL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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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語教學情境下漢字教學活動設計之探討─基於有意義學

習的聽讀與說寫操練 

齊婉先 

摘  要 

依據教學現場的觀察，以華語為第二語言的學習者，面對聽說讀寫四項語文能力的

訓練，時常表示只要學習華語的口語聽說表達，而不想學習華語的漢字讀寫技能。學習

者輕易將華語的口語聽說與漢字讀寫的訓練一刀劃開，兩不相涉的學習態度，明白表現

出學習者對於漢字讀寫學習的抗拒；同時，也說明漢字與華語口語間的聯繫，不若其他

如印歐語言等一般外顯且易於為學習者所掌握，因此，對學習者而言，漢字學習較諸華

語口語學習在困難度上確實增大數倍。事實是，若要求學習者在聽說與讀寫技能並進學

習，則學習者肯定需要花費大部分時間在漢字的讀寫上，這樣的學習過程與學習成效，

難以吸引學習者，而多令其卻步。這是華語漢字讀寫教學上的一個困境，也是華語教學

者必須克服的問題。本文嘗試提出運用 David P. Ausubel的有意義學習理論，並且，打

破華語口語聽說訓練與漢字讀寫練習的既定模式，建立華語聽讀操練與說寫練習的兩個

訓練模式，這兩個訓練模式的設計理念是以聽帶讀，以說帶寫，結合多元智能中關於肢

體動覺、語文、空間及邏輯數學等智能表現，在漢字教學活動設計中，強調漢字形音義

與語感的統合處理及應用的訓練，期能建立學習者利用華語聽讀操練學習識字，運用漢

字說寫操練學習寫作。本文探討的問題為先前研究的延伸發展，在先前研究中，研究者

曾提出有意義學習的漢字書寫活動理念，設計一連串步驟分明的書寫訓練程序，以韓籍

零起點學習者五名為研究對象，進行由老師引導研究對象完成所有知識預備，進而書寫，

繼而跟讀諸程序的學習。該項研究證明學習者依照這一漢字書寫訓練程序學習之後，在

漢字學習表現出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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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學生對於華語學習主題之實用性調查 

－以歐洲語言協會之中文 EBCL 專案為依據 

吳羅思、張雅婷、信世昌、黃舞樵、段氏香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rosewu1988@gmail.com、jr1992n27@gmail.com、hsins@ntnu.edu.tw、

thinkingchiao@gmail.com、thom.doan93@gmail.com 

摘要 

為使華語教學者與教材編寫者掌握更具體且實用的數據資料，本研究依據由歐洲語

言協會（European Language Council）所進行的 The European Benchmarking Chinese 

Language （EBCL）專案計畫於 2012 年所發佈的漢語學習主題來進行實用性分析，這

些主題經彙整共有 59 個，是依歐洲共同語言框架（CEFR）的 A1~A2 級程度所擬定出

應該學習的主題。本研究探討這些主題對於外國學生的實用度為何，並且分析在年齡與

性別方面是否有偏好情形。 

本研究採線上問卷為主，紙本問卷為輔的形式，調查了 198 位曾經或正在學習華語

的外籍人士，發放對象為臺北市數個華語中心，並以網路版本蒐集其它地區的華語學習

者意見。研究結果以強度分析及樞紐分析列出華語學習者對於各溝通主題的需求次序及

差異。 

本研究的主要發現包括：（一）就七等第之評估，在 59 個主題中，有 49 個主題的

實用程度高於中間值（7.0 是最強值，1.0 是最弱值，4.0 為中間值）。（二） 受訪之華語

學習者認為實用性最高的六個主題分別為「喜好/偏好」、「日常活動」、「個人信息：國籍、

籍貫」、「社交活動」、「中文和跨文化理解」、「個人情感」。（三）被認為實用性最低的四

個主題是：「家具配置」、「家電設施」、「棋牌」及「網絡遊戲」。（四） 40 歲以上學習者

對於話題實用性的評分普遍都偏低，惟「休閒娛樂」、「民俗傳統」及「中文和跨文化理

解」等項目需求較高。（五）來自不同地區國家的華語學習者在實用性上呈現特別的分

布，如東北亞受訪者認為「價格和付款方式」的實用性低於其他地區，北美受訪者卻認

為此主題特別實用。（六）性別變項中令人意外的是女性認為「自我創業」主題之實用

性明顯高於男性。 

研究建議這些排序高的主題應在教材課文中優先納入，並採螺旋式課程逐步加深各

主題的內容。 

關鍵字：華語教學、歐洲漢語能力基準、學習主題、華語學習者 

一、前言 

語言教學的主題與教材有各種不同的分類依據，例如語法點的難易程度、主題情境、

使用頻率等，不同的方式反映不同的語言教學觀。語言能力的分級制度亦有其遵循的理

念。在歐洲，由於《語言共同參考架構：學習、教學、評估》（Th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 CEFR, 2001）1的提

出，使得歐洲各國的語言教學得有一致的基本準則，此架構將培養學習者的交際能力視

為終極目標，以主題與情境為綱，描述不同程度的學習者所須具備的能力。基於每個語

                                                      
1
 Council of Europe. (2001).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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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都有自身的特殊性與難易點，英、法、德、義等四國學者遂根據 CEFR 制定出專屬於

中文作為第二外語的《歐洲漢語能力基準項目》（European Benchmarking Chinese 

Language Project, EBCL, 2012），列舉了 A1-A2 的華語學習者應具備闡述或討論能力的

數十種主題，藉此標識出適用於對外漢語教學者以及學習者的語言水平參考，並於 2012

年 10 月 19 日至 20 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研討會中提出，與歐洲的漢語學習和教學項

目編寫人士分享項目成果，該項目並且獲得了歐盟委員會的支持。 

EBCL 的主題列表是依「個人」、「公共」、「教育」與「職業」所編列，將其中 25

個大主題細分為主題與次主題，為使主題更清晰易懂，後方亦附註幾項該主題可能包含

的描述。此團隊表示爾後將持續制訂其他更高語言等級應具備的溝通主題。 

這些主題可作為華語教材編寫的參考，然而若是從學習者角度來看，這些主題的實

用程度與教學方所預期的程度能否相符？實際上能否對學習者有及時且有效的助益？

教學方與學習需求之間是否存在著落差，確是值得探討的議題。 

有鑑於以上原因，本文為使華語教學者與教材編寫者掌握更具體且實用的數據資料，

以設計並提供學習者真正實用的教學內容，針對溝通主題實用程度進行問卷調查。本研

究即依據這份 The European Benchmarking Chinese Language (EBCL）專案計畫於 2012

年所發佈之漢語學習主題來進行實用性分析。相關主題一共五十九項，是將 EBCL 所擬

定 A1~A2 級程度應該學習的各項主題依據相關度做歸類而得出。主題內容囊括個人信

息、食衣住行育樂等生活面向、喜好、旅遊安排、校園、職場、議題討論等。本研究依

據各主題得分平均數進行排序，並與洲別、年齡與性別三個變項進行交叉分析，以了解

華語學習者對於這些主題的實用程度之偏好，以及影響其判定實用與否的因素。 

二、文獻探討 

2.1 《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2
 

為明確闡述歐洲語言的教學綱領、課程規劃、教材編制以及語言能力評量的共同標

準，歐洲理事會文化合作教育委員會自 1991 年起開始設計規劃當代歐洲語言政策與教

育的指導性綱要，亦即《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Th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簡稱 CEFR），並於 2001 年正式公布。時至今日已廣泛影響了

歐洲本地及其他地區的語言教育方向。 

參考過去幾十年來的研究與模型，同時亦以現今教學界普遍重視的交際能力觀點出

發，CEFR 以培養學習者運用語言進行交際的能力為核心目標，發展屬於當代的交際語

言能力（communicative language competence）架構，其中包含：語言能力（linguistic）、

社會語言能力（sociolinguistic）、語用能力（pragmatic）。語言能力指語音、詞彙、句法

等方面的知識與技能；社會語言能力指對語言背後的社會文化條件的掌握；語用能力指

理解語言使用的交流互動中產生的語境與功能的能力。 

此架構將語言能力分為三等六級，分別為：基礎使用者（basic user），其下分為基

礎級（A1，breakthrough）與初級（A2，waystage）；獨立使用者（independent user），

其下分為中級（B1，threshold）與中高級（B2，vantage）；精通使用者（proficient user），

其下分為高級（C1，effective operational proficiency）與精通級（C2，mastery），而最重

要卻常被忽略的是各地教育單位更可依語言特性再建立更貼近需求的分級。 

各等級皆包含語言交際活動、交際策略、交際語言能力三個面向。該架構重要的特

點之一為重視語言的使用情境，分為「個人領域」、「公眾領域」、「職業領域」以及「教

育領域」四類，陳麗宇（2011）認為此四大類足以概括各年齡層的語言學習者在生活與

                                                      
2
 多媒體英語學會編譯（2007）。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高雄：和遠圖書資訊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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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上可能使用到的語言。 

人們在五花八門的交際情境中運用適宜的交際策略以達成目的，而此架構以具體的

語言任務來描述抽象的交際策略，一改過去許多指導性大綱的描述方式，此架構以「能

做某事」（Can Do descriptors）清楚列舉完成任務所需具備的語言能力，實踐了此架構以

行動為導向（action-oriented approach）的理念（劉壯、韓寶成、閻彤，2012）。 

CEFR 作為一種綱要性的指導，雖能以具體的方式描述語言能力，仍然無法完全避

免稍嫌籠統的敘述，因此在實際層面的語言教學與學習上，尚有些許不足。其中，架構

的內容並未涉及印歐語言之外的各別語言特性，這是最常為人所詬病的一點（白樂桑、

張麗，2008）。 

此外，部分教師對於 CEFR 究竟是否適合用來評估漢語能力仍持否定的態度，他們

認為漢語的文字系統不同於歐洲的表音文字系統，需要花費更長的學習時間才能達到相

同的水平。而 EBCL 便是為了克服這樣的困境而誕生的語言能力架構。起初 EBCL 在設

定語言能力級別時，也曾經考慮將漢語的 CEFR 等級定得低於其他歐洲語言的等級，（例

如與某歐洲語言 A2 相對應的漢語等級為 A1）。然而，以對學習者而言的難易程度作為

等級分類的依據並不合乎邏輯，最後 EBCL 的研製團隊決定依照 CEFR 既有的標準、同

時配合漢語的特點來擬訂 EBCL 的能做敘述表（宋連誼，2016）。3
 

圖 1 CEFR 與 EBCL 分級比較圖 

（取自 EBCL A1-A2+ Can-do Statements for European Symposium at Brussels） 

 

就語言能力量表的分級而言，相較其它漢語能力分級只是直接套用 CEFR 的三等六

級原型而不考慮漢語的難度及實務教學所面臨的分級需求，EBCL 更加細分為三等十二

級，越往初級階段分得越細，達到在初級與中級更為符合真正的漢語教學及學習的分級

進程。 

在語言能力的分類上，基本延續了 CEFR 的架構，並考慮到漢語特性，增加了拼音

與漢字的識讀能力（graphemic/orthographic control）。在語言的使用情境上，亦沿用 CEFR

所建議的「個人領域」、「公眾領域」、「職業領域」以及「教育領域」此四個範疇。 

EBCL 目前編制了 A1、A2 兩個等級的能做敘述（can-do statement），包含聽力理解、

口頭表達、口頭互動、漢字書寫、閱讀理解、筆頭表達、筆頭互動以及交際策略等八項

能做敘述表。能做敘述表的內容包含以下部分：相對應的 CEFR 等級與能做敘述、EBCL

                                                      
3
 EBCL 能做敘述表參考自官方網站：http://ebcl.e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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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等級與能做敘述、EBCL 的主題／話題、該主題／話題涉及的語言功能及其範例。其

中涵蓋的主題與話題共有 25 個，涉及的語言功能共有 6 種。另外，亦附上七個輔助文

件，包含主題／話題清單、交際功能清單、A1 和 A2 級漢字表、A1 和 A2 級書面詞語

表、A1 和 A2 級口語詞語表（閆萍、謝小慶，2014）。 

在研擬詞語表的過程中，其實曾面臨一些問題。EBCL 參考英語、法語、德語、義

大利語依據 CEFR 等級統整出的詞彙表，接著翻譯成漢語，最後根據漢語的使用頻率及

EBCL 團隊成員的評估，完成最終版本的詞彙表。然而，某些詞彙在歐洲的漢語教學中

屬於常用的詞彙，對於中國地區的學習者而言則未必常用，反之亦然；另外，也有許多

詞語是某種語言特有的，無法參考其他語言的詞彙表，這種情況則需額外加入詞彙表中

（宋連誼，2016）。 

雖然實際上 EBCL 僅完成了 A1 至 A2 級別的內容，還欠缺外語教學單位最需要的

B1 至 C1 級別（張新生，2016），但是就學習人數最多的初級漢語教學，此主題列表已

足夠運用。 

2.2 以情境、功能、主題為本的語言教學4
 

CEFR 與 EBCL 皆是以交際能力為評估標準的語言水平架構，交際能力的養成來自

對語言使用情境的掌握。在眾多門派的語言教學法中，以情境、功能或主題為本的教學

法即與此目標互相呼應。以下簡要回顧這幾種教學法的特點與內涵。 

情境教學法（Situational Approach）主張課堂上的語言、對話和練習，都要符合真

實的情況。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特意藉由創造或引介具體情境，來引起學生一定的體驗

感受，進而幫助學生理解和獲取語言知識。情境教學法同樣注重語言結構的操練，但所

強調的是，語言結構須在語境中有意義地學習，最後才能推展至實際生活的交際中

（Richards & Rodgers, 1986）。 

在實際運用情境法一段時間之後，人們漸漸發現此教學法既不足以包含所有交際所

需的能力，也無法讓學習者表達具體的情感，更毋論了解語言功能，於是功能意念教學

法（functional-notional approach）便應運而生了。所謂「功能」，指語言使用者透過語言

以達某種交際目的，例如致謝、建議、道歉、請求、詢問等等；至於「意念」則是指抽

象的觀念，例如事件的因果、條件、時空等等。功能意念教學法主張學生除了須具備語

言或語法能力、知道如何組成句子外，還須兼具包含社會語言觀念的交際能力，及在某

一社會情境中知道如如何運用句子、使用得體的語言來表達交際功能，比起語法結構，

它更強調交際能力。此外，以學生的需求為中心亦是功能法的其中一項特點。然而，功

能法也有其缺陷，例如缺乏語言功能項目的標準、範圍以及教學順序的科學依據，語言

型態及結構更難以與功能項目協調一致。不過，功能法的產生開創了交際教學的時代，

並衍生出其他當今被廣泛運用的交際法，如：任務型教學法。（廖曉菁，2002）。 

主題式教學法（Theme-based Approach）以學習者為中心，不以單一學科領域、語

法點難易程度或使用頻率來組織教學內容，而是透過主題將各種語言技能整合在一起

（肖平，2006）。目前已有許多探討主題式教學成效的研究，Song Jiang（2017）以一個

進階級華語密集課程為個案研究對象，檢驗主題式教學對進階級語言學習的影響，研究

結果顯示，主題式教學對於提升語言的流暢性有正面幫助，並且能提高學術與專業的語

言使用能力、培養有策略的語言學習者。同時，讓學習者沉浸在未來可能遭遇的情境，

也能提高其學習動機。 

目前主題教學已普遍為語言教學界所重視，例如美國加州的世界語言框架(World 

                                                      
4
 參考自教材教法教科書 Larsen-Freeman, D. & Anderson, M. (2011). Techniques & Principles in Language 

Teach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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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Framework） 就列出了 13 個語言學習的主題，包括：「家庭與社區」、「食物

與餐廳」、「科技」、「文化史地」等（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0）。另信世

昌、鄧守信、李明懿 (2011）亦經過外國學生之需求調查而列出了 12 個領域共 36 個主

題如「居住」、「教育與學習」、「銀行與郵務」、「安全」…等。語言的溝通與表達都是依

主題而發生的，華語教材的課文也是依主題而編寫的，至於生詞及語法也是環繞主題而

產生的，因此調查主題的實用性自有其必要性。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探究對華語學習者而言實用的溝通主題，以提供華語

教學者與教材編寫者具體的數據資料，據此開發更加實用的教學內容。問卷依據由歐洲

語言協會（European Language Council）所進行的 EBCL 專案計畫於 2012 年發佈之漢語

學習主題來進行實用性分析。 

3.1 問卷製作與內容 

  問卷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調查受訪者的背景資料，包含：年齡、性別、國籍、

職業、華語學習時間長度、以及使用的教材；第二部分調查受訪者對於某項溝通主題的

使用頻率。溝通主題是依據 CEFR 的 A1 至 A2 級程度所擬定出應該學習的主題，一共

59 項，主題內容囊括個人信息、食衣住行育樂等生活面向、喜好、旅遊安排、校園、職

場、議題討論等。針對這些主題，以七等級量表調查各主題之實用程度（1 為頻率最低，

7 為頻率最高）。共製作了四個語言版本，有傳統中文版（附英文翻譯）、簡體中文版（附

英文翻譯）、西班牙文版、以及越南文版。在問卷設計完畢後，請數位外籍人士協助填

寫問卷以修正其中的缺漏。 

3.2 問卷調查對象與過程 

正式發放問卷時，採取線上問卷為主、紙本問卷為輔的方式，於臺北市兩所規模最

大的華語中心（師範大學國語中心和中國文化大學華語中心）等處進行抽樣調查，亦透

過線上問卷蒐集其他地區華語學習者的意見。 

總計調查了 202 位曾經或正在學習華語的外籍人士，在回收的問卷中，有效問卷共

計 198份，回覆率為 98%。 

3.3 填答者背景 

其中，受訪者的國籍分布方面5，以「東南亞、南亞」為最多，有 88 位；其次是「東

北亞」和「歐洲」，各有 31 位；接續是「北美」，有 28 位；最後是「中南美」，有 20 位。

年齡分布方面，以 21~30 歲為最多，有 123 位；其次是 20 歲以下和 31~40 歲，各有 30

位和 31 位；最後是 40 歲以上，有 14 位。性別方面，男性有 84 位，女性有 113 位，其

他有 1 位。 

表 2 受訪者年齡分布表 

選項 20 歲以下 21～30 歲 31～40 歲 40 歲以上 

次數 30 123 31 14 

百分比 15% 62% 16% 7% 

                                                      
5
 本文為使研究結果能清楚呈現，將地緣或文化較為相近的國家歸為同一類，分類如下：東北亞（日本、

韓國）；東南亞、南亞（印尼、泰國、馬來西亞、印度、菲律賓、越南）；歐洲（葡萄牙、荷蘭、土耳其、

比利時、俄國、法國、埃及、波蘭、瑞典、德國、斯洛維尼亞、西班牙、澳大利亞、挪威）；北美（美國、

韓裔美國人）；中南美（巴西、哥倫比亞、阿根廷、墨西哥、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巴拿馬、尼加拉瓜、

巴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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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受訪者性別分布表 

選項 男性 女性 其他 

次數 84 113 1 

百分比 42% 57% 1% 

 

表 4 受訪者洲別分布表 

選項 東北亞 東南亞+南亞 歐洲 北美 中南美 

次數 31 88 31 28 20 

百分比 16% 44% 16% 14% 10% 

 

表 5 受訪者職業分布表 

選項 
語言中

心學生 
高中生 大學生 研究生 博士生 工作 其他 

次數 103 8 19 19 1 38 4 

百分比 54% 4% 10% 10% 1% 20% 2% 

註：12 人未填答，2 人複選。 

 

四、調查結果 

問卷回收完畢後，將各主題依據平均數進行排序，並與洲別、年齡與性別三個變項

進行交叉分析，以了解華語學習者對於這些主題的實用程度之偏好，以及影響其判定實

用與否的因素。 

4.1 問卷統計數據總排序表 

此表羅列問卷第二部分的一至五十九題，按照統計過後的平均數，由高至低排序全

體受訪者填答之各題實用程度，並計算各題之標準差。問卷中各主題實用程度由低至高

排列，以選項 1 為最不實用，而選項 7 則表示最實用，未填答者之數據已刪去。 

 

表 1 問卷一至五十九題之平均數排序表 

編號及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11. 喜愛/偏好/Interest and personal preference 5.39 1.59 

29. 日常活動/Daily activity 5.34 1.51 

1. 個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 

國籍、籍貫/Nationality, Native place 

5.32 1.67 

35. 社交活動/Social interaction 5.21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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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中文和跨文化理解 

/Chinese and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5.04 1.73 

57. 個人情感/Personal emotions 5.01 1.75 

36. 休閒娛樂/Recreation and entertainment 5.00 1.57 

4. 介紹他人/Introducing others 4.95 1.57 

28. 時間日程/Time and schedule 4.93 1.67 

58. 態度觀點/Attitude and viewpoint 4.90 1.83 

52. 語言學習和策略/Language learning and strategy 4.90 1.74 

6. 性格/Personality 4.78 1.72 

23. 飲食習慣/Dining habits 4.76 1.67 

31. 行程與目的/Itinerary and destination 4.71 1.67 

10. 老師和學生/Teachers and students 4.71 1.56 

8. 親朋好友/Relatives and friends 4.69 1.49 

24. 商店和購物/Shops and shopping 4.68 1.64 

27. 價格和付款方式/Price and payment 4.68 1.70 

30. 計劃安排/Planning and scheduling 4.68 1.58 

48. 天氣氣候/Climate and weather 4.67 1.61 

16. 工作經歷/Work experience 4.63 1.77 

50. 交通工具/Transportation 4.60 1.70 

45. 節假日/Holiday and festival 4.58 1.64 

37. 新聞媒體/News and media 4.58 1.70 

46. 民俗傳統/Customs and tradition 4.57 1.73 

33. 出行交通/Traffic and commuting 4.56 1.57 

34. 旅行服務/Traveling service 4.54 1.65 

39. 課外活動/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4.51 1.75 

2. 住址/Address；聯繫方式/Contact information 4.49 1.82 

3. 教育背景/ Educational background 學校經歷； 

   年級專業/Grade and major 

4.48 1.62 

19. 求職面試/Job search and interview 4.47 1.99 

38. 活動經歷/Event experience 4.46 1.71 

59. 感官體驗/Senses 4.43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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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産品和服務/Product and service 4.40 1.67 

15. 工作條件/Work condition 4.32 1.78 

9. 同事關係/Work relationship 4.30 1.62 

17. 工作指示/Work demands 4.25 1.81 

7. 外表特徵/Appearance 4.22 1.70 

12. 住房條件 Housing condition；  

    房間布局/Room arrangement 

4.21 1.62 

32. 住宿安排/Accommodation arrangement 4.20 1.71 

5. 家庭情况/Family condition;   

    家庭結構/Family structure 

4.19 1.65 

21. 體育活動/Sports 4.15 1.69 

47. 地理特徵/Geography 4.14 1.83 

18. 會晤、會議/Meetings 4.12 1.92 

40. 演講活動/Speech 4.06 1.93 

43. 教學活動/Teaching activities 4.05 1.78 

20. 文藝愛好/Artistic interests 4.04 1.75 

26. 商業服務/Commercial service 4.01 1.71 

56. 銀行服務/Banking service 4.01 1.93 

42. 課程安排/Class arrangement 3.96 1.69 

51. 交通規則/Traffic rules 3.92 1.80 

44. 院系部門/Department；組織機構/Organization 3.89 1.81 

49. 動植物世界/Animals and plants 3.86 1.78 

54. 自我創業/Starting business 3.81 1.97 

55. 公共機構和服務/Public organization and services 3.80 1.73 

41. 教學設施/Teaching facility 3.78 1.67 

22. 棋牌遊戲/Board games/Chess; 

    網絡遊戲/Online games 

3.39 1.83 

14. 家電設施/Household Electronic Devices 3.39 1.67 

13. 家具配置/Furniture arrangement 3.31 1.70 

 

這 59各項目的平均數分布在 3.31~5.39之間，在七個等級中並無任何任何項目在 6.0

以上，有 7 個在 5.0~5.99 之間；有 42 個在 4.0~4.99 之間；有 10 個在 3.0~3.99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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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數高於 5.0 的七項依次分別是：喜愛/偏好/Interest and personal preference）、日常活

動（Daily activity）、個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國籍、籍貫（Nationality, Native place）、

社交活動（Social interaction）、中文和跨文化理解（Chinese and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個人情感（Personal emotions）、休閒娛樂（Recreation and entertainment），

顯示出這七個方面是被外國學生認為最實用的項目。而在中間位數 4.0 以下的十個項目

從最低排列起依序是：家具配置/（Furniture arrangement）、家電設施/（Household Electronic 

Devices）、棋牌遊戲/（Board games/Chess）; 網絡遊戲/（Online games）、教學設施/

（Teaching facility）、公共機構和服務/（Public organization and services）、自我創業/

（Starting business）、動植物世界/（Animals and plants）、院系部門/（Department；組織

機構/（Organization）、交通規則/（Traffic rules）、課程安排/（Class arrangement），顯示

這些是外國學生認為實用性相對較低的主題。 

4.2 受訪者背景資料與主題實用性之樞紐分析 

以下分別將受訪者之「年齡」、「洲別」及「性別」與各主題做樞紐分析。 

4.2.1 受訪者年齡與各主題之樞紐分析 

基本上 40 歲以上對於話題實用性的評分普遍都偏低，以下列出數個實用性較顯著

或與原先研究者設想不同的樞紐分析結果。 

 

表 6 受訪者年齡與「中文和跨文化理解」主題實用性之樞紐分析表 

中文和跨文化理解/CHINESE AND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受訪者 

年齡 

實用性 

最不實用                最實用 人數 

總計 
總平均 

1 2 3 4 5 6 7 

20 歲以下 2 3 2 5 3 5 10 30 4.97 

21~30 歲 3 5 12 16 25 34 28 123 5.19 

31~40 歲 3 3 4 3 7 6 5 31 4.48 

40 歲以上 1 1 1 1 3 2 5 14 5.14 

人數總計 9 12 19 25 38 47 48 198 5.04 

  「中文和跨文化理解」主題實用性的評價中，20 歲以下（4.97）及 31~40 歲（4.48）

受訪者比 21~30 歲（5.19）和 40 歲以上（5.14）受訪者所認為的低。 

 

表 7 受訪者年齡與「商店和購物」主題實用性之樞紐分析表 

商店和購物/SHOPS AND SHOPPING 

受訪者 

年齡 

實用性 

最不實用                最實用 人數 

總計 
總平均 

1 2 3 4 5 6 7 

20 歲以下 2 1 3 8 5 3 8 30 4.80 

21~30 歲 1 9 14 27 31 22 17 123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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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0 歲 1 3 3 9 7 2 6 31 4.55 

40 歲以上 2 1 1 3 3 4 0 14 4.14 

人數總計 6 14 21 47 46 31 31 198 4.64 

 

表 8 受訪者年齡與「語言學習和策略」主題實用性之樞紐分析表 

受訪者對「商店和購物」及「語言學習和策略」相關主題的實用性皆隨著年齡層提

高而下降，20 歲以下和 21~30 歲受訪者給予此主題較高的實用性認定，31 歲以上受訪

者對此兩類主題的實用性評分都較低。 

 

表 9 受訪者年齡與「個人情感」主題實用性之樞紐分析表 

個人情感/PERSONAL EMOTIONS 

受訪者 

年齡 

實用性 

最不實用                最實用 人數 

總計 
總平均 

1 2 3 4 5 6 7 

20 歲以下 0 0 6 9 2 5 8 30 5.00 

21~30 歲 5 13 11 21 36 22 14 122 4.57 

31~40 歲 4 3 6 4 5 5 4 31 4.10 

40 歲以上 1 1 2 3 1 2 4 14 4.71 

人數總計 10 17 25 37 44 34 30 197 4.57 

20 歲以下和 40 歲以上受訪者對於主題「個人情感」的實用性評價（分別為 5.00 和

4.71）高於 21~40 歲群族（分別為 4.57 和 4.10）。 

 

4.2.2 受訪者洲別與各主題之樞紐分析 

 

表 10 受訪者洲別與「價格和付款方式」主題實用性之樞紐分析表 

語言學習和策略/LANGUAGE LEARNING AND STRATEGY 

受訪者 

年齡 

實用性 

最不實用                最實用 人數 

總計 
總平均 

1 2 3 4 5 6 7 

20 歲以下 2 2 2 6 4 5 9 30 4.97 

21~30 歲 5 5 16 21 25 23 28 123 4.93 

31~40 歲 2 2 3 5 5 7 7 31 4.87 

40 歲以上 1 1 1 4 2 2 3 14 4.64 

人數總計 10 10 22 36 36 37 47 198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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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和付款方式/PRICE AND PAYMENT 

受訪者 

洲別 

實用性 

最不實用                最實用 人數 

總計 
總平均 

1 2 3 4 5 6 7 

中南美 0 3 1 7 3 2 3 19 4.47 

北美 0 1 2 5 3 7 10 28 5.54 

東北亞 4 4 3 8 6 2 4 31 3.97 

東南亞 0 10 11 20 18 14 15 88 4.68 

歐洲 3 0 6 2 9 7 5 32 4.72 

人數總計 7 18 23 42 39 32 37 198 4.68 

東北亞受訪者的「價格和付款方式」的實用性（3.97）低於其他地區，北美受訪者

卻認為此主題特別實用（5.54），兩者有明顯差距。 

 

表 11 受訪者洲別與「住址；聯繫方式」主題實用性之樞紐分析表 

住址/ADDRESS；聯繫方式/CONTACT INFORMATION 

受訪者 

洲別 

實用性 

最不實用                最實用 人數 

總計 
總平均 

1 2 3 4 5 6 7 

中南美 3 1 0 5 6 2 2 19 4.26 

北美 3 1 3 4 7 1 9 28 4.79 

東北亞 2 7 7 6 4 1 4 31 3.71 

東南亞 4 4 15 18 13 13 21 88 4.76 

歐洲 2 2 6 4 11 3 4 32 4.41 

人數總計 14 15 31 37 41 20 40 198 4.49 

北美和東南亞受訪者認為「住址；聯繫方式」項目的實用性高於各洲平均（分別為

4.79 和 4.76），而東北亞受訪者對此主題的評分在各洲之間則是最低的（3.71）。 

 

表 12 受訪者洲別與「演講活動」主題實用性之樞紐分析表 

演講活動/SPEECH 

受訪者 

洲別 

實用性 

最不實用                最實用 人數 

總計 
總平均 

1 2 3 4 5 6 7 

中南美 4 3 2 3 2 2 3 19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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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 2 3 0 4 8 5 6 28 4.86 

東北亞 8 9 4 4 1 2 3 31 2.97 

東南亞 6 13 14 22 10 11 11 87 4.08 

歐洲 2 1 5 8 8 2 6 32 4.53 

人數總計 22 29 25 41 29 22 29 197 4.06 

主題「演講活動」對於北美受訪者來說實用性偏高，在其他洲只有中等，對東北亞

受訪者來說實用性特別低，僅有 2.97，是否東北亞地區的學生較排斥演講，或是該地社

會文化在演講方面的活動並不發達，而北美明顯偏高（4.86）是否也反映該地文化更重

視口語表達，都尚待求證。 

 

4.2.3 受訪者性別與各主題之樞紐分析 

表 13 受訪者性別與「自我創業」主題實用性之樞紐分析表 

自我創業/STARTUPS 

受訪者 

性別 

實用性 

最不實用                最實用 人數 

總計 
總平均 

1 2 3 4 5 6 7 

女 13 15 17 18 20 11 17 109 4.14 

男 17 13 13 14 12 8 7 84 3.51 

人數總計 30 28 30 32 32 19 24 193 3.87 

受訪女性較男性更重視「自我創業」，打破一般人的刻板印象。 

 

表 14 受訪者性別與「工作經歷」主題實用性之樞紐分析表 

工作經歷/WORK EXPERIENCE 

受訪者 

性別 

實用性 

最不實用                最實用 人數 

總計 
總平均 

1 2 3 4 5 6 7 

女 3 10 19 21 16 18 24 113 4.60 

男 4 5 15 16 19 11 14 82 4.66 

人數總計 7 15 34 37 35 29 38 195 4.63 

兩性受訪者對於「工作經歷」主題的重要性評價相去不遠，男性略高於女性。 

 

表 15 受訪者性別與「工作指示」主題實用性之樞紐分析表 

工作指示/WORK DEMANDS 

受訪者 

性別 

實用性 

最不實用                最實用 

人數 

總計 
總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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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在「工作指示」方面，兩性所認知的重要性相近，女性稍高於男性。 

表 16 受訪者性別與「家電設施」主題實用性之樞紐分析表 

家電設施/HOUSEHOLD ELECTRONIC DEVICES 

受訪者 

性別 

實用性 

最不實用                最實用 人數 

總計 
總平均 

1 2 3 4 5 6 7 

女 15 25 25 21 16 5 5 112 3.29 

男 13 14 15 16 16 5 5 84 3.51 

人數總計 28 39 40 37 32 10 10 196 3.39 

 

表 17 受訪者性別與「會晤、會議」主題實用性之樞紐分析表 

男性認為「家電設施」和「會晤、會議」主題較實用，大致符合一般的性別認知。 

五、結論 

本研究的主要發現包括：（一）就七等第之評估，在 59 個主題中，有 49 個主題的

實用程度高於中間值（7.0 是最強值，1.0 是最弱值，4.0 為中間值），顯見多數主題的

存在有其必要性。（二） 受訪之華語學習者認為實用性最高的六個主題分別為「喜好/

偏好」、「日常活動」、「個人信息：國籍、籍貫」、「社交活動」、「中文和跨文化

理解」及「個人情感」，皆與人際溝通有關。（三）被認為實用性最低的四個主題是：

「家具配置」、「家電設施」、「棋牌」及「網絡遊戲」，總括來說較偏向個人生活和

喜好。（四） 40 歲以上學習者對於話題實用性的評分普遍都偏低，唯「休閒娛樂」、

「民俗傳統」及「中文和跨文化理解」等項目需求較高，這幾項屬精神和文化層面，可

見其在中年之後的生活中漸漸受重視。（五）來自不同地區國家的華語學習者在實用性

上呈現特別的分布，如東北亞受訪者的「價格和付款方式」的實用性低於其他地區，而

1 2 3 4 5 6 7 

女 11 12 20 16 20 12 21 112 4.27 

男 4 8 15 23 14 12 8 84 4.23 

人數總計 15 20 35 39 34 24 29 196 4.25 

會晤、會議/MEETINGS 

受訪者 

性別 

實用性 

最不實用                最實用 人數 

總計 
總平均 

1 2 3 4 5 6 7 

女 13 14 21 14 20 10 20 112 4.11 

男 9 7 13 16 17 14 8 84 4.18 

人數總計 22 21 34 30 37 24 28 196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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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受訪者則認為此主題特別實用。（六）性別變項中令人意外的是女性認為「自我創

業」主題之實用性明顯高於男性。 

研究建議將排序高的主題優先納入教材中，並採螺旋式課程逐步加深各主題的內容。

教師若能參考各項影響因素來設計能夠滿足不同條件的學習者的課程內容，相信更能提

升學習者的興趣、進而精進語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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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同步教學線上帶領知能培訓及其重點成效 

－－以 Adobe Connect平台之教學設計示例 

林翠雲 

文藻外語大學應用華語文系暨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摘要 

線上同步教學已成為學習者進行非正式學習（informal learning）或非正式課程

（informal curriculum）之重要選擇，進而符應當前中文學習國際化與全球化亟需發展之

重要路徑及方法。然而，推動線上同步教學仍然有許多必須面對的挑戰，其中又以華語

教師如何善用線上帶領策略引導學習者積極參與課程，進行高互動式教學，為廿一世紀

華語遠距教學領域最重要的課題。本文基於此研究課題，提出同步教學設計四方互動線

上帶領策略來對應以作為研究目的，並以文藻外語大學與德國霍恩海姆大學、美國爾灣

Beckman High School、Chinese American Teachers Association（CATA）等學校合作之

Adobe Connect同步課程之師資培訓為應用示例，進一步探究四方互動具體之線上帶領

知能培訓。研究架構包含：（一）研究問題與目的，闡述當前華語同步教學存在問題並

符應本文研究目的；（二）華語同步教學四方互動策略及示例；（三）線上帶領培訓課程

設計，說明本研究包括平台操作、教學設計及示範、互動式教材、課室經營、試教互評

等多面向課程設計；（四）研究結果，歸納本研究培訓之重點成效，以及統整重要線上

帶領策略，並分析這些策略所能達到之具體效益。本文期望藉由同步教學實務相關的經

驗與成效，協助有心發展華語同步教學之教師，從中構築出以下效益：（一）學習者與

同步平台、學習者與教師、學習者與學習者、學習者與教材四面向互動式教學，可掌握

每位學習者之學習狀況，充分發揮同步課程之數位學習類型特質；（二）高互動的線上

帶領可以活絡同步課程氣氛，讓學習者能專注於學習內容；（三）教學示範及試教互評

必要列入培訓課程，其為直接提升線上帶領知能之重要方式。最後，研究者長期與國外

大學合作同步課程，以及關注同步課程線上帶領技巧及策略，期望持續之相關研究能為

台灣華語遠距教學如何進軍國際市場提供一些教學建議。 

關鍵詞：華語同步教學、四方互動、線上帶領 

一、研究問題與目的 

華語教學界最重要的數位領域研討會「全球華文網路教育研討會」，從各個主題的

發表概況可以窺知數位教與學的重要現象與趨勢，2017年的發表主題除了既有的數位工

具輔助實體教學為核心之外，值得重視的是遠距教學與 APP 工具的進階發展，本研究

則以該研討會的遠距教學主題為觀察基礎，進而提出問題與目的。該研討會有兩篇重要

論文，第一篇是謝佳玲、李佳豪（2017），〈華語遠距教師教學能力發展研究〉，以循環

教學取代線性教學之教學設計，並著重教師如何以提問策略引導學習者，較聚焦於教師

與學習者的面向。此外，該研究的價值是注意到教材設計，不過，主要關注在教學內容

的訊息，並未考慮到同步教學之活動教材有別於實體教學之活動教材的面向，特別是教

材在活動說明與平台功能指示上，可能有助於學習者理解的訊息呈現，可能以口語指引

為多也未可知。 

第二篇是舒兆民（2017），〈華語文遠距互動教學之師生表現實境分析與職前培訓建

議〉，除了分析學習者的口語表現以及口語上的表達偏誤，在教師專業知能上則著重口

語之互動引導，其他面向之互動則著墨較少。本文研究目的主要是要整理出，如何跳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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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本質上停留在以實體課程之教學模式來引導同步課程之教學的方法或策略，而能真

正立基於線上教室環境來進行同步教學線上帶領培訓。 

二、四方互動設計策略及示例 

本研究所進行之線上帶領，著重於教師能於課程各環節之間，以四方互動之策略設

計教學及活動。林翠雲（2016）說明「四方互動」策略，其內涵乃指「同步課程為提高

學習者的專注力以及交流情境，於課前、課中及課後流程間，能著重四面向的互動設計

與線上帶領：學習者與平台、教師與學習者、學習者與教材、學習者與學習者之四方高

互動設計」，此四種類型之互動彼此可各自獨立設計又需注意在學習內容上前後相扣，

構成每次課程之教學穩定結構，圖示如下： 

 
圖 1 同步教學高互動類型：四方互動 

 

應注意的是，四方互動設計應在課程期間以均衡比例原則交替進行，不宜只是單一

而不斷進行教師與學生之互動而已，例如不斷提問的方式可能形成單調的教學設計或風

格，學生對於線上學習的新鮮感及黏著度可能逐漸削弱。茲將同步教學四方互動設計示

例，整理如表 1。 

 

表 1 同步教學四方互動示例（以 Adobe Connect平台功能進行設計） 

互動類型 應用重點 互動設計 

教師與學生 以 animoto軟體製作小短

片，播放與主題相關之圖版

（平台提供上傳影片功能）。

也可以利用簡報動畫依序秀

出主題圖版。 

課前引導或主題導入 

 

教師透過影片或圖版提問學生

或引起與主題有關之經驗，以

導入課程內容。 

學生與教材 製作生詞、圖版與意義之配對

或連連看或賓果教材，讓學生

可以應用繪圖版之功能在教

材上進行圈選或連線。 

課中進行生詞或語法活動 

 

教師說明活動規則並進行示範

後，引導學生與教材進行互

動，活動後透過教材進行學習

675



 
 

檢討。 

學生與學生 設計議題討論並應用平台分

組功能，讓各組在所屬討論室

進行小組討論。小組報告時可

轉換平台佈局為討論或協同

模式，小組成員可上傳簡報並

利用備註功能記錄重點。 

課中或課後進行分組討論 

 

教師說明討論內容及規定後，

讓各組進行小組討論及報告。 

學習者與平台 （1）利用舉手功能進行搶答 

（2）應用平台投票功能製作

評量教材（選擇、是非、簡答） 

在各教學環節中進行測驗。 

課前/課中/課後即時評量 

 

教師可在教學環節中進行即時

評量以檢測學習成效。 

 

以上四方互動之各種設計可以在課程期間交替進行，不斷提醒學生注意力及提高學

生專注力。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學習者與平台之間的互動，這是與實體課程的教室環境最

大的不同，也形成了線上教學設計特質所在。 

三、研究方法及設計：線上帶領培訓課程設計 

本文研究方法採三回合迴圈之設計導向研究（Designed-Based Research,DBR）：在基

礎及進階課程培訓之後，進行第一回合教案擬定，經培訓教師評估修正後，再進入第二

回合之試教及評估，經修正後再進行第三回合試教及評估，最後進入第一線教學之實習，

以完成理論與實務之循環相扣，此研究歷程符合設計導向研究法之原則（郝永威，2009）。

此外，針對研究資料進行內容分析，包括：課程錄影檔、教案作業、非同步議題討論、

課程檢討及反饋、訪談內容。研究範圍及設計如下： 

1. 培訓對象：應華系三、四年級學生及研究生，共計 20位 

2. 課程時間：一學期十八週（2017.2.20至 2017.6.21，每週二節課） 

3. 授課方式：採全然同步教學，應用平台為 Adobe Connect 

4. 實習合作：與德國霍恩海姆大學、美國爾灣 Beckman高中、Chinese American 

Teachers Association （CATA）等學校合作 

5. 課程內容（參圖 2）：平台操作兩週、教學示範一週、教學法一週、教學設計一

週、活動設計兩週、教材設計兩週、第一次試教及互評四週、第二次試教及互

評四週、課程檢討與回饋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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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本研究培訓課程設計 

 

根據圖 2之課程設計，參與培訓的學生經過 Adobe Connect平台操作、教學設計、

教學活動、教學法、課室經營及教材設計等課程學習之後，進入前述教案、試教、評估、

修正及實習之完整研究歷程。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課程大都邀請業師進行協同教學，並

以示範教學方式授課。至於培訓教師評估試教者之線上帶領能力，則著重以下面向： 

(一) 課前、課中及課後三階段設計是否完整並符合教學邏輯。所謂三階段指的是課前如

何有效導入主題；課中的教學與活動是否順理成章；課後的任務活動設計，應能讓

學習者在任務情境中或溝通的語境中，自然輸出能表達意義的語句。此外，在三階

段教學設計中，應儘量融入對話練習以培養學習者語感。 

(二) 在同步教學策略上，是否能以較高的效率以語法帶出一組主題生詞。例如以「我喜

歡/不喜歡」帶出唱歌、跳舞、看書、看電影等主題生詞，而非一個一個教學生詞，

高效率的生詞教學可以節省時間，適合學習時數較少的網路同步教學。此外，也可

以依主題屬性，先進行句型教學，再以句型導入可應用之相關生詞，例如先教「搭」

公車、「坐」飛機、「騎」腳踏車等句型，然後再進而導出：去「學校、國家、商店」

等目的地生詞，也是一種效率較高的教學策略。 

(三) 四方互動是否能充分交織應用於教學各環節中。尤其學習者與教材、學習者與平台

的互動，關連到教師是否能充分應用到平台功能來進行互動，而此互動能激發學習

者積極參與，高度提升其專注力，也是成就線上教學有別於實體教學之重要特質，

相關設計可參考表 1。 

（四）口語表述與教材訊息之間的搭配。若教材訊息不夠充足時，是否能以口語說明清

楚；反之，若口語表述較簡單時，教材訊息是否充足完備，尤其活動設計如果需要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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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較特殊或複雜功能時，教材上是否顯示清楚的功能指示。另外，也會注意教師的引

導能力，當學習者無法回應教師提問時，教師如何進一步引導。 

（五）進行教學及活動時，隨時注意學習者是否理解教師表達之意義。線上教學與實體

教學環境迥然不同，無法時時環顧所有學習者，因而更需關注學習者的理解，以鞏固其

學習心態上的安全感，感受到教學者的在意。 

（六）是否善用口語讚美與奬勵功能奬勵學習者表現，以提升其信心與成就感。當學習

者表現挫折及缺乏自信時，是否善於鼓勵並給予機會。教師需植基於線上學習之信任感

再增強其學習者之信心與成就。 

四、研究結果 

本研究針對前後兩次試教所進行的評估，以及參與本培訓課程之二十位學生，在最

後一週課程檢討的回饋報告資料，包括線上報告、訪談及非同步議題討論內容進行內容

分析。綜合整理以下幾個重點成效： 

（一）過半的試教者在第一次試教，尤其是進行活動環節時，往往未能呈現完整的教材

訊息，口語的引導也不夠清楚。經過互評及教師的指示後，第二次試教在活動前已

能在教材上加入活動規則及進行方式的重點訊息（圖 3、圖 4）；進行活動時能搭配

口語說明，並確認學習者是否理解再開始進行活動；活動後能注意檢討，針對學習

者的語言弱點加以指導，或語言重點再加以聚焦強調，以加深學習印象。 

（二）透過教學法、教學及活動設計課程，參與培訓的學生更能掌握從主題導入、活動

式教學及綜合任務三階段流程及彼此相扣的邏輯。黃同學進行線上報告時表示：

「……在這之中我也學到了整個教學步驟、流程和邏輯，可以讓自己的教材不要出

現弊病。」關於培訓課程設計，蘇同學也表示：「從學期初到期末，可以看到老師

在每一堂課都有規劃、安排，課程目標非常清楚明確，更邀請了業界老師來授課，

除了學習不同軟體工具，更分享了他們實戰的經驗。」研究者認為教學絕對鼓勵創

意而非制式，但創意並不等同於沒有教學邏輯，合理的教學流程才能讓學習者循序

漸進理解學習內容。 

（三）各業師在不同課程中皆以示範教學方式解說高互動（四方互動）如何在各環    節

交替進行，讓受訓學生充分意識到同步教學高互動設計之重要，才能不斷激發學習

者參與並聚精會神於課程內容。邱同學表達自己的回饋：「遠距課程要完全的千變

萬化，因為你無法隨時隨地的知道學生到底有沒有在認真上課，你也不能一直開著

學生的視頻，那就要用課堂中的活動以及技巧，去吸引學生的目光，也變成了一個

自發性的學習，老師（業師）給了我們很多的方法，也讓有經驗的業師來現身說法，

不斷地給我們練習的機會，就為了在學習中能懂得運用後，把學到的東西，經過我

們融會貫通後變成自己的。」業師以融入示範教學方式進行協同教學，讓參與培訓

的學生置身學習現場實際感受，是本研究課程一大特色。 

 （四）第一次試教忽略課室用語、讚美及奬勵等應用之受訓學生，大都能在第二次試

教中改進。課室用語對於零起點學生的指引作用特別值得導入華語課程，也是以中

文教中文的一種應用方式，教師可以在第一堂課即列出常用課室用語表單，讓學習

者在學習過程間自然沈浸於這些用語的引導。此外，常用中文讚美用語可以提升學

習者信心，學習者也能藉此沈浸而習得該用語。關於前述用語可參考林翠雲（2016），

〈華語遠距同步教學實務導引〉第五章第六單元所列。至於奬勵功能則可應用平台

的掌聲、微笑等圖案，當某位學生有良好表現時，教師可讓其他學生點選平台奬勵

圖案予以肯定，同樣能提升學習者信心。 

（五）參與培訓的學生，一致表示需要進行二次試教及互評的回圈設計，才能透過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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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練、觀摩他人之教學，深刻感受到線上教學宏觀的重點及微觀的細節。蔡同學受

訪時提及：「我覺得老師花時間檢討也讓同學去糾錯，可以讓同學學會突破盲點」。

此外，蘇同學則說道：「在平台工具的學習，我們也有很多的時間可以練習操作，

更重要的是試教，我們每個人都有兩次的試教機會，一次著重教學、另一次著重活

動，兩種類型要注意的細節不同、教材製作方式也有差異，這些都是一定要經過實

際演練才能更熟悉的，也在試教當中觀摩其他同學的優點或指出他們的盲點。」 

 （六）課後提供錄影檔讓學生可以不斷複習及熟悉內容。陳同學報告時特別強調：「老

師每一次的課程都很不一樣，每一次上課都是很珍貴的，我上課如果有時候沒有聽

到還可以利用老師上課的錄影再看一次，就利用這個複習或再學一次，我覺得這點

真的是其他老師（課程）沒有辦法比較的地方」；黃同學也認同：「這門課讓我感觸

最深的就是透過錄影檔來學習，因為我之前有一次不舒服請了病假，還好有錄影檔

讓我在恢復健康的時候補課，如果在實體教學我都很害怕請假，因為深怕自己錯過

一堂課就跟不上了，常常忍著病痛去學校上課，可是效果超不好，有上等於沒上一

樣，不舒服到根本聽不下去，所以我覺得有錄影檔是同步遠距課最大的優點。」同

步教學平台皆有錄製課程之功能，提供錄影檔予學習者的特點也是同步課程與實體

課程不同之處，學習者可利用錄影課程進行自我導向之適性學習或加強不足。 

 （七）本研究採課程、試教、實習一貫方式培育人才，強化受訓者學習動機並為其建

立目標，何同學報告時表示：「華語遠距同步教學這一門課對我而言很特別……給

我的感覺，是真的在學一個非常專精的能力，因此每一堂課幾乎都像是下一步就要

面對正式的實習，當然事實也是如此，因為我們修這堂課的每位同學都有接遠距教

學的實習案子，因此這就更加的使同學們有學習動力，畢竟是真的馬上就會用到上

課所學的東西」。 

以上研究結果分析參與培訓學生在專業知能上的提升，然而，彌足寶貴的也許是本

質觀念上的改變。不少參與課程的學生從對於同步教學完全無知或誤解，身經整套培訓

課程之學習歷程後，如同杜同學有感而發：「先前都覺得遠距教學很容易學，以為和實

體教學相當相似，當然依舊有相似之處，不過卻有很多的不同和挑戰，第一次試教的時

候，儘管在練習教室多次練習，但實際試教卻特別混亂，常常忘東忘西，或者是臨時出

狀況不曉得如何解決，經過實際演練，我發現我還有很多不足，所以會繼續努力」。此

外，受訓學生雖然發現自己的不足，同時也發現自己的機會，他們認為實體教學早已有

許多資深老師，而年輕資淺的新手教師就應該找到作為數位原民的優勢並極力發揮，雖

然目前還稱不上熟練，但他們願意掌握同步教學更多的機會，提升專業知能以利與世界

接軌。所謂的專業知能不再只是一個空洞的名詞，而是包括教學、教材及技術的全方位

能力，關於此點，林同學談到：「這門課老師提供我們多元（功能）的平台，讓我們有

機會接觸更高階的遠距教學，當然遠距要做的長久就必須要不斷的創新，不能老是死板

板的教教材而已，活動也是很重要的，我覺得製作教材跟教學是不一樣的，有的人很會

做教材，但是他不善於教學，相反的會教學不一定會製作教材，所以我覺得遠距的老師

需要多重技能，畢竟在上課的時候可能會發生狀況，這時候就是考驗老師能不能解決問

題，甚至是如何避免問題發生。」具備專業知能後，還需要經過第一線教學的具體挑戰，

何同學歷經實習之後的心得更能透視出他們置身其中的寶貴經驗：「直到開始實習以後

才明白，這真的是一個非常奇妙的經歷，明明身在臺灣，透過電腦，我們認識了許多身

在異地的學生、朋友，並且交流了彼此的文化，以至於有時學生甚至希望，能來臺灣見

識在遠距老師們口中的臺灣，因此來到臺灣留學、觀光等，以前常聽說，遠距課程沒有

實體課程溫暖，我現在認為，這樣的概念不一定是對的，因為雖然是透過冷冰冰的電腦，

我們同樣能感受到彼此對話中的溫暖。」從以上受訓學生的回饋，可以實證：課程、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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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到實習一步到位的培訓模式，應該是增進同步教學線上帶領知能最有成效的方式。 

 

 
圖 3 綜合練習活動教材訊息 

 

 
圖 4 生詞活動教材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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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Connect 同步平臺融入線上華語教學設計─以德國

霍恩海姆大學同步課程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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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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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廿一世紀隨著數位原民時代的來臨，以及網路科技的進步及普及，華語學習模式出

現了巨大的變革，不受時空限制的遠距同步教學因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並成為學習

者的熱門選擇。然而這種新興的教與學領域，不若實體課程之傳統教學由來已久，華語

同步教學與教材如何與平臺功能相輔相成，設計、發展、實施與實體課程有同等甚而更

大效益的同步課程，成為線上華語教學的核心問題與目標。本文基於此研究問題，以文

藻外語大學與德國霍恩海姆大學合作之同步課程為具體示例，闡述如何設計以學習者為

中心之三階段互動式華語同步課程，並進一步以相關的研究資料分析歸納在課程規劃中。

研究架構包含：(一)研究問題與目的：說明華語同步教學領域目前所存在的教學設計問

題，以及嘗試應用 Adobe Connect 同步教學平臺融入線上教學，研發華語同步教學設計

之目的。(二)研究方法：採用設計本位研究法中的 ASSURE 模式。(三)研究設計：採用

全語言教學觀點，溝通為主要策略，以學習者為中心在增進其會話能力之學習需求下，

以聽說技能為主進行讀前、讀中、讀後三階段教學設計。 (四)研究結果：透過課堂試教

整合老師、同學意見，設計以學習者為中心的三階段互動式華語同步課程。期望透過本

研究能完成以下效益：(一)讓教學流程環環相扣、循序漸進，脫離傳統語素析離之片段

式學習，從而加深學習者完整語句印象與理解；(二）藉由各階段著重溝通式情境對話

練習，營造線上教室之中文學習環境，使學習者自然而然學習並輸出有意義的語句；(三)

本文所提出之華語遠距同步教學三階段教學設計及其實施所得，可協助有心投入華語遠

距教學之教師，從中啟發適合華語學習者之遠距同步課程教學設計。 

關鍵詞：華語同步教學、ASSURE教學設計、教學法、Adobe Connect 

一、 研究問題與目的 

隨著中國崛起，全球開始華語熱，網路科技的進步及普及，華語學習模式出現了巨

大的變革，不受時空限制的遠距同步教學因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並成為學習者的熱

門選擇。針對不同學習者，使用的教材內容也有所不同，目前線上教材多為自編教材，

老師個人修為不同也影響著教學的設計，新手老師常犯的錯誤，不外乎以下幾個，主題

不夠明確，缺乏課前引導，時間掌控不佳，內容沒有進階的呈現，綜合活動未達最終目

標…等，當然，遠距同步教學除了學習者、老師、教材外，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平臺，

一般常用 Skype 作為語言交換、交流的平臺，但是，語言學習強調聽說讀寫四技並重，

遠距同步教學的四技則以聽說讀打為主，Skype 在這部分比較難呈現，除此之外，（林翠

雲，2015）的研究提出遠距同步教學需要「四方互動」，即學習者與老師、學習者與教

材、學習者與平台以及學習者之間的互動，利用 Skype進行教學，學生與教材、學生與

平臺還有學生與學生間的互動較為缺乏，作為語言學習的平臺學習效果可能有限。一個

專業同步教學平臺，多元的功能可以將教學設計的內容完整的呈現，對於學習語言有很

大的幫助。Adobe Connect 同步教學平臺使用人數逐漸增加，作為教學平臺是未來的趨

勢，其內部動畫功能亦助於教學流程的設計，線上華語教師應用 Adobe Connect 同步教

學平臺融入線上教學，如何設計出符合學習者的教學流程，是線上華語教師可能面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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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也是此篇論文討論的重點。 

本文基於此研究問題，以文藻外語大學與德國霍恩海姆大學合作之同步課程為具體

示例，針對德國霍恩海姆大學 CEFR A1 程度的學生，所進行的同步課程，設計以學習

者為中心之三階段互動式華語同步課程，課程規劃將運用於 11 月份實際教學中，在課

程實施歷程中對學習者做觀察及重點成效檢測，再進一步評估修正教學設計的流程。 

二、 研究方法 

本教學設計採適用數位教學領域的設計本位研究法中的 ASSURE 模式，分為六個

階段，分析學習者(Analyze learners)、敘述目標(State objectives)、選擇方法、媒體與教

材(Select instructional methods, media, and materials)、使用媒體與教材 (Utilize media and 

materials)、要求學習者參與(Require learner participation)、評鑑與修正(Evaluation and 

revise)，以下為本研究於各階段的應用敘述： 

1. 分析學習者(Analyze learners) 

相見歡時，掌握學習者背景，如：國籍、年齡、職業等；了解學習者需求，如：

求職、旅遊、興趣等；透過簡單問答，分析學習者語言程度，過程中觀察學習

者，找出其學習風格。 

2. 敘述目標(State objectives) 

編製教材前設定目標，期望學習者聽力、口說達到 CEFR A2 的程度： 

理解常用詞語，可以簡單敘述個人背景、個人需求，也能描述周遭環境，對於

例行性任務進行溝通及簡單直接的訊息交換。整體目標之下，每課也有每課的

學習目標，依據整體目標與各課目標設計教材。  

3. 選擇方法、媒體與教材(Select instructional methods, media, and materials) 

根據學習者需求與學習風格，找出適合的教學方法與策略，挑選合適的媒體改

編現有教材或自製教材。 

4. 使用媒體與教材 (Utilize media and materials) 

課前提供教材讓學習者預習，於同步教學平臺模擬教學並測試教材。 

5. 要求學習者參與(Require learner participation) 

此階段已進入教學現場，任務型的活動進行時，要求學生參與，給予回饋，依

據課堂現況再修改活動。 

6. 評鑑與修正(Evaluation and revise) 

（謝璧如 2012）提到除了針對學習者進行學習成就的形成性或總結性評量，對

教學方法、媒體也需進行評量，老師的部分則可以採用量表進行系統、全面性

評鑑，最後依據評鑑結果做修正。 

選擇 ASSURE 模式是因為此教學設計模式提到媒體的選擇與應用其流程適用數位

教學領域，遠距同步教學主要元素學生、老師、教材、平臺，此模式讓彼此皆有關聯， 

最後，依據教學現況進行評估與修正可以讓課程趨於完善。 

本研究範圍是研究者於遠距教學課堂的試教與德國霍恩海姆大學同步課程為例，針

對 11月份開始進行的同步課程所作的課程規劃。教學平臺為 Adobe Connect 軟體，設計

以學習者為中心三階段互動式華語同步課程。  

三、 研究設計 

(一) 全語言教學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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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全語言教學觀的七個準則 

全語言教學觀的理論指出教學設計從學習者發想，依據學習者真實生活經驗設計出

其感興趣的活動，學習者完成活動後，可達成學習目標並且運用於生活中。可細分為以

下七點(參圖１)：1.以學生為中心，針對學習者配合其需求。2.意義最重要，讓學生知道

為什學這個，什麼時候可以用、怎麼用。3.從整體到細節，透過明確的主題，學習者依

據自身經驗開啟基模，準備接收新訊息。4.從學生母語出發，適時使用學習者母語，學

習者可以從已知學習未知。5.群體的社交活動，學習語言就是為了交流，故最終學習成

果皆需應用於社交活動中。6.老師表現出對學生的信心，語言教學的過程，師生間達成

互信，有助於語言教學與語言學習。7.四技並重，語言學習強調四技並重，線上同步教

學多以聽說為主，故在增進其會話能力之學習需求下，以聽說技能為主進行讀前、讀中、

讀後三階段教學設計。 

(二) 溝通式教學法 

根據（H.Douglas Brown，2003）對溝通式教學法的說明，本研究者的詮釋，溝通式

教學法強調以溝通能力為主，提出語言學習除了強調正確性，也要求流暢度，讓學生離

開課堂後，於生活中根據不同情況可以直接與人溝通，此教學法力求擺脫課堂中句型反

覆的演練，學生卻無法應用於生活中的情況，訴求學生為經預演也能與人溝通。依據學

習者需求，將真實生活的溝通情境融入教學，老師擔任引導者的工作，使學習者之間進

行互動與合作，以配對或小組模式共同完成任務，如:角色扮演、工作單、看圖說故事、

演講（口頭報告）等。 

(三) 教學設計 

11月份與德國霍恩海姆大學學生進行一學期同步課程所做的規劃，設計以學習者為

中心之三階段互動式華語同步課程。 

相見歡時，透過簡單問答掌握學習者程度，了解學習者興趣，學習語言的需求是為

工作、旅遊還是興趣，學習目標除了提升語言水平，聽懂問題並流利的回答外，還有什

麼，如：增強閱讀、寫字能力等。針對目標挑選合適教材或自編教材，規劃一學期的行

程表，並且制定每課學習目標，為達成每課目標，皆需進行三階段教學設計。 

讀前：找出主題，透過主題開啟學生基模，此時可以使用學生母語，讓學生經由已

知學習未知，利用圖片或影片作為課前引導，影片可以挑選現有且符合主題的或選擇媒

體自製影片，透過圖片或影片讓學習者知道這課要學什麼，看完可以提問檢視學習者是

否理解內容。學習者程度為初級，利用句型帶出生詞，老師帶領下有意義的反覆操練句

型、生詞，檢查學生是否都知道生詞意思，出現圖片請學習者說中文、出現漢拼請學習

者說母語，由 PPT設計利用 Adobe Connect 動畫功能撥放；也可以讓學習者進行生詞拼

音配對的活動。語法部分，句型除了帶出生詞，也需要以問答呈現，一開始，學習者聽

懂問句不必回答句子，學完回答的部分，進行有意義的生詞、句型操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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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中：進入課文讓學生認讀，不看課文請學習者仔細聽跟老師覆誦，接著請學習者

看漢語拼音唸，第二次看漢語拼音與漢字對照著唸，最後拿掉漢語拼音看漢字念，整個

過程老師進行糾音的動作。 

讀後：不再一句一句進行操練，而是依學習者真實環境進行發問，讓學習者跳脫課

文自行回答，綜合活動的設計多以任務型為主，需要達成教學目標外，也得讓學習者依

據所學自行創造，最終可以運用於生活中。 

四、 研究結果 

針對 11 月份與德國霍恩海姆大學學生進行同步課程所做的規劃，學習者語言程度

為 A1，學習語言的需求不管是興趣還是為了工作，都想加強語言能力，與學習者相關

的內容有助於語言學習，經由循序漸進的內容提升其語言水平，故本研究從學習者需求

出發，以現實生活中可能發生的事情做為教材內容，為了達成本課目標，進行三階段教

學設計，並於研究者遠距教學課堂進行模擬教學與教材測試。同時，蒐集課堂中同學所

犯的錯誤，檢視自己的教學設計是否也犯了同樣的錯誤，試教完畢，連同老師與同學建

議修正教材。 

表一 教學設計出現的問題 

活動階段 教學設計問題 

課前導入 1.沒有圖片或影片，直接進入課文。 

2.內容不夠聚焦，題目沒有先給，看完影片學習者回答不出來。 

生詞教學、活動 1.僅讓學習者圈選生詞，沒有句型的呈現。 

2.時間分配不均，生詞活動太多(圈圈看、連連看…) 

語法教學、活動 句型對照翻譯進行教學 

綜合活動 未達最終目標，只針對某個語法，不夠全面  

整體 生詞、語法、綜合活動，進階的呈現（i+1）  

模擬教學與教材測試完畢，將老師與同學建議整合修改後，本課教學流程如下： 

首先，說明今天教學主題為 Directions，透過主題開啟學生基模，喚醒學生的經驗，

使用學生母語，讓學生利用已知學習未知，進入讀前，可以細分為幾項活動： 

1. 課前引導：利用 POWTOON 自製相關影片，透過影片讓學習者知道今天學什麼，什

麼時候可以使用，從中找出自身經驗，有助於語言的學習(參圖 2)，檢視學習者是否

理解影片要表達的意思，可以設定問題請學習者回答(參圖 3)，問題建議於影片撥放

前提供，讓學習者可以掌握重點，播放後提供也可以，但是忌諱出測試學習者記憶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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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課前引導影片               圖 3 課前引導影片測試問題 

2. 生詞教學：針對初級學習者利用句型帶出生詞，可以說出正確的語法，也能幫助記

憶。教學時，先秀出圖片並指著圖片提問，再秀出句型，讓學生熟悉句型，因為還

沒教，所以學生可以說母語，當學生說 on the table接著帶出生詞「上面」與相對的

「下面」(參圖 4)，教生詞「左邊」也帶出「右邊」(參圖 5)，學習者能系統性的學

習，PPT特效 Adobe Connect 動畫功能可以撥放。 

        
        圖 4 生詞教學(1)                     圖 5 生詞教學(2) 

3. 生詞活動：檢查學生是否都知道生詞意思，出現圖片請學習者說中文、出現漢拼請

學習者說母語， 製作 PPT 時，圖片或漢拼可以隨機出現， PPT 特效能透過 Adobe 

Connect 動畫功能撥放(參圖 6)。 

 
圖 6 檢視生詞理解的活動 

4. 語法教學：初級強調用句型帶生詞，因為用句子才能達到溝通的目的。一開始指著

圖片提問：「書在哪裡？」，學習者回答「上面」，這裡說明句型並請學習者說完整的

句子(參圖 7)，這時候，不能只停留在回答的句型上，採用問答方式讓學習者可以進

行溝通(參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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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語法教學(1)                      圖 8 語法教學(2) 

接著，讀中的時候進入課文讓學生認讀漢字，依據先聽說後讀寫的步驟，第一次請

學習者不看課文仔細聽老師唸，請學習者跟老師覆誦，接著請學習者看漢語拼音唸一遍

(參圖 9)，再看漢語拼音與漢字對照著唸第二遍(參圖 10)，最後拿掉漢語拼音看漢字念(參

圖 11)，整個過程老師進行糾音的動作，針對課文內容問學生問題，確認學生了解意思，

學生不懂的部分，在此進行說明。 

          
            圖 9 課文-漢拼                    圖 10 課文-漢字、漢拼 

 
圖 11 課文-漢字 

最後，讀後必須跳脫課文內容，先複習生詞、句型，熟悉後讓學習者自行創造並完

成任務，可以分成細分下列三項活動： 

1. 生詞活動：利用聽說與問答複習生詞。一次秀出一個生詞，問學習者這是什麼，跳

脫課文依據真實環境問問題，學習者依經驗創造新的回答，如：你家外面有什麼。 PPT

的特效能透過 Adobe Connect 動畫功能撥放(參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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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2 複習生詞的活動 

2. 語法活動：設計時要注意內容的難易度，這個階段要比語法教學的時候難一點。利

用圖片複習句型，不在給問答的句型，此活動設計也讓學習者進行互動，兩人一組

選一張圖片，一人依據自己的想法提問，另一人需依據真實情況回答，如：A 問帽

子在哪裡？B 帽子在桌子上面(參圖 13)。 

 
圖 13 複習句型的活動 

3. 綜合活動：完全跳脫課文的任務型活動，讓學習者一起合作，將個人真實經驗融入

創造出新的用法，完成任務也達到溝通的目的。 

 
圖 14 任務型活動 

五、 結語 

本研究初步完成 ASSURE前四個階段，最後兩部分要求學習者參與和評鑑與修正，

將於 11 月份與德國霍恩海姆大學學生進行同步課程時開始，最終再依據現狀做評估與

修正。根據課堂試教與老師、同學回饋，教學設計達到的具體成效有以下幾點：(一)從

主題、課前導入到生詞語法教學、課文和活動，教學流程環環相扣、循序漸進，生詞教

學與活動完整的語句呈現，加深學習者印象與理解，脫離傳統語素析離之片段式學習； 

(二）生詞、語法教學或活動，各階段著重溝通式情境對話練習，營造線上教室之中文

學習環境，使學習者自然而然學習並輸出有意義的語句；(三)依據學習者真實情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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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活動，學習者透過活動最終能達到教學目標，此流程設計的綜合活動為看圖說故事，

圖片聚焦、訊息明確，學習者可以經由自身經驗完成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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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同步教學四方互動融合 Adobe Connect平臺之 

教學活動設計—以德國霍恩海姆大學遠距課程為例 

文藻外語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王宣動 

摘要 

華語遠距教學課程包含三種核心要素：同步教室、華語教師以及參與學生，根據林

翠雲（2015）的研究提出，此三要素可引發四面向之互動教學與學習，包括學習者與教

材、學習者與老師、學習者與平台以及學習者之間的互動，而這些互動則統稱為「四方

互動」。據此，線上華語教師要如何突破線上環境迥異實體教室之限制，應用平台功能

設計四方互動的語言教學活動，以提高學習者專注力及學習成效，即成為現今亟需研發

的重要課題。本研究旨在應用 Adobe Connect平臺之多元功能於教學三階段，設計讀前、

讀中、讀後各類型符合四方互動之同步教學活動，同時藉由在校的試教以及文藻外語大

學與德國霍恩海姆大學合作之遠距課程為試教應用示例，進而探究本研究所提出教學活

動設計是否能提高學習成效。研究架構包含：（一）研究問題與目的，闡述本研究欲解

決同步教學互動設計之問題，從而導出四方互動融入活動設計之目的；（二）研究方法，

利用 ASSURE的模式並結合四方互動策略檢視該活動設計是否有助於學習；（三）研究

設計，說明不同教學活動的設計理念以及結合四方互動的哪些面向，並以德國霍恩海姆

大學遠距課程為具體示例；（四）研究結果，透過在校試教的教師建議以及德國霍恩海

姆大學遠距課程中上課學生的反應，整理出不同活動設計所結合四方互動之面向重點以

及學生回饋與反應。希望經由本研究能獲得下列效益：（一）以教學活動活絡線上課室

氣氛，藉以提高學習者之專注力；（二）在 Adobe Connect平臺功能之下設計各式教學活

動，讓線上華語老師和教材編寫人員能免於費時摸索，並且能作為對於其他同步教學平

臺活動設計參考；（三）Adobe Connect平臺功能與四方互動的活動設計，能夠達到相輔

相成的效果，從而發揮台灣華語同步教學之優勢與別出樣貌。 

關鍵詞：華語同步教學、四方互動、線上教學活動設計、Adobe Connect 

一、研究目的與問題 

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帶動了遠距同步教學的市場，而因同步教學的方式已解決了

華語教師對於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亦成為需求者學習華語課程的途徑之一。然而，目前

市面上產出了許多教學平臺，例如：Adobe Connect、Joinnet……等等，但不同的平臺提

供不同功能，因此，線上華語教師要如何結合平台上的功能，並且設計出適合學習者的

教學活動，就成為了現今需要研究和討論的地方。在華語遠距教學的課程中，有包含三

種要素，包括同步教室、華語教師以及參與學生。而根據林翠雲（2015）的研究中提出，

此三要素會引發四種學習互動，包括學習者與教材、學習者與老師、學習者與平台以及

學習者之間的互動，而這些互動統稱之為「四方互動」。因此，線上的華語教師要如何

突破線上教學的限制，應用平台功能且結合四方互動的語言教學活動，以利提升學習者

學習成效以及學習動機，已成為現今需要研發的重要課題。 

再者，近年來教學活動越來越受重視，教學活動設計不管是在實體教室中還是線上

教學當中，都是非常重要的，而透過教學活動設計，可以讓學習者透過活動的方式去運

用所學，並且也可以讓學習者在活動中找到學習的樂趣，活動設計可以讓一堂課變得有

趣並且讓學習者可以在活動中更加融入課程，提升學習動機與成效。此外，活動設計的

重要目的在於，可以透過高互動的教學設計，讓學習者不只可以與老師進行互動，對於

跟教材上也可以有良好的學習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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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在校期間透過線上教學實習，應用過 SKYPE到專業平台 Joinnet以及 Adobe 

Connect，在 SKYPE的平台上，發現到有許多活動無法進行，學習者也無法與教材直接

進行互動……等等的問題，因此進而影響到研究者在教學活動設計上的限制，並且也會

間接影響到學習者的學習成效。反之，透過運用專業平台的教學後，發現可以設計出更

多元的教學活動，並且可以更加靈活地讓學習者透過四方互動的方式去進行，讓學習者

可以從各個面向中去提升學習成效。 

因此，本研究旨在應用 Adobe Connect平臺之多元功能於教學三階段，設計讀前、

讀中、讀後各類型符合四方互動之同步教學活動，同時藉由在校的課堂試教以及文藻外

語大學與德國霍恩海姆大學合作之遠距課程為試教應用示例，進而探究本研究所提出教

學活動設計是否能提高學習成效，欲作為 11 月初與德國霍恩海姆大學合作的遠距課程

之規劃。 

而研究問題為以下兩點： 

1. 如何應用 Adobe Connect平臺之多元功能於教學三階段，設計讀前、讀中、讀

後各類型符合四方互動之同步教學活動？ 

2. 透過四方互動的同步教學的活動設計是否可以提升學習者的學習成效？ 

二、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者採用強調在教學上有效運用多媒體方式的 ASSURE 模式

的研究方法，並且也結合林翠雲（2015）所提出的「四方互動」做為教學策略上的應用。 

本文採用教學上應用多媒體方式的 ASSURE 模式研究方法，指的是分析學習者

（Analyze learners）、敘述目標（State objectives）、選擇方法、媒體和教材（Select 

instructional methods, media, and materials）、使用媒體與教材（Utilize media and materials）、

要求學習者參與（Require learner participation）、評鑑與修正（Evaluation and revise），共

六個階段。各項階段敘述如下： 

一、分析學習者（Analyze learners） 

根據林翠雲（2015）指出，在分析學習者階段，分析學習者語言程度、學習內

容語言技能、何種軟體適合呈現學習重點等。因此，透過此階段，不僅可了解

到學習者的語言程度、學習者背景與學習需求。另外，也可透過此階段去了解

學習者的學習風格，以利之後的教學活動設計。 

二、敘述目標（State objectives） 

根據陶曉靜等人（2008）指出，敘述的目標是指在教學中能獲得什麼，而非對

在教學中投入什麼的敘述。因此，此階段為包括教學目標的界定、學習策略或

教學法。透過此階段，先訂定學習者在學習中的目標，學習者能在此教學獲得

多少成效。 

三、選擇方法、媒體和教材（Select instructional methods, media, and materials） 

根據陳彥傑等人（2017）指出，選擇方法、媒體和教材的重點包括：選擇適合

的媒體形式以及適宜教材的取得。此外，在此階段時，需要思考到學習者的學

習特性、學習需求與動機，並且也要將教學方法和策略一起進行統整，才得以

選擇出適合的媒體形式和適宜教材。 

四、使用媒體與教材（Utilize media and materials） 

此階段為在課前給予學習者相關的教材作為預習，並且在同步教學平臺中進行

模擬試用教材以及模擬教學。 

五、要求學習者參與（Require learner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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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階段已是在教學現場，透過教學活動的設計，要求學習者參與活動，並且在

活動進行的過程中給予回饋與想法，而根據陳彥傑等人（2017）指出，學習者

在學習過程中的主動參與有助提升學習者的學習成效。因此，透過此階段，可

以讓學習者在教學活動中，給予增強與回饋。 

六、評鑑與修正（Evaluation and revise） 

此階段根據林翠雲（2015）指出，包括對學習者之學習成就進行評量、對教學

媒體、方法進行統整性的評量與評估。也就是說，在此階段，必須要將學習者

的學習成效、學習者的回饋以及對多媒體應用的方法，做出總結性的評鑑與修

正。 

另外，研究者也將四方互動作為教學策略，結合 ASSURE模式，作為研究的方式，

根據林翠雲（2015）的四方互動中，包括學習者與教材、學習者與老師、學習者與平台

以及學習者之間的互動，透過四種面向的互動方式來幫助學習者提高專注力以及交流情

境。因此，根據上述的 ASSURE 模式中的選擇方法、媒體和教材此階段，設計讀前、

讀中、讀後各類型符合四方互動之同步教學活動。 

最後，本文研究的範圍是，研究者在校課堂遠距的試教以及參與德國霍恩海姆大學

合作之遠距課程的線上教學為應用示例。主要是針對 11 月初文藻外語大學將與德國霍

恩海姆大學合作之遠距課程，做教學活動設計的規劃。教學平台採用 Adobe Connect平

臺，透過此平台的多功能項目，進行讀前、中、後的教學活動設計，並且結合四方互動

的教學策略進行此次的研究。 

三、研究設計 

由於此次的研究是為了 11 月初，與德國霍恩海姆大學合作的課程作為規劃。研究

者將此次的研究設計，根據 ASSURE 模式先分析了教學對象，將對象訂為大學生以上

的學生，而程度為 A1的學生，因此選擇採用學生日常生活或是在未來工作上會使用到

的基本主題，例如：職場與社交。而此次的教學目標為透過不同活動設計，讓學習者從

與自己相關的內容出發，並且讓學習者透過活動去提升學習成效。另外，透過自然和有

趣的教學活動，讓學習者提升學習動機。而是以聽說為主，讀認為輔的教學方式進行設

計。而此次是採用 Adobe Connect平臺，將分別從讀前、讀中以及讀後的教學三階段去

進行教學活動的設計，並且結合上述所強調的「四方互動」進行結合，將分別做詳細的

敘述。 

首先，讀前的活動設計，透過圖片的方式去引導學習者瞭解本課的主題，並且再透

過問問題的方式，讓學習者可以明確知道此課的主題為何，並且給出正確解答，透過已

知道未知的方式，直接讓學習者了解此次課程，並且也讓學習者知道上完後，會學習到

什麼（參圖 1與圖 2）。此外，在此環節時 Adobe Connect平臺的方塊圖形去遮蔽答案，

並且請學習者自行使用橡皮擦功能去揭示答案，讓學習者可以自己與教材互動，而不是

透過老師直接給答案。因此，透過這樣問與答的活動設計，也是相對結合到四方互動中：

（1）學習者與教材、平台的互動，透過圖示的方式，讓學習者從教材中發現主題，並

且透過使用平台功能中的圖形遮蔽功能以及擦拭功能，讓學習者親自與教材互動，以利

提升學習者的學習動機。（2）學習者與老師的互動，學習者透過與老師的問答互動，讓

學習者可以透過老師的引導去了解課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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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讀前活動圖示                     圖 2 讀前活動問與答 

（引導學生瞭解本課主題）     （用平台功能和問答讓學生與教材和老師互動） 

 

再者，讀中的活動設計，將分為三部分，分別是課文、生詞以及語法。各部分的教

學活動設計敘述如下： 

(1) 課文活動設計 

一開始，先介紹課文對話當中的角色，讓學生可以對角色有初步的認識，提升

學生對角色的共鳴（參圖三）。而在課文的部分，讓學生練習口說和認字，並

且也結合四方互動中與老師一起進行對話的活動，同時老師使用螢光筆的功能

進行糾音（參圖四）。 

        
圖 3 課文人物介紹                      圖 4 課文對話活動 

    （引起學生對角色的共鳴）          （透過對話活動讓學生與老師互動） 

 

(2) 生詞活動設計 

生詞活動設計共有兩個，一為連連看活動，另外一個則是圈圈看活動。第一，

連連看活動（參圖五），聽老師或同學說並且連出正確生詞。此活動設計的目

的在於，確認學習者是否真正了解生詞的意思，並且間接訓練聽和認的能力。

此外，此活動中還加入一個句型，用生詞帶出句型，生詞與句型不脫離，其目

的在讓學習者可以一次性的學習，而非分開學習，讓學生馬上能用，也進而訓

練學生讀和說的技能，可以說四技並重的活動。第二，圈圈看活動（參圖六），

聽老師或同學說並且圈出正確的漢字與拼音。此活動設計目的在於，訓練學習

者的聽讀認能力，而且其中有些漢字是無法配對成功的，因此可以間接訓練學

習者認漢字的能力。此兩項設計的四方互動策略，都是讓學習者可以透過平台

功能，與教材、平台進行互動，也與老師進行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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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 連連看活動                       圖 6 圈圈看活動 

（學習者與老師、教材、平台以及學習者之間做四方互動） 

 

(3) 語法活動設計 

語法活動設計為句子說一說（參圖 7），讓學生透過圖示或生詞並且結合語法，

說出完整句子。此活動設計的目的在於，給予學生所學的生詞，並且結合語法，

透過老師得引導進行句式的口說訓練。此外，拿掉拼音，訓練學生認讀的能力。

而老師也可以進行糾音。此項的四方互動策略設計是，讓學生可以與教材作互

動外，也可以和老師互動。 

     
圖 7 句子說一說活動 

（透過此活動學習者與教材和老師進行互動） 

最後，讀後的活動設計，共有兩項，一為連連看活動，另外一項為說說看活動。讀

後活動的設計，主要目的是將全部課程的內容融合在一起，讓學習者可以靈活運用並且

將聽說讀認的四項技能都能訓練到。第一，連連看活動（參圖 8），內容是聽老師或其他

學習者說，連出正確的句子，此活動設計的目的在於，老師可以確認學習者是否可以靈

活運用所學，並且聽懂其他學習者的題目，並且可以認出正確的漢字。此項活動設計是

完全結合四方互動的設計，不僅可以讓學生與教材、老師和學習者之間的互動外，也可

以與平台功能做互動。第二，說說看活動（參圖 9），此活動是看圖片完成對話的活動。

此活動設計的目的在於，可以訓練學生講出一段對話，而非只停留在單句的句子，並且

也可以訓練學生聽說讀認的能力，最重要的是，可以讓學生練習完此活動後，讓他們知

道自己也可以將出一段對話，提升學生的成就感。而此活動也結合四方互動的設計，讓

學生可以從四面向去進行中文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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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連連看活動                          圖 9說說看活動 

（透過活動訓練學生聽說讀認能力）          （讓學生靈活用運所學，創造對話） 

四、研究結果 

本研究是運用 Adobe Connect專業同步教學平臺並結合四方互動的策略基礎下，進

行高互動的教學活動設計。此外，根據上述的研究設計，透過在校試教的老師建議，以

及線上教學中學習者反應與回饋中，歸納整理出此次的研究結果，包括：教學活動結合

平台功能與四方互動、教學活動設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以下將做詳細的說明。 

1. 教學活動結合平台功能與四方互動 

本研究的教學活動設計，是根據Adobe Connect專業同步教學平臺中所提供的功能，

例如：畫筆、擦拭、圈選、螢光筆、圖形……等等的功能進行設計，並且結合自製

的線上教材，進而讓學習者達到與教材互動，與老師互動，與其他學習者互動以及

與平台互動等四種面向的高互動策略。以下將教學三階段的研究結果分別作兩面向

的敘述，其一為試教後教師建議，其二為線上上課學生的反應與回饋。其敘述如下： 

(1) 讀前活動-給予圖示，以及問與答方式，讓學生了解教學主題 

 老師建議：圖示要明確，讓學習者可以清楚理解圖示的含意，如此一來才能

開啟學習者的先備知識，引導了解課程主題，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學生的反應與回饋：研究者在給予學生兩張圖示後，學生可以馬上用英文說

出當中的涵義，並且問與答環節中，讓學生自行揭示答案，學生反應很好。

並且馬上知道課程主題，提高學習動機。 

(2) 讀中活動-對話互動、連連看、圈圈看、句子說一說，讓學生可以從四面向的活

動設計進行學習，且訓練學生聽說讀認的技能。 

 老師建議：在對話互動中，提供漢字，並且可以使用指標和螢光筆功能，幫

助學習者練習看漢字，並且可以進行糾音。再者，在句子說一說的部分，可

以增加學習者跟老師的互動。 

 學生的反應與回饋：在對話互動中，與老師一同練習，並且老師進行糾音。

在連連看環節與圈圈看的活動中，結合四方互動，讓學習者展現很大的興趣

也在活動中學習與吸收課程內容，並且也透過與平台功能的結合，讓學生與

教材直接進行互動，讓學生直說很有趣。最後在句子說一說，讓學生跟老師

有更多互動，讓學習者可以直接說出句子，讓此活動不僅提升有習成效也提

升學習者的成就感。 

(3) 讀後活動-連連看活動、說說看活動 

 老師建議：可以增加打字的部份讓學生進行打字練習。 

 學生的反應與回饋：在進行此部分的綜合練習時，透過四方互動的策略讓學

習者能透過不同面向去進行練習，而學習者也在上課的過程中，展現良好的

學習力，最後學生可以和老師一同說出一段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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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研究者也運用平台功能中的星星圖案，當作給予學習者的獎勵，學習者也在

得到星星時，感到非常開心。而在課堂最後，學習者的回饋是，她認為研究者的自製教

材非常好，活動練習也設設計的很棒，她學得很開心！ 

2. 教學活動設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研究者在線上教學時，設計了從一開始有給漢拚的圈圈看活動，再漸進式的慢慢減

少漢拚的比例，讓學習者可以認漢字，而到了最後的讀後活動設計是以完全沒有漢

拚去進行的活動，學習者透過這樣漸進式的方式去熟習漢字，到最後可以直接看漢

字說出中文，並且也可以和老師一起完成一段沒有漢拚的對話。由此，可以看出這

樣的活動設計，不僅可以讓學習者透過四方互動的策略讓學習者有高互動的學習，

並且也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根據上述的研究結果，研究者統整出教學三階段的活動設計結合四方互動，以

及學生回饋的反應，如下列表格： 

表一 教學三階段與四方互動策略的活動設計統整 

教學流程 教學活動設計 四方互動策略 學習者反應與回饋 

讀前活動  圖示 

 問與答活動 

學習者與教材互動 

學習者與老師互動 

學習者與平台互動 

1. 學習者馬上了解課程主題 

2. 有參與感 

讀中活動  對話互動 

 連連看 

 圈圈看 

 句子說一說 

學習者與教材互動 

學習者與老師互動 

學習者與平台互動 

學習者與學習者互動 

1. 學習者展現學習興趣 

2. 很快地吸收新知 

3. 認為與平台和教材互動有

趣 

讀後活動  連連看活動 

 說說看活動 

學習者與教材互動 

學習者與老師互動 

學習者與平台互動 

學習者與學習者互動 

1. 學習者展現良好的學習動

機 

2. 可以說出一小段對話 

備註 在上課過程中，教師結合平台功能給予獎勵的機制，學習者反應良好，

並且對於這樣的自製教材與教學活動設計給予肯定。 

五、結語 

本研究根據 ASSURE模式初步完成前五階段，而最後的評估與修正將會在 11月初

時，正式導入文藻外語大學與德國霍恩海姆大學合作之遠距課程後，會再進行導正與修

改。然而，初步的統整如下：（一）運用專業平台，設計出不同面向的教學活動。根據

教學三階段的活動設計，並且結合四方互動，再透過應用 Adobe Connect專業同步教學

平臺來進行教學，是可以變化出不同的教學活動設計。（二）透過不同的教學活動設計

與平台功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在活動設計中靈活運用高互動的四面向以及獎勵機

制，讓學習者可以與教材互動、與老師互動、與學習者之間互動以及與平台互動，提升

學生的學習動機。（三）透過多元的教學活動設計，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透過活動設

計，進而訓練學習者聽說讀認的四項技能，讓學生最後可以靈活運用所學，以利提升學

習者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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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同步教學之教材設計與多元訊息呈現－以德國遠距課

程之 A1程度教材為例 

林慧宇 

文藻外語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1209hyl@gmail.com 

摘要 

現今數位科技日新月異，大幅改變人們的學習型態，同時也促進學習的便利與效率。

華語教學與學習在此潮流趨勢下開啟革命性的新興模式，其中最大的變革是學習者開始

走出實體教室，透過線上同步課程，打破時空限制進入全球化、多元化的彈性學習。然

而，同步課程與實體課程有諸多面向之差異，就教材而言，實體課程教材多以紙本教科

書或講義為主，而目前的線上同步教材則多以簡報搭配同步學習平台，學習者的目光焦

點莫不緊隨著平台白板上之主教材。為吸引學生專注於學習內容，也為使學生們在語言

技能上進行充分互動練習，教師在同步教學時所設計的教學活動可說是花樣紛陳，呈現

的教材也必須相對豐富靈活、訊息明確多元，才能使教學節奏流暢且有成效。由此可知，

一個好的同步數位課程，與教師所搭配的教材訊息密切相關，過多或過少的訊息，都有

可能影響到學生的學習效益。本研究旨在提出理想的華語同步教材設計與呈現訊息，以

期提升師生華語同步課程的教學品質，並進一步以文藻外語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與德

國霍恩海姆大學合作之 Adobe Connect同步課程教材為具體示例。本文研究架構為：(一)

前言：說明本研究的研究背景與動機，基於同步教材所產生的實際問題，而導出華語同

步教材應如何設計之研究目的；(二)同步教材設計概念與多元訊息，說明研究流程與架

構，以ASSURE教學設計模式及四方互動概念融入教學；(三)同步教材設計與發展示例，

呈顯霍恩海姆大學同步課程之 A1程度教材樣貌； (四)研究結果，統整同步教學與教材

設計之實施效益。(五)教學啟示，經過華語同步教材設計與教學實務之實施，根據研究

結果提出設計華語同步教材多元訊息的呈現建議供教師參考。(六)結論，總結本研究的

研究看法與研究效益。本研究期望透過華語同步教材設計與教學實務之融合，於此領域

產生以下研究效益：(一)提供較全面之華語同步教材訊息，以減免教師編製教材耗時摸

索之困境；(二)協助學生有效理解教材，降低可能發生的學習焦慮與挫折；(三)提升華

語同步教學流暢度，建構明快節奏、高度互動之同步課程。 

關鍵詞：華語同步教學、同步教材設計、教材訊息、Adobe Connect 

一、 前言 

隨著科技進步的潮流，學習方式也變得越來越多元，在實體教室內上課已不是唯一

選擇，因著現代人緊湊忙碌的生活步調，許多沒有多餘時間去語言中心，或是直接出國

到當地學語言的人們，會嘗試在滿檔的行程內找出空閒的片段時間，透過書籍、電腦或

手機這樣的學習媒介來自學；而現在網路上的資訊流通迅速，線上也有不少免費的語言

自學網站，甚至是手機程式的 app，皆分享了豐富且多語言的學習資訊給大家，提供了

多數想自學新語言的人一個新選擇。但有些管道僅僅是以單方面的接受與分享資訊的方

式來學習語言，鮮少讓語言有實際運用的機會。不過現在其實也不乏有同步教學的語言

學習方式，像是與外國人進行語言交換，或是直接付費的線上語言家教……等等，都有

機會可以讓學習者直接接觸到母語者，語言不再只是單方面的輸入，而是展開實際的溝

通對話，以高互動的方式學習，讓學到的新語言得以直接運用，使語言有了互動溝通的

機會，語言此時不再只是一直記誦在腦海中的知識，而是一個絕佳的溝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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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同步教學來說，其優勢是教學能即時反饋，學生有問題能夠馬上提出並獲得解決，

其語言的使用能夠實際運用並得到糾正。目前同步教學也有不同的進行方式，有的同步

教學會以自由彈性的對話主題方式來學習，雙方面進行視訊，以學習者想學習的主題來

展開對話，學生針對不了解的問題即時向教師提出，學生每堂課可任意選擇教師，教材

的準備基本上針對性比較不強，是屬於較彈性的學習方式。而另外一種方式是學生參與

完整課程，教師在與學生第一天的相見歡後，透過相見歡的談話內容，了解學習者的背

景、學習經驗與程度，藉此進行學習者分析，安排並設計符合學生的課程與教材，日後

在專業平台上進行互動與教學。 

目前同步教學使用的專業平台多為 JoinNet、AdobeConnect 或是企業自行開發的平

台，就 AdobeConnect來說，教師須事先設計好簡報 PPT，接著將簡報 PPT上傳至專業

平台上，善用平台上的功能，以四方互動的方式進行高互動教學，這也就是說同步教學

的教學流程、互動方式與教材對於整體教學而言十分重要。本文就教材訊息來作探討，

現在同步教材的內容並無一定的規範，端看教學者的教學內容而定，而同步教學時，整

體的目光焦點的是聚焦在畫面上的教材上的，所以整體畫面所呈現的訊息就顯得十分的

重要，而目前的同步教學教材多只呈現教材內容，也就是只將要教的內容呈現在簡報

PPT上面，一頁頁的輪流教學，這樣的簡報呈現非常仰賴教師的口頭解說，包括整堂課

的課堂提醒、規則、活動方式、整體情境、注意事項……等，都要一一說明，有時學生

聽不明白，教師勢必要一再重複，對於教學者和學習者來說，其實也是一個負擔，更會

耗去不必要的時間。但其實簡報 PPT它不只是要提供學習的內容給學生，上頭所展示的

所有教材訊息，包括文字訊息、圖片訊息、影片訊息……等，所有呈現的多元訊息應該

都要能有效地在教學過程中，幫助學生學習、理解與融入情境，但這正恰恰是目前的同

步教學教材最為缺少的，教材訊息若不完整，就可能會影響學生的學習理解，進而影響

到整體的學習與教學成效。所以本文的研究問題為：華語同步教材的教材與多元訊息如

何設計與呈現，可幫助整體教學？而本文的研究目的即為導出華語同步教材應具備的多

元訊息，幫助教學者在同步教學的過程中，提供教材較全面的多元訊息，幫助學生的學

習理解，提升整體教學的流暢度。 

二、 同步教材設計概念與多元訊息 

本研究的設計概念是以 ASSURE 教學設計模式及四方互動概念融入教學，在教材

內呈現多元訊息，以三階段教學去設計，並從認知心理學的訊息處理理論基礎上去思考

教材訊息，並在整體為期三個月的華語同步教學課程結束後，以個別訪談的方式了解學

生對於同步教學教材內的教材多元訊息有何看法，從中得出研究結果並改進。本研究的

研究對象為一名霍恩海姆大學的女學生，國籍為俄國，華語程度為 A1，研究方法為

Collins, Joseph, & Bielaczyc (2004)的設計本位研究法以及質性研究的訪談法，課程結束

後研究者對學生進行了個別的開放式訪談，研究工具為教學札記與訪談錄影。圖 1為本

研究的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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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流程 

本研究依據以下理論來設計教材並進行實務教學，並進行教材訊息的修正： 

1. ASSURE模式 

本研究採用聚焦於媒體應用的 ASSURE 模式，指的是分析學習者、敘述目標、選

擇方法、媒體和教材、使用媒體與教材、要求學習者參與、評鑑與修正六個階段。(林

翠雲，2016)。 

2. 四方互動 

四方互動指的是教師、學生、教材與平台此四方的互動。四方互動非存在每個環節，

而是整個教學充滿四方互動，整堂課有不同的互動，結合起來就是四方互動。 

3. 三階段教學設計 

根據林翠雲和黃依駿於 2016 年於《華語遠距同步教學實務導引》中所指陳，三階

段教學設計中的三階段指的是主題導入、活動式教學、綜合練習此三階段，是華語同步

教學中完整的教學架構和流程。 

4. 訊息處理理論 

訊息處理理論解釋了人類在環境中如何經由感官覺察、注意、辨識、轉換、記憶等

內在心理活動，吸收並運用知識的歷程。(郭璟諭，民 92)感覺器官所感知的一切聲音、

圖像、氣味、味道、觸覺、文字……等，都會成為訊息，被人腦接收，影響人類的學習。 

三、 同步教材設計與發展示例 

基本上同步教學教材的設計是因應著教材內容而變動的，頁面的安排會視教材內容

有不一樣的呈現，練習活動當然也會隨著生詞、語法和課文的不同而變化。所以規劃教

材時，教師可以建立自己的模組化教材，在每次教學前依據教學內容的不同，來進一步

修改頁面的內容，這樣即便每課上的主題不相同，但整體而言，整份教材的設計概念是

一致的且整齊的，這樣可以有效省去教師建置教材的時間，增加製作教材的效率，讓教

師可以較快速的完成自己的同步教材版面。以下是根據 2017 年的霍恩海姆大學同步課

程，所設計的 A1程度教材的發展示例，採用 ASSURE的教學設計模式，此處展示了課

堂指示、三階段教學(主題導入、活動式教學和綜合活動)與課堂結束後的主要頁面，因

練習活動較為多樣，無法全數在文中展出，故只挑選部分頁面展示以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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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堂指示： 

同步教學課堂開始的第一件事，便是進行聲音測試，以確定師生雙方面的通訊媒體

是順暢無礙的，若有任何器材上的問題，應立即提出並予以排除。接著為避免臨時的網

路斷線問題，或是中途要離席，應先告知學生處理方式，以免突發狀況發生卻不知道如

何處理。此部分的提供的文字訊息應該要大且清晰，並將老師的按鍵指令一併呈現，讓

學生聽不清楚時可以看文字確認指令，同時提供中英文，讓華語程度較弱的學生也有英

文作為對照，一目了然，如圖 2和圖 3。 

  
圖 2 聲音測試頁          圖 3 課室管理頁 

接著教師介紹平台時，可善用 AdobeConnect 的動畫功能，照文字的出現順序來介

紹平台上的各個功能，此部分因較多說明，以中文解說學生可能聽不懂，可以英文文字

呈現即可，如圖 4。再來是增強板的頁面，若是同步教學時帶大班的學生，教師可以增

加此頁面，讓學生在學習時可以進行加分，增強學生發言互動的動機，如圖 5，請學生

在白色空格內打上自己的名字，接著由老師在下面的空格中，加上 AdobeConnect 內建

的圖形來加分。 

  
 圖 4 功能說明頁        圖 5 增強板頁 

2. 主題導入 

在進入主要課堂前，可先進行主題導入，在呈現圖片、影片或動畫後，詢問學生相

關的問題，開啟其對於該主題的基模。主題導入所呈現的訊息，應該與該主題高度相關，

學生才能夠進行聯想做好學習該主題的準備。如圖 6所示，可請學生看完與主題相關的

影片後，再詢問學生相關的問題。此部分要特別注意的是，教師要提供連結以在頁面上，

當學生在平台上連結發生問題時，至少能用自己的瀏覽器先行觀看，此外也要標明規定

的觀看時間。而請學生看影片前，也應該先告訴學生問題為何，並展示問題於頁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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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能在看影片前，知道應該觀看的重點為何。學習主題頁如圖 7，該頁面的背景圖

要與主題相關，讓學生在看到文字後，能夠透過圖片來理解學習的主題，當然此部分的

文字要大且清晰，讓人一看就懂，輕易掌握學習主題。 

  
  圖 6 主題導入頁         圖 7 學習主題頁 

3. 活動式教學 

活動式教學是學生同步教學的重點，可分為生詞、語法、課文和綜合活動這四部份，

而前面二者又另有練習。不管是進入生詞、語法、對話還是綜合活動，都應該要有個主

要標題頁面，讓學生能掌握自己目前的學習，如圖 8、圖 11、圖 14、圖 17所示。 

3.1生詞 

生詞教學頁中，除了展示生詞漢字、拼音和翻譯之外，可以加上例句，如圖 9瑣事，

讓學生能知道生詞該怎麼在句子中使用，同時句子也要視學生的華語程度來決定是否加

上拼音，若是程度較高的學生，可以不必整句加上拼音，在生詞和不熟悉的漢字上加上

拼音即可，增加學生認讀漢字的機會。此外，也可以在此頁面補充說明相關的生詞，增

加學生的延伸詞彙。而在生詞練習頁中，可讓學生進行線上生詞遊戲、圈一圈或連連

看……等活動，並在頁面上清楚標明活動方式，標示出需要使用的平台工具，讓學生明

白如何進行活動，如圖 10。 

 
  圖 8 生詞頁             圖 9 生詞教學頁  

702



 
圖 10 生詞練習頁 

3.2語法 

在語法教學頁面中，應提供圖片或照片，讓學生理解語法的情境，若能搭配合宜的

動畫出現更好，並且圖片中應無多餘的訊息存在，例如圖 12 的左邊第一個照片，圖中

最好不要出現花、娃娃……等不相干的裝飾物，以免學生被其他訊息誤導，對此語法的

理解產生困難。而頁面中應給予句式，並且提供不只一個例句，讓學生能透過多個句子

的展示，對這個語法的運用更加清楚。在語法練習頁中，可提供情境，引導學生自然說

出對話，若是為造句而造句，學生僅憑空思考，恐怕會有回答的困難。在各項的練習中，

除了讓學生進行聽說練習，打字也是個好方式，可以請學生在聽或讀過問題後，將答案

打在空格內，讓練習變得多樣化，此處可在頁面內提示學生該目標語法，如圖 13所示。 

  
圖 11 語法頁       圖 12 語法教學頁  

 
圖 13 語法練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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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課文 

在進入課文前，可先介紹課文中的人物角色，若是課文中的角色較多，則可有效幫

助學生釐清說話的對象，不造成混淆，如圖 15。課文對話如圖 16所示，將漢字與拼音

作顏色上的區隔，也可讓版面看來更具乾淨整齊。而課文的字體一定要適中，太大學生

不易讀得順暢，太小學生也會難以認字，所以字體大小合宜很重要。此外，在每句的對

話前，若只有人物姓名，學生在輪流讀課文時，可能會需要先認字來分辨此句話是誰說

的，會耗上一些時間，此部分若加上人物的大頭，學生在讀課文時，則能更加直覺的知

道自己讀的人物部分。 

  
圖 14 課文頁       圖 15 人物角色頁 

 
圖 16 課文對話頁 

4. 綜合活動 

綜合活動要要檢驗的是學生該課的的生詞和語法是否都學會了，此時的練習不能只

是重複的操練，而是要能運用學到的生詞和語法，去創造出自己的句子，因此綜合活動

的練習應該要是任務型活動，也就是有完整的情境，完整的目的去創造句子。在畫面上，

要能配合教師設計的情境來呈現畫面，任務中的各項訊息都必須先標示清楚，學生進行

活動才能無礙，如圖 18 的圖中，每個屋子的租金和坪數都標示清楚了，而考慮到學生

對於房子大小的概念可能不像台灣以「坪數」來計算，教師應標上學生能理解的房屋大

小概念，輔助學生進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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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綜合活動頁           圖 18 任務型活動頁 

5. 課堂結束後： 

若是多人教學，為呼應前面的增強板頁面，可在課堂的結束前展示鼓勵頁表揚當日

表現良好的人，鼓勵學生學習，活絡課堂氣氛。此處可運用學生喜歡的事物，或是中華

文化具有的特色事物，引起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興趣，如圖 19 所示。在最後的結尾頁跟

學生說再見作結尾，同時也在畫面中註明下次的上課訊息，作到提醒學生的功用。 

 
  圖 19 鼓勵頁       圖 20 結尾頁 

四、 研究結果 

在結束德國霍恩海姆大學的同步教學課程後，本研究針對同步教學的學生進行了訪

談，希望透過訪談來了解學生對於整體教學的想法與心得。訪談方式為質性的開放式訪

談，讓學生分享經過這次的同步教學課程後，對教學和教材上呈現的訊息有何看法，之

後研究者再接著學生的分享提問。以下是本研究在學生的回饋和訪談內容中，針對教材

訊息作分析後的研究結果。 

1. 教材的訊息能符合學生的學習需求，即使部分看不懂也會有英文輔助。 

因為目前的學生為 A1程度，為考量到學生的程度，在單字和說明上都會有輔助英

文，幫助學生理解。學生反應這對他不懂時，可以提供幫助，可見提供部分的外語輔助，

在學生初期學華語時是可以幫助理解的。 

2. 整個教材的架構很清楚，每個頁面都有小標題或說明。 

學生提到整個教材的架構是清楚的，每頁他都知道要做什麼，因為頁面上有小標題

或者是說明文字，讓他能掌握自己當下的學習，教材上的指示讓學生更清楚自己當下怎

麼進行活動，不會感到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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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材上呈現的圖片對學生的理解很有幫助。 

學生提到對他學習最有幫助的是圖片訊息的展示，因為有時不同語言文字的翻譯是

言不及義的，但有了圖片的輔助，讓他上課時的理解更好，用圖片所營造出的情境，比

教師口頭的說明更有幫助。 

4. 有些畫面上的拼音可以大一些，方便學生唸讀。 

因為初級學生在認字上還沒那麼快速，所以唸讀時還是不免要依賴拼音，學生反應

有時拼音會太小，看不太清楚，導致他閱讀起來沒那麼順暢。關於文字大小所造成的唸

讀不順，研究者之後會將拼音增大，改善教材訊息。 

5. 有些頁面上的翻譯用詞應更改的更適切。 

囿於教材製作者本身的外語能力，有時提示的外語翻譯可能沒那麼恰當，此部分學

生也提出，表示此部分可改進；但他表示這對他本身的學習影響不大，基本上他可以理

解意思，但若是提到教材訊息需要改善的部分，這會是需要改進的一點。 

五、 教學啟示 

根據本文的研究，研究者得出幾點教學啟示，以作參考： 

1. 進行學習者分析，設計適合學習者的學習教材與教材訊息。 

在進行同步教學前，應先對學習者的背景進行分析，以便提供給學習者合適的教材，

並在教材內呈現適切的多元訊息。這部分的資訊可以透過相關單位的提供，或是在進行

正式的課程前，與學生進行相見歡，在線上聊聊學生對於在同步教學課程中的學習需求

和學習中文的經驗，同時教師也可透過這次聊天談話的內容，來測試與了解學生目前的

華語程度，以適當的調整教材內容。 

2. 整體版面簡潔美觀，呈現的訊息緊扣主題。 

教材版面應力求簡潔美觀，讓呈現在版面上的學習內容清晰明瞭，整體版面也最好

與學習主題相關，讓學生在學習時可以自然進入教師所營造的學習情境，例如可在 PPT

的版面上進行與主題相關的美編，緊扣學習主題；但要注意版面的美編別過度花俏，以

免喧賓奪主，反而讓學習焦點模糊。 

3. 每個頁面都標上清楚易懂的文字標題。 

遠距同步教材的頁面會根據教學流程的不同而隨時翻動頁面，因此頁面上清楚明瞭

的標題提示，可讓學生隨時跟上教師上課的步調，清楚目前上課的進度到了哪裡，若是

學生一時分神，或是有事中途離席，也能依照頁面上的標題知道現在上課的重點是什麼，

由上而下，更好理解目前學習的內容。 

4. 頁面內的文字大小要適中。 

教材頁面內的文字必須大小適中，視文字在不同頁面的作用做調整，像是揭示學習

主題、各頁面標題、展示教學內容、說明活動方式……等，重點是要讓畫面看來舒服自

然，又具有提示的功能。如果是學習主題頁，則應該加大字體，讓學生在進入該頁時，

一目了然畫面中的文字，加強其對主題的印象；如果是綜合活動，則說明活動方式的文

字可以小一些，只要學習者能看清楚文字便可，因為若是此處文字太大，反而會佔掉活

動的頁面，模糊焦點。 

5. 進行活動的指令要簡單明確，並提示活動方式或活動規則在頁面上。 

遠距同步教學中，良好的學習成效有賴於良好的互動練習，在練習活動時，教師下

達的指令應該要簡單明確，讓學生有更多的時間互動練習，而非持續費不必要的唇舌在

解釋活動方式。此階段為了避免學生一時聽不懂，導致教師需要多次解釋的可能性，在

練習活動的頁面上，可以加上提示活動方式或是說明活動規則的文字，讓學生沒聽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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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可以自行回過頭來檢視頁面上的提示文字，讓後續的練習活動進行的更順暢。  

6. 頁面上提示的中文訊息應符合學生的華語程度。  

在教學前，教師應該先對學習者作認識與分析，了解其年齡、華語程度、國籍和學

習經驗……等等，這都有助於教師在教材上規劃要呈現的訊息。就文字訊息而言，教材

上呈現的文字要視學生的程度來決定是否全中文，若是程度較低就會需要外語翻譯作輔

助。此部分可以學生的母語作輔助，當然這也決定於教師本身多國的外語能力，一般而

言，以英語作為翻譯輔助在中文提示旁邊是可行的。 

7. 圖片和動畫的選擇要適當且清晰度高，便於學生理解和觀看。 

呈現在教材上的圖片和動畫要清晰，讓學生便於觀看，同時也要慎選與所欲表達的

概念相貼切的圖片或動畫，以免造成「圖不及意」的狀況發生。例如：要教的生詞為「旅

行」，但卻只放了一張一個人背著背包在走路的圖，若是學生透過圖來理解那個生詞，

圖片訊息量過少，可能就會造成一些歧義或誤解，以為是郊遊、走路、爬山……等等，

可見圖片選擇不周，就會演變成教師又要多作解釋，再次浪費寶貴的練習時間。 

8. 提供的圖片和影音訊息要配合學生的年齡。 

教材中使用的影音和圖片應符合學生的喜好，並且從學生的已知經驗出發，讓學生

易於理解。如果是兒童，可以配合學生的喜歡的事物，使用生動可愛的卡通圖片或動畫

片，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並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如果是成人，則可使用真實生活的照片

或影片，會更一目了然且與真實生活做連結。 

六、 結論 

在同步教學的過程中，其實互動的不只是教師和學生，教材、平台，學生和學生之

間，也在不斷持續的互動著，良好的四方互動，能整體的教學達到良好的成效。而同步

教學中，教材訊息的充足與否也在整個教學中扮演著不容忽視的角色，若能將教材上的

多元訊息完整呈現，學生在學習時，便能更加輕易的有效理解教材，在教學的過程中，

將更能跟上教師的教學步調，清楚教師所發的每個指令，某些疑問自然也能透過教材上

提供的訊息而獲得解決，降低可能發生的學習焦慮與挫折；再加上教材版面的情境營造，

學生整個人也將更能融入學習情境，減少教師說明與教學重點無關的事項的時間，讓教

師的教學變得更加流暢，建構明快節奏、高度互動之同步課程。本研究透過初步提供同

步教學的教材設計與多元訊息呈現的看法與示例，希望能提出較全面之華語同步教材訊

息，對學生的學習產生助益，同時也期望能減免教師編製教材耗時摸索之困境，讓同步

教學的課程能夠愈趨完整與流暢，使師生雙方都能有所助益，帶來研究效益，同時為華

語同步教學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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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語言學習的生態學習理論建構內容導向教學的理論基礎 

陳振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暨研究所 

psyjyc@ntnu.edu.tw 

摘要 

語言是人類特有的認知工具，語言的學習與使用也是人類主要的認知活動，因此，有

關語言學習的理論，不論是母語的還是第二語的，大多是建立在認知科學裡所提出過的認

知理論上面。檢視認知理論的演變可以看出，早期將認知看待成是一種脫離環境與身體經

驗的抽象符號系統，時至今日，有愈來愈多的學者願意接受認知是具象的、是因地制宜的、

是延伸於大腦之外的看法，這種看法把認知視為一種動態系統或複雜適應系統，具有高度

的生態效度。從事語言學習研究的學者及教育工作者也開始調整他們對語言學習的看法與

作法。這種語言學習的觀點認為語言是人類用來與環境中的人事物建立關係的社會認知工

具，學習語言是在學習使用這種工具建構人與世界的關係，並從其中獲得生活與生命的意

義。這種生態意義建構的觀點為語言的學習提供了所需的動力機轉，有別於偏重機械面的

主流語言學習觀點。 

關鍵詞：第二語言習得、內容導向教學、認知科學、生態學、符號學 

一、 前言 

受到語言學結構學派及心理學行為學派的影響，早期的外語教學以語言本體為重心，

透過機械式的操練，讓學生掌握語言的各個部分。即便在認知革命之後，這樣的側重仍然

未變，只不過是語言的本體由表面的形體轉換成內在的知識，而援引的心理學的理論則從

行為學派轉成古典認知學派。但是，社會語言學界與認知心理學界倡議社會文化理論的學

者事實上一直主張外語教學應該以內容為重心，由內容的學習引導語言的學習。內容導向

的語言教學（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CBI）就在這樣的教育信念下發展出來。一開始是

加拿大和美國推行沉浸式教學獲致相當程度的成功與肯定（Cummins, 1979; Genesee, 1985）。

接著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Bernard A. Mohan於 1986年推出了一本著作 Language 

and Content，為語言教學應以內容為本的基本理念提供了理論基礎；隨後 Donna Brinton, 

Marguerite Snow 和 Majorie Wesche 三位學者在 1989 年出版了 第一本以 CBI 為名的書

Content-Based Second Language Instruction；1997年 Stephen Stryker and Betty Lou Leaver編

著了 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Models and Methods。大約同

一時期，芬蘭的學者 David Marsh及其合作者（Do Coyle, Philip Hood）也提出一個類似的

外語教學框架，名為內容結合語言併行的學習（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CLIL），並於 1994 年促使歐盟委員會採用了 CLIL這個名稱做為推動全歐語言教育的教學

框架（Marsh, 2012; Marsh & Frigols, 2012;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3）；

2010年 Do Coyle, Philip Hood, David Marsh出版了第一本 CLIL的書 CLIL: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從此 CBI/CLIL的教學取向日益受到重視，相關的研究如雨

後春筍一般。這些研究以實務探討居多，理論建構較少。Dieter Wolff （2003）曾經建議以

建構論（constructivism）做為 CLIL的理論基礎，本文嘗試以 Leo van Lier（2004）所提出

的語言學習的生態學與符號學理論（the Ecology and Semiotics of Language Learning）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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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導向教學及內容結合語言併行學習這兩個第二語學習取徑的理論基礎。 

二、 認知科學與第二語習得理論的流變 

語言活動是最具代表性的心理活動，有關語言和語言學習的理論一直是跟著心理學的

理論亦步亦趨地發展，心理學的理論又以認知科學的主導性最強，因此，有關語言和語言

學習的理論也一直是認知學派獨領風騷。但是，認知理論在變。Barsalou於 2010年在 Topics 

in Cognitive Science期刊上回顧了過去三十年裡認知科學理論思潮的變化。這個變化中一個

明顯浮現的主要思想是，認知植基於社會文化環境的脈絡裡，認知不是一種脫離環境與身

體經驗的抽象符號系統，而是具象、因地制宜、延伸於大腦之外的動態系統或複雜適應系

統，具有高度的生態效度。 

同時間，第二語習得理論也跟著在變。我們從幾本相關著作的內容可以觀察出這樣的

變化。Mitchell, Myles & Marsden (2013)出版的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heories這本書的

大部份內容仍以語言學及認知心理學的理論解釋第二語習得，社會文化觀點的介紹只有一

章。但是早在 1997年，Firth and Wagner就已經點出第二語習得的研究過分偏重認知與心

智層面、輕忽社會與情境的重要。2003年 David Black 呼籲第二語習得的研究要轉向，從

比較機械的輸入-互動-輸出觀點（the "Input-Interaction-Output" model）轉向跨學科接受社會

語言學與社會歷史學開示的觀點。2004年 Leo van Lier直接以社會文化的觀點闡述語言學

習的生態學意義與符號學意義。2011年 Dwight Atkinson則提出第二語習得的另選取徑，並

試圖將認知與社會取徑做結合。Atkinson 的著作尤其能反映第二語習得理論的變遷趨勢。

但是 van Lier的著作提供了更宏觀的角度幫助我們了解語言學習的本質與真義，而他的觀

點正符合 CBI/CLIL的理念。 

三、 內容導向教學及內容結合語言併行學習的核心概念 

內容導向教學（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CBI）是北美學術界針對第二語學習提出的

教學理念，其核心概念是以內容引導語言的學習，但是兩者要能相輔相成，終極目標是學

生在內容和語言都獲得應有的學習成就（Brinton & Snow, 2017）。內容結合語言併行學習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CLIL）是歐洲因應其多語多文化的社會環境，

為促成人民的流動力，而提出的第二語教學理念，其核心概念是將學生所要學習的學科內

容與所要學習的第二語言結合在同一個學習活動裡，兩者併行，相輔相成，其終極目標也

是希望學生在內容和語言都獲得應有的學習成就（Marsh & Frigols, 2012）。這兩種教學理念

名稱與發展背景雖異，本質並無不同，無須刻意區分（Cenoz, 2015 亦持此觀點）。以下本

文用英文 CBI/CLIL併稱這兩種教學理念。 

Coyle, Hood, and Marsh (2010)在闡述 CLIL時曾提出的 4Cs框架頗能反映 CBI/CLIL的

教學理念與精神。他們首先討論內容學習、語學習言、和文化學習的涵義。他們認為內容

的學習是一種知識的建構與認知的發展，老師除了要思考讓學生學什麼，更要思考怎麼教，

才能讓學生有效地建構知識與發展認知。而在思考怎麼教的時候，需要參考一般的教育哲

學與學習理論。John Dewey, Jerome Bruner, Lev Vygotsky等所主張的社會建構論強調學習是

學生帶頭、老師引導、與他人互動的自我建構過程，必須有適當的社會文化情境支撐，也

必須啟動各層次的認知活動，尤其是問題解決與高階思考。簡而言之，內容的學習就是思

考的學習。 

在語言學習的部份，Coyle, Hood, and Marsh 提到Mohan and van Naerssen (1997)對語言

709



的看法，這個看法認為，語言是學習的媒介、而非學習所要獲得的物件，語言既是意義也

是形體，對話不只表達意義、更在創造意義，語言的發展是終身的、在一生的受教育期間

尤其如此，我們獲得各個領域知識的同時，也獲得這些領域的語言與意義。根據這樣的看

法，Coyle, Hood, and Marsh 提出語言的三個需求面：language of learning, language for 

learning, language through learning。「學習的語言」指的是學習基本知識技能所需要用到的

語言，例如在談論不同主題與內容時所用到的特定語體。「幫助學習的語言」指的是為了幫

助學生在外語環境中進行各種學習所需要的語言，例如聊天、描述、提問、討論、評論、

辯論、做結論、求助、與人合作等等所需要用到的語言。「學習產生的語言」指的是經由各

種內容的深層學習而獲得的語言，深層的學習涉及批判性的思考與世理的洞察力，是一種

創造的過程，既創造意義，也創造語言。 

至於文化的學習，Coyle, Hood, and Marsh認為重點不僅在於培養文化覺識，更要具備

跨文化的理解。文化牽涉思考的方式與語言的形式，不同的文化對世理的認知不同，用來

傳達所認知的世理時所使用的語言形式也不同。因此，跨文化的理解牽涉到用不同的方式

思考、用不同的語言溝通。 

4Cs框架是結合上述內容學習、語言學習、文化學習的涵義而建構的。4C指的是Content, 

Cognition, Communication, Culture，內容、認知、溝通、文化。這是一個有社會文化情境支

撐下的語言學習框架。在此框架下的語言學習會遵循下列的準則： 

1. 學習內容不單只是為了獲得知識與技能，更在於學生創造自己的知識、發展自己的

技能。 

2. 內容的學習涉及認知與思考，必須考量內容學習對語言的要求，也要考量進行相關

的認知與思考時所需要的語言，並幫助學生掌握這部份的語言。 

3. 語言的學習必須呼應一般的學習情境，一般的學習情境是在建構自我的知識與思想、

發展自我的認知能力。語言教學是要支撐這樣的學習，要讓學生可以取得學習所需

的語言，這樣的語言必須看得到、拿得到。 

4. 在一般的學習情境裡，互動是學習的關鍵，這對於透過外語所進行的學習，意義更

為深遠。 

5. 文化和語言的關係錯縱複雜，跨文化的理解是 CLIL的根本。 

6. CLIL必須放在更廣的教育情境下發展與實現，將一般教育情境中的變因納入考量，

方能竟功。 

四、 語言學習的生態學意義和符號學意義 

生態學講的是一個有機體與其所處環境的互動關係與狀態。符號學論述的是意義的建

構。人是一個有機體，語言是這個有機體用來與其所處環境建立關係、建構其生活意義的

社會工具，同時也是認知工具。從生態學和符號學來看，語言學習有以下幾個特點（van Lier, 

2004, pp. 4-8）。 

4.1. 關係Relations 

語言是一種人與人、人與世界的關係，學習語言是在學習如何有效地與人、與世界連

結。這其中有一個關鍵概念，就是 affordance（負擔、承受、承載、載能），這指的是生物

體（學習者）與環境的某種關係，這種關係會提示生物體對環境可以或不可以採取的行動。

環境裡包含了各種物理的、社會的、和符號的 affordances（載能），提供人們行動的依據。

語言是一套有系統的關係，而非諸種物件的集合。這樣的觀點直接影響我們對語言學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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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理解。 

4.2. 背景環境Context 

背景環境不是環繞語言的東西，背景環境既定義著語言，也被語言所定義。做研究的

時候我們常被提醒要把背景環境納入考慮，這種思考把背景環境當成外加的因素，但是在

生態學裡，背景環境才是核心。 

4.3. 型態與系統Patterns and System 

語言是型態的型態、系統的系統、是彼此連結的型態，這有別於規則與結構。規則與

結構讓人聯想到的是既定或可預測的狀態、以及不因時空而變動的情景。型態是根據經驗

形成的規律，是自然界原本就存在、而由生物體捕捉內化的。語言雖是人造的，但是人做

為自然界的一個有機體，演化出捕捉環境的型態與規律的機制，所製造產生出來的語言也

就具有這樣的特性。語言在語音、詞彙、語句、篇章對話等各個層次都有其規律，合成一

個複雜系統（王士元 2006；Larsen-Freeman, 1997; De Bot, Lowie & Verspoor, 2007）。有學

者認為這樣的規律本質上是統計性的（statistical and stochastic）、這樣的系統是動態的。人

經由使用語言的經驗而捕捉到語言的型態與規律，進而發展成一套系統（Barlow & Kemmer, 

2000; Tomasello, 2005; Rebuschat & Williams, 2012; Cadierno & Eskildsen, 2015; 王贊育、陳

振宇 2015；陳振宇，2015)。 

4.4. 浮現Emergence 

語言的學習不是一種漸進線性的獲取過程，而是一種水到渠成式的自然生成與浮現。

簡單的元素組合起來會出現一個高階的系統，有別於個別的元素或這些元素的組合，這就

是浮現。這個高階的系統與其構成的元素有本質上的不同，有完全不同的規模，有不同的

意義與不同的功能。在語言裡，語法從詞彙浮現出來、符號從工具浮現出來，學習從參與

浮現出來，語言的熟練是從這些浮現的變化中浮現出來。 

Paul Hopper (2002)進一步提醒我們，英語中的“emergent” 和“emerging”不同。“Emerging”

意含完成，但“emergent”只強調朝著某種完成的終點不斷移動，終點卻一直延宕。語言結構

在本質上也是常處於未完成的狀態，是一個執行中的工作、修建中的建築（a work in progress, 

a site under construction）。 

4.5. 品質Quality 

（受）教育的經驗，品質很重要。品質與標準截然不同。好比一個人的生活標準可以

很高，但是品質很差，也可以標準很低，但品質很優。教育亦如是。追求高標準的結果是

考試愈來愈難，以致於學生不再有時間接觸音樂、藝術、戶外活動、探索知識、開拓視野。

學習必須建立在喚起學生內在需求的目的上，必須具有生命的意義。 

4.6. 價值Value 

所有的行動、所有的研究、所有的實踐都涉及價值，都攜帶某種價值、由某種價值驅

動、也產生某種價值。有人說，語言教育是一種探究價值的科學。這與傳統笛卡兒式的科

學觀有所不同。科學應該是一種有批判性、有道德性的事業。教育是要引導學生發展及建

構一個具有倫理和道德意義的自我與身分，一個新的真實，而非被動地進入一個既有的社

會文化歷史裡，一個舊的真實。 

4.7. 批判精神Cr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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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語言學習強調的是質而非量、是價值而非客觀事實或現狀，那麼語言學習就必然

要有批判性。換句話說，我們需要時時檢討我們所教的是否符合我們所宣揚的教育目標和

理想，如果沒有，就要修正做法，以期可以實現目標與理想。這種批判精神要求我們得不

斷地評估我們所令發生的與我們期望發生的是否一致。此時，來自官僚和其他非理性的控

制力量勢必會橫加干預與阻撓，而具批判精神的生態學就意味著採取一種比較激進的路線，

但為的是了解並積極促進健康的人文價值。 

4.8. 多樣Variability 

龍生九子、各有不同。好的老師要能了解學生，這意味著尊重學生的個別差異。不同

的學生需要不同的教法、不同的學習環境、不同的學習機會。同樣地，教育制度也是各國

不同、各地有異。當前的教育制度既宣稱要消弭差異、卻也因挑選學生而製造了差異。 

4.9. 多元Diversity 

多元與多樣不同。多樣指的是不同的學生有不同的學習方式，老師必須體認到這種多

樣性，並因材施教。多元指的是在一間教室或一所學校裡納入不一樣的學生和不一樣的老

師。換句話說，一個社會需要各式各樣的人才。在生物學裡，多元是一個生態系統維持平

衡的關鍵；同樣的，一個包含各種語言、種族、宗教、利益的多元社會才是一個健康長久

的社會。就語言學習而言，不宜堅持單一的標準語，而應接受各種方言、風格、場合的語

言。學生也應該要習於這樣的多元性。多元是文化和個人生命力的展現。 

4.10. 活動Activity 

語言是活動，不是物體，存在於世界中，而非腦袋裡。語言學習也是活動。學習必須

在各種與人合作或獨自為之的活動中進行。在這樣的生態系統裡，每一個學生都是自主的，

可以根據自己所處的社會情境決定其行動的意義。自主不表示獨立或個人主義，只意味著

在自己所屬的社群裡有權決定自己的行動、為自己發聲、在情感上能與自己的行動與言語

連結。這種自主用 Bakhtin (1981)的說法是對話性的，是在社會情境中產生，但是轉化為自

己的擁有。 

五、 語言是一種建構意義的系統 

語言是一個我們賴以建構意義的系統（a meaning-making system）。我們利用語言和自

己對話、和他人溝通、與環境互動，藉此建立適當的關係，構築我們生活的目的與生命的

意義。我們雖然也利用非語言的工具建立這些意義，但是語言有著獨特且無可替代的功能。

這種意義與周遭的生態環境密不可分，是建立於其上的；所以，語言的學習不能脫離生態

環境而進行。 

語言的學習是自然且必要的。在封閉的社會裡，語言學習只涉及母語；但是在開放的

社會、全球化的生態環境裡，第二語、乃至第三語、第四語的學習也是一件自然且必要的

事。結合生態環境的語言學習會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 

教師的角色在引導學生使用語言建構其生活的目的與生命的意義。學生學習第二語言

是在擴充、重組這個意義，所以只能由學生主動為之，不能被動由教師教之；背離此原則

時，學習便失去意義，也就不會發生。 

語言學習是終身的活動，有因人而異的進程，隨著所建構的意義的深度與廣度開展。

因此，語言學習需要因人、因事、因時、因地、因物制宜，伺機而學。單一的教師、固定

的教材、標準化的測驗不足以支持語言的學習。語言學習需要彈性地善用週遭生態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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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類資源。 

語言學習涉及價值的建立，需要批判性的思考。語言的使用不是中性的，會傳遞某種

價值與觀點，可以助人、也可以傷人，可以忠於事實、也可以扭曲事實，可以反映現實、

也可以創造現實。 

杜威曾經提出「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的主張，從生態學和符號學的語言教育觀

點來思考，我們主張「語言即生活、社會即教室」。 

六、 總結 

學習是一個生物體時時刻刻都在從事的活動，是自然且自發的。學習皆有其目的、功

能與意義，缺之則學習不會發生。語言學習亦如是。語言是個體之間為達成某個目標所進

行的一種相互合作、共同注意的社會活動。除了發聲器官外，其它的肢體也參與其中。當

下的活動情境定義了語言所傳達的意義。語言教學需要讓學習者在真實的社會情境裡使用

語言進行相互合作、共同注意的社會活動，這樣語言學習才能自然而然地發生。 

Tomasello (2009)曾經指出，語言習得同時涉及兩大機制，一是型態尋覓（pattern finding）

機制，一是意圖判讀（intention reading）機制。前者屬於認知性的內在機制，是一個學習

機器的機械部份，負責處理如何的問題；後者屬於社會性的外在驅力，是這個機器的動力

部份，負責處理為何的問題。以往認知科學理論及第二語言習得理論過於強調如何的部份，

第二語教學也跟著過於致力於解決如何的問題；相對的，為何的部份被輕忽了。其實，語

言既是認知工具，也是社會工具，語言學習必須同時啟動認知性機制與社會性機制方能水

到渠成。生態學和符號學的語言教育觀點能兼顧語言學習的認知層面與社會層面，與

CBI/CLIL的語言教學取向有一致的精神，適合作為檢視後者執行時的理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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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語言與內容教學的兩難：以中國歷史概論課程為例 

杜昭玫 

一、研究背景 

在中國經濟崛起及全球化的過程中，學習華語的人數急遽攀升。隨著華語教育進入

世界各地的教育系統中，其教學法及教材亦須一再被檢視，檢討其是否能符合各地華語

學習者的社會語言背景以及學習者的學習需求。近來的華語熱與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政治

與經濟腳色的改變息息相關，而不可否認的，學習華語最佳的方式即為至華語為母語的

社會中學習並與華語為母語者進行深入且密集的互動。在臺灣的大學追求國際化指標上

的展現時，所著眼的往往是以英語課程的提供以吸引國際學生。而英語系國家，則是夾

著強勢語言的優勢，坐收國際化及英語化這個迷思(?)的成果。究竟何者為因、何者為並

非此研究所要討論的重點，反之， 本研究所欲提出的議題是，當華語逐漸成為另一個

世界語言時，華語教學領域的學者及實踐者是否已準備好面對這個新的挑戰?當華語大

量進入教育系統中，華語教育如何因應以符合各地或各種學制中課程標準及課程大綱的

要求？當各個專業領域的專業人士須以這另一個世界語言進行溝通時，華語教育是否提

供了足夠的資源來支援這樣一個新的國際溝通及交流趨勢?或者，換另一個角度來看，

華語教育是否能夠為未來塑造出一個以華語作為另一個國際語言、另一個國際政治、經

濟、社會、商業及跨文化領域溝通中一個共通語(lingua franca)?換言之，是否有一教學

法可提供一較為全面，兼顧專業知識內容與語言教學？ 

綜觀當前華語教學領域中的教材與教學法，大多以語言溝通為焦點，除卻以主題為

編寫原則之外，語言的內容較少為著眼之處。雖說語言是文化的載體，但當語言需扮演

知識傳播的媒介，而本身又是學習標的時，二者之平衡，甚至是重點，就成為一個難題。

另一在外語教學中教相關之研究與教學法則是專業外語教學。針對專業外語教學及內容

導向教學之比較，已有多篇研究提出看法與建議，此處不再多加贅述，而僅針對其適用

對象及適用領域提出看法。一般而言，雖然專業華語之教學已逐漸在教學及研究上漸受

重視，但其運用之領域仍以大學及成人教育為重點。專業外語之學習者往往在專業知識

上具備自學之能力，或是已具備相關知識。在此情況下，專業外語之學習往往著重於語

言的學習，如專業詞彙。至於專業知識內容，則是語言教學者需求教於外之事。而在高

等教育以下之華語教學，教學內容語言言之結合成為一種必須，因在學科與語言課程分

流之情況下，語言教學之課時勢必一再受到擠壓，學習成果勢必大打折扣。也因此，將

內容與語言教學合一的內容導向教學法在加拿大及美國應運而生，而在歐洲，則是將此

教學法名為內容語言整合教學，二者或有細微差異，但大致上仍是以知識內容與語言教

學並重之教學法。 

回到前文所說之全球語言，或是國際語言，在專業領域之展現，以及國際化之另一

方向之引力。華語在日漸受重視之後，逐漸將由所謂較少被教之語言（less commonly 

taught language）晉升到第二外語或甚至是第一外語的地位。語言的學習若需到歐洲共

同語言架構 CEFR C1 之程度，所需能做到的語言能力為「能了解不同領域且篇幅較長

之文本，能流暢無礙的表達自己的想法，能根據多種社會、學術及專業目的而彈性且有

效的使用語言，且能針對複雜的話題產生清楚、結構良好、詳細的文本，並有控制的使

用文章結構、連接詞及語言銜接機制」。有此即可見語言學習的目的不僅僅是日常溝通，

若欲成為流利的語言使用者，必須具備針對多種社會、學術及專業目的使用適當的語言。

這時，語言的內容亦成為重點之一。此為歐洲共同語言架構中的語言能力標準之描述，

ACTFL 之外語學習中所訂定之標準，如 5C’S，亦承載著類似之內容。在 ACTFL 外語

715



學習標準中，文化、比較及連結這三個要點所涵蓋的即為對於目標與文化內容的瞭解及

跨文比較，而跨文化的比較往往無法透過單一語言的翻譯充分獲得傳播，必需透過對語

言的學習，並透過此學習而深入瞭解其文化，方能瞭解語言所包含之文化內涵。內容與

語言之並重在此亦愈加彰顯。 

綜上所言，內容與語言整合之教學，或是內容本位教學，有其必要性，而以下本文

將針對內容導向學之源起及優缺點做一整理，並以台師大華語系國華組之歷史概論課為

個案，說明內容導向華語教學之可行性及實際操作上之優勢及挑戰。 

二、文獻探討：內容導向教學之源起、優勢與挑戰 

內容導向教學最早之案例出現於 1965 年的加拿大法語沉浸式教學。最早的實驗是

在奎北克的一間幼兒園中，實驗的目的是為了瞭解如何才能成功教好及學好語言

（Lambert & Tucker 1972）。這項實驗的成功使得當地教育單位及民眾開始於中小學也開

始積極設法語沉浸教學課程。由最早僅僅 20幾個幼兒園園中的學齡前兒童，到 2000年

快速增加至 325,000人（Canadian Parents for French 2000，甚至到了 2017年已有 378,000

個學生加入這沉浸課程。此沉浸教學課程乃內植於雙語教育中，最早在幼兒園中實施是

建立於以下語言理論之基礎上，包括語言學習愈早開始愈好、需密集且長期曝露於目標

語中、以及能促使學習者瞭解並使用目標語之活動。其課程規劃是自由幼兒園至二年級

以法語為唯一課程媒介語，教授各個科目，直至二年級。在二年級近尾聲時，才將英語

課程（閱讀、寫作及拼寫）帶入。 

法語沉浸課程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研究明顯指出法語沉浸課程比一般每天上 30

─40分鐘的法語核心語言課程（Core French Programs），上完全部課程的學習者幾乎無

法在日常生活中以法語交談（Canadian Parents for Franch 2008）。根據Wesche（2002）

的分析，法語沉浸課程在加拿大的成功要歸功於以下因素：學習者均為英語為第一語言

者；學習者法語程度均有限；學習者均「自願」加入此教育制度；兩種語言均受到父母、

社區及社會之重視、兩種語言在類型及分類上具有關聯性、學校經費與決策為地方政治

所控制、有足夠的法語為母語者之教師及法語學習資源（但語言或內容或需有所調整）。

雖然法語沉浸課程需面對以上的挑戰，但其之所以被重視之原因部分在於學習者最後在

學習上的表現。雖然因為英文課程直到約三年級才被加入，導致學習者在英文標準測驗

上的成就較差，但一旦因英文課加入後，法語沉浸課程學生英語測驗的分數與一般以英

語授課的學習者結果相差無幾，甚至超越後者(Genesee 1987, Lapkin et al. 1991, Turnbull 

et al. 2001. 在專業學科的表現上，法語沉浸課程學習者在數學、科學及社會科學等學科

表現上與以英語為學習媒介語之學習者的表現差不多（Halsall 1989, Calve 1991）。 

但以上之成功因素分析需要進一步檢視是否確立，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成功因素

是否禁得起時的考驗。在 CTV News 2017年的一篇報導中，加拿大雙語教育的成效出現

了挑戰，各方面的批評如其隱含之菁英主義及特色課程(specialized program)相對缺乏。

此二者為沉浸課程外部之因素，但與本研究較為相關者為內部因素，包括不符合需求之

教材及、以法語母語之教師供應不足及學習者無法真正流利表達或在語言形式上不夠正

確。而這三者也正是所有語言教學面臨到挑戰：不符合需求的教材、教師及教學法。這

些反映在學習者的學習成果上即出現了語言技巧的不足，與母語者比較起來，法語沉浸

課程之學習者詞彙不足，且語言產出中出現第一語言的影響（Harley 1992）。Swain(1985, 

1991, 1995)亦針對法語沉浸課程的缺點說明此類課程學習者在語言產出上，說和寫的能

力均有限。語言形式上的不正確，包括發音、詞彙和語法，為二語教學之共同問題，但

這又涉及所謂的二語教育是否真能完全讓學習者在詞彙、發音、語法和流利度上達到近

似母語者的語言程度？如若這是二語教育追求的目標，姑且不論其是否實際或是否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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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性，這是在內容導向教學中所必須正視的問題。 

由法語沉浸課程之例子可知，語言形式不夠到位是二語教育或二語教學一個共同的

問題，內容語言整合的教學或許能使學習者在專業知識的學習上達到與母語者一樣的程

度，但是在語言形式的正確性上卻遭遇了諸多的挑戰，針對其他語言沉浸教學的相關研

究亦指出同樣的問題。如一些研究結果顯示，在英語沉浸課程中學習者口語表達中語法

不正確、詞彙不夠精確、發音不標準等（Harley et al. 1986, Menke 2010, Mougeon, Nadaski 

& Rehner 2010）。面對這樣的挑戰，Swain （2005）提出了輸出假說（output hypothesis），

強調在課堂中以情境適合且相關的語言形式支持內容學習的活動，而透過輸出，學習者

才真正的將。此假說對於內容語言整合的學習不啻為一盞明燈，但須注意的是，在幽暗

不明的路上，明燈會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另外如 Mohan（1986）所提出的知識框架

（knowledge framework）即為另一受到重視內容導向教學法。而本研究則是主要以輸出

假說的教學法為基礎，說明課程之目標及設計。 

三、中國歷史概論課程設置、規劃與教學成效評估  

臺師大華語文教學系國華組課程與加拿大法語沉浸課程之最大不同在於其學習環

境使學習者的課堂外即是目標語社會。相對於法語沉浸課程的學習者在課後甚至課間同

儕間無可避免的仍是以英語交談，於臺灣的目標語為強勢語言的情境下，學習者曝露於

目標語之密度更強、時間更長。在此優勢之下，將內容與語言整合於課程中的可行性更

高。但課程中所面臨的挑戰仍是如何同時提高學習者專業知識與華語程度。以下將說明

國華組中學習者背景、中國歷史概論課程之設計，學習者學習成效及回饋。 

1學習者背景及課程設置 

國華組學生之基本入學門檻為曾在正式語言機構學習華語達 180小時以上。入學時

之語言程度，依據 2017年入學新生參加華測會之華語快篩結果為 A1的 10%（3人），

A2的 13%（4人）、B1的 57%（17）、B2的 20%（6人）。此中國歷史概論課為二年級

必修課，加上本校其他系所之外籍生及交換生，每學期修課人數往往多達 50人。 

2課程設計 

課程設計如下： 

（1）課程目標： 

使國際學生對中國史發展大勢及重要問題有一概括了解。 

培養學生歷史思維的能力，並引發國際學生研習中國史的興趣。 

激發同學以比較歷史的觀點，探討、歷史論述的差異與立場所在。 

（2）評量方式 

出席與課堂參與        15 % 

作業                 20% 

小考                    20% 

口頭報告                15％ 

期中考                 15 %   

期末考                  15 %   

（3）語言與內容結合之教學活動： 

a.歷史領域詞彙之重現與篇章之輸出 

本課程之教材為教學者自編。作為一個專業領域，歷史概論具備其特定詞彙，即在

此領域中使用頻率較高之詞彙，目前雖未有相關研究或統計，但中國歷史中關所做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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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節上雖不盡相同，但於君王之類別上大抵相似，如仁君、暴君、大興土木、橫徵暴歛

等詞彙即不斷重複出現。另外，依據此原則，加上課文中提供的句型鷹架，學習者可理

解語言之用法，並透過其他情境，產出包含此詞彙及句型鷹架之敘述，如以其國家歷史

中的一位君王為例，描述其類型及所作所為，甚至可透過比較方式，提升學習者之語言

與對專業知識之認知。另外朝代的建立與滅亡，建都與遷都歷史等亦是每個朝代均會發

生之事件，亦成為每課重複出現之詞彙，因此，「。。。為。。。。所滅」之句型亦頻

繁出現。藉此，語言與內容獲得整合。 

b. 教學短片之上傳 

因課時較少，且學生程度存在著差異，故本課程就每課重要概念或重要歷史事件製

作教學影片，供學習者於課前或課後觀看。上課時則以提問方式檢視學習者對於影片內

容之瞭解。 

c. 期中及期末考 

考試內容包括詞彙之發音、理解及使用，以及，不可避免的，歷史內容的記憶及理

解。但亦讓學習者可針對一些歷史事件書寫由個人角度出發之看法。 

d. 課文錄音及多媒體期末口頭報告 

因修課人數偏多，課堂上之個人口語輸出機會較少，故於學期中除要求數次錄音作

業，讓學習者自行閱讀課文內容及發音。期末口頭報告採用每位學習者製作影片說明及

介紹一位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並講影片上傳供所有學習者上線觀看。此期末報告則為

檢視學生學習成效之一重要指標。 

4學習成效評估 

（1）錄音作業 

在一般課室對話中，為增加學習者表達的自信及流利度，教學者對於語音正確度的

干涉度較低。而為強調語音之正確之重要性，錄音作業給予學習者機會透過重複練習而

改善發音，同時透過錄音作業亦使學習者必須多次反覆閱讀課文，亦增加其對於專業知

識內容之記憶與理解。由學習者繳交之錄音作業即可見其對於發音及聲調之專注及明顯

可見之改善。此學習成效意見於數位期末報告中。 

（2）期末報告主題之選擇多元、發音清楚、詞彙使用精確、敘述有層次且包含批

判性思考： 

學生能夠自行蒐集資料並閱讀，以口語方式報告所蒐集之資料，並就部分內容進行

分析及評論，顯示學生對於歷史資料之蒐集能不僅是限於重複內容，而能進一步進行批

判性思考。 

四. 學習者回饋 

期末另行請學習者填寫問卷，就其學習成效及自覺促進其學習成效之教學工具或方

法進行調查。問卷請詳附件。 

問卷共發出 50 份，回收支有效問卷 40 份。100%（包括非常同意及同意）之回覆

認為此課程使其對於中國歷史有了更多的瞭解並希望還能上其他關於中國歷史的課。在

聽說讀寫能力之提升上，50%認為此課程讓其聽力進步了；43%認為此課程讓其口語能

力進步了；63%此課程讓其閱讀能力進步了；45%此課程讓其寫作能力進步了。尤以上

結果可知，學習者透過此課程更瞭解中國歷史，但是對於此課程所帶來的語言能力上提

升雖不至於趨向負面，但仍較中立，原因在於在二年級課程中同時仍有會話、聽力及讀

寫等必修課程。相對於這些語言課程明確針對某一項語言技能進行練習或訓練，內容為

本位之課程雖整合了內容與語言之學習，但在語言能力之提升部分較無法為學習者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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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容層面上，因為此課程針對語言形式有所著墨，確實增加學習者對於內容之理解。

而在數位化之口頭期末報告中，大部分學習者亦展現其對於此課程中內容的掌握及語言

之應用。 

對於課程材料中，學習者認為對其最有幫助者為教學短片，占 63%；認為是課程中

教師使用之 PPT 者為其次，占 25%。教學短片提供多媒體輔助，使學習者更瞭解課程

內容，而 PPT雖亦是多媒體素材，其主要之幫助在於圖片（包括人物圖及關係圖等）及

補充資料之提供。  

五、結論 

內容導向華語教學為華語教學邁向另一更寬廣之全球化語言不可或缺之方向及方

法。專業領域及正規教育系統中的語言學習不可偏廢於純粹語言形式的分解及語言知識

傳授。由法語沉浸課程超過 50 年之實施結果可知，純粹語言學習不但無法在語言能力

上超過內容導向教學之語言學習成效，在學習者整體的認知上亦沒有太大的學習成效可

呈現。以內容語言整合的學習方式，或以內容導向之學習在已知識為基礎架構之學習前

提下、加入針對語言形式的練習可使外語或二語的學習更為有效且更完整。本研究呈現

之課程設計、學習者學習成效及學習者回饋並非在提供一個最佳內容導向之學習方式，

而是強調語言形式的練習實際上將更增加學習者對於專業或學科之事內容的記憶、理解

與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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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觀點為主軸的內容導向華語會話課程設計 

王贊育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暨研究所博士生 

摘要 

Krashen (1982)曾指出成功的語言（外語）學習奠基於意義層次的理解，而非語言的

表層形式。相似的主張亦於語言教學範疇中以不同的形式呈現，諸如內容導向教學 

(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CBI)或歐洲教育中經常採用的內容及語言整合學習(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CLIL)，兩者之基本概念皆強調讓學習者使用外語以學

習特定的內容，在學習內容的同時增進對外語溝通及形式的掌握。本文所述之課程以凸

顯文化觀點為內容主軸，導入內容導向的 4Cs框架 (Coyle, 1999)，設計會話訓練課程。

課程以數個具有文化特色觀點的討論主題串連，內容包括時事新聞、道德價值觀、文化

碰撞等等，以帶動學生在討論時體察到彼此的文化背景與立場差異所帶來的影響。教師

使用學生目前可理解的語言揭示主題內容，設計討論項目，建立一個自然且能充分使用

華語之目的與情境。一般會話課程之目的主要在提升學習者的華語溝通能力，但往往忽

略了在做中高級學習者的溝通能力描述時，能針對專業性話題進行初步或深入的專業討

論亦是其語言能力描述的主要指標。本課程將促使學習者更關注於主題內容，而不被語

言形式結構所框限，同時增加課後沈浸與使用華語的時間。本文亦將探討在此教學設計

下，教師可能遭遇的操作問題，對養成學生自主學習觀的附加效益，以及學生學習成效

指標的再思考。 

關鍵詞：內容導向教學(CBI)、內容及語言整合教學(CLIL)、自主學習(Autodidacticism)、

華語教學、課程設計 

1. 前言 

1.1 外語教學的發展趨勢 

回顧外語教學的歷史，可以發現外語教學的發展趨勢大抵依循著由語言形式轉向注

重習得歷程、語言功能，以及利用語言以串連個人與社群的發展脈絡。早期外語教學重

視要求學習者掌握語言形式，因此教學時常採用翻譯的教學，透過對比語言結構訓練學

習者使用目標語言，而這也是一種時至今日仍廣為使用的教學方法之一。一九五〇年代

開始，由於行為主義思潮當道，許多教學者相信，透過不斷地重說與增強，可以達到使

學習者熟悉語言形式的作用，「聽說教學法」因此產生。隨後，因為教學界對於「語言

學習」的看法不斷轉換，更多基於關注人類習得語言歷程的教學法逐漸應運而生，強調

語言的學習應該模仿母語習得的環境，容許以非語言的形式表達對語言內容的理解，諸

如：反認知法、全身反應法等等；因此七〇年代起，強調語言所帶有的意義交換與溝通

功能的教學法開始萌發，如自然法與溝通取向教學法等等。八〇至九〇年代起，在北美

以及歐洲開始了沈浸式的語言教學，同時因應全球化的趨勢而鼓勵學習者具備多語的能

力。由此發展出了「內容導向教學」以及「內容和語言整合教學取向」。此兩者皆強調

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除了希望學習者能夠順利掌握「語言形式」外，更重要的是，希

望學習者能將語言當成一種具體能夠操作的工具，協助學習者習得特定的學科內容以及

解決問題，進而透過掌握目標語言而與所處的環境銜接。在以內容為導向的教學概念框

架下，所有的語言教學活動都不能脫離「內容」而單獨存在，而需要緊緊扣住特定的教

學主題內容而設計。 

這樣的教學思潮演進，反映出教學者以及學習者對「語言」本質的思考。語言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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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一連串符號或規律的組合，而是一種可供學習者操作和運用的社會工具，以此作為

獲取知識、思考、交換意義、與環境產生連結的媒介。語言成為一種有機體，在人們的

運用之間展現出不同的樣貌以及風格。 

1.2 殊途同歸的 CBI與 CLIL 

內容導向教學法的開端，主要是針對兩個傳統教育當中的核心概念而產生的翻動。

一是傳統教育中施行多年的「先學後用」概念，亦即現在的學習是為了將來的某個時刻

所用。對學習者來說，學習意義的體現與實踐不是發生在學習的當下，而是在未來。在

「先學後用」的框架下，教學容易成為以教師為中心的單向活動，因為教師需要在短時

間內將知識快速儲存（輸入）至學習者的身上，而較無法回應學習者對於現下的學習需

求與回饋，使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扮演「被動接收」的角色。其二是對傳統教學中「非

此即彼」(either or)二元論的重新思考。傳統上，教育者傾向於使用「非此即彼」的方式

來構思、設計教學，因此教學往往是單焦點的，僅能關注某一面向。但事實上，所有成

功的學習都是「複雜的」，需要學習者的各種能力相互牽引，互相配合，才有辦法達到。

因此教學時本該同時關注學習者在各向度上的能力配置，亦需在教學的設計上轉向多焦

點的思路。過去僅關注單一目標的學習模式，導致教學者和學習者都忽視了「學習」與

「教學」是綜合性的概念，囊括了許多不同的面向。除了學習特定的知識以外，還可能

包括了認知上的挑戰、學習者的自我覺察、與社會文化的背景脈絡之串連，以及回應人

們對參與社群的需求等等。而以內容為導向的教學則提供了一個調和機會，讓教師在語

言與特定的學科內容之間找到可能的平衡。 

內容導向的教學法在歐洲以及北美分別以不同的樣貌呈現：在北美，內容導向的教

學借鏡於六〇年代加拿大法語沈浸式教學的概念，而後在大學的課程當中廣為使用，以

外語講授特定學科內容，稱之為 CBI, Content-Based Instruction。而在歐洲，則是因應歐

洲多語溝通與教學需求而生，將外語教學與學科學習結合，多半在中學以下的學校中推

動，被視為是一種較有效率的學習方式，稱之為 CLIL,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兩者各有其發展之歷史背景，在操作和執行上有些許的差異，不過大抵的精

神是相通的。這兩種教學取向都將「內容」和「語言」整合，也就是從過去只注意單焦

點，亦即「非此即彼」，「非內容即語言」的教學模式，轉為「兼而有之」(both and)的雙

焦點（多焦點）模式，即「內容學習和語言學習並進」。 

若將內容導向教學取向視為一連續光譜，而將內容和語言分置於光譜的兩側，較易

理解多焦點模式的意涵。多焦點的概念回應了學習本身是一個具有「動態」特色的進程。

當學習過程中的某一點表現比前一時間點的表現更好時，我們可以說學習發生了。這暗

示了在學習是需要透過「經驗」而產生的，是由各點經驗累積而成，不能僅由單一斷點

來看，而是一個會不斷改變的進程。這也反映了每位學習者在不同時間區段中所累積的

學習成效可能各有差異，因此在不同學習階段所需要「聚焦」解決的問題也不相同，對

應的學習內容和策略也不相同。 

採用內容導向的教學觀，教學者需依照學生當階段的需求，將課程中的語言比例及

內容比例適度調配，並對語言及內容進行階層式的拆解，以符合學習者各階段的學習目

標。在學習的過程中，當學習者對內容的理解需求增加時，就需要更進階的語言來協助

釐清概念與組織資訊。而當學習者的語言能力提高時，將有助於對內容方面的進一步探

索。這使得語言和內容的學習「同時」前進，不偏廢任何一方。而是在學習的過程中一

前一後互相牽引。有時是學習內容的需求帶動語言的學習，而有時是語言程度的提高加

深並擴展了內容方面的進步。此種教學彈性(Flexibility)說明了何以內容導向教學取向容

易應用於各種不同的學習場域，並以不同的實踐模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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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內容導向的實踐方針：Coyle的 4Cs框架 

Coyle在 1999年提出了 4Cs框架作為 CLIL（內容語言整合學習導向）的操作指引。

雖然 4Cs 框架是為了歐洲多語言的情境而設置的，但此框架很能反映出 內容導向教學

取向所欲引導的全人學習觀(Holistic Learning)。這四個 C 分別是內容(Content)、溝通

(Communication)、認知(Cognition)、文化(Culture)。 

  

圖一：4Cs Framework(重繪自 Coyle,1999) 

此處的「內容」，指的是學科內容(Subject)或者特定的教學主題(Theme)。4Cs 框架

希望以學習者的知識、技術、以及對內容的理解作為整個教學的基礎，使學習者在該學

科內容或主題的瞭解深度上有所前進。學習者在特定內容主題的背景下操作語言，透過

語言來達到有意義的溝通。 

而教師除了給予學生在語言和內容上同時前進的訓練以外，更需要提供學生適度的

「認知」挑戰，這點為內容導向的教學和傳統的語言教學做出了明顯的區隔。教師在教

學時必須設法引領學習者由淺層的認知活動，如記憶、理解、應用，逐步邁向深層的認

知活動，如分析、批判性思考、創意，以此作為教學的前進旗標。這是因為當學習者從

事較為深層的認知活動時，需要對已有的知識進行拆解與再組合，在此一拆解、比較、

思考、重組的過程中，便能將知識深化，並提高對精準語言表達的需求。當教師能依著

各階段的學習情況適度給予認知挑戰時，便自然創造了語言和內容方面的進一步學習需

求，促使學習者跨出自己的學習舒適圈向前邁進。而為了不使認知挑戰的難度超越學習

者現有的能力負荷，內容導向教學中特別著重「鷹架式建構」(Scaffolding)：教師有責

任為教學和學習活動，提供適當的鷹架，也就是在現有能力和目標能力之間搭起連接的

橋樑。良好的鷹架提供給學習者安全的學習圈，並減低不必要的挫折發生，使學習的熱

忱可以持續。 

第四個 C 代表「文化」。文化教育一直以來是語言教學中相對模糊且困難的一環，

主因是文化的定義較難得到一致的看法，因此在內容的設定上無法聚焦。然而「文化」

有著不言可喻的特性(it goes without saying)，亦即文化並不能用特定的風俗習慣、價值

觀、信念、社會活動或行為來定義。但文化和語言，都是人類社會互動下的自然產物，

兩者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語言不僅僅是文化的一部分，也可以說是文化的反射板。

在內容導向的教學中，文化作為一條隱身的導引線，貫穿於內容、溝通活動（語言）、

認知挑戰之間。學習者在使用目標語言來理解內容、思考、表達的時候，同時也代表著

他透過語言接收了這個語言所隱含的文化視角，以及目標社群解讀、架構環境的方式，

從而逐漸掌握目標語的文化內涵。而當學習者覺察目標語文化的與母文化的相異性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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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比較和反思，更能促進對母文化的重新解讀和認識。 

4Cs框架乍看之下分別由四個獨立的區塊所構成，然而這四個區塊不應分立單獨作

業，而需要協同合作。內容導向教學的精神在於「整合」(integration)，除了注重學習者

本身各方面基本能力的統合之外，也關注 4個 C的交互帶動，更注重學習者本身和其所

在社群的連結。 

4C 框架除了作為內容導向教學取向的骨架，亦指出了現代教育對「學習」的重新

解讀。4Cs框架對內回應了學習所具有的動態特性，根據學習者的需求，語言（溝通）、

內容、文化、認知各自在學習的不同階段佔據不同的比重，而非固定不變。4C 框架向

外則回應了語言所應扮演的社會文化功能，語言活動若只發生在個人內，雖然可以透過

不斷地深入思考而萌生新的意義，但其產出終究有限。而操作語言與他人交流，可以使

學習者和所在的群體場域產生互動，使個人對於特定知識概念的理解得到向外交流的管

道，得以和其他人的知識體系整合。和社群中的其他人的互動，發揮了語言各層面的交

際功能，也顯現了成功的學習不僅僅在個人，亦需要透過和所在社群交流，彼此帶動。 

1.4 語言的三聯面向 

前述之 4C 框架中所提到的溝通功能，是大眾對於語言的基本印象。然而語言所扮

演的角色，不僅僅是「溝通的工具」，同時也在架構內容知識的不同學習階段中發揮多

樣的傳遞功能。Coyle(2000, 2002)曾提出了語言的「三聯面向」(The Language Triptych)，

指出語言在學習過程中所帶出的三種功能面向，分別為：為學習而準備的語言(language 

of learning), 可操作交流的語言(language for learning), 以及由學習過程中所萌生的語言

(language through learning)。此三聯面向也提供了學習者全面掌握語言的可能途徑，並為

教學者帶來更為多樣的教學指引。 

第一種功能面向為「為學習而準備的語言」(language of learning)，指的是學習者在

學習某一概念時，所必須掌握的專有語彙，以及在傳遞某一概念知識時可能需要的語言

形式。當學習者掌握了「為學習而準備的語言」後，便有足夠的基礎以瞭解特定的學科

內容亦提供了適當的溝通基礎。在教學實務上，授課教師提供給學習者的語言形式內容，

由教師根據具體的主題內容，為學習者預先進行適當的語言解構和鋪墊。 

在掌握學習過程中的基本語言材料後，學習者需要具備「操作」既有的語言材料的

能力，也就涉及語言的第二種功能面向，亦即「使用語言以交流學習」。包括有效地使

用目標語言提出疑問、針對特定議題討論、對他人所的質疑提出答辯等等。在這個階段，

語言的活動範圍不再只停留在個人，而成為一個搭橋的社交工具，讓學習者透過語言和

他人產生社會互動，交換意義、理解對方，體現語言的社會功能。在教學實務上，教師

需要協助學習者在溝通的時候清楚闡述自己的立場及懷疑，並使用適當而精確的言語回

應對方的提問，使學習者之間的訊息流通管道保持暢通。 

教師在前述二面向當中根據主題內容主導大部分的語言形式解構，學習者在處理

「為學習而準備的語言」以及「使用語言以交流學習」的過程中，正慢慢握掌握當下所

學習的學科或主題。因此學習者在前述的兩種語言面向中的表現，皆具有「可預期」的

特點，亦即學習者的表現基本上不會跳脫教師的教學設定。 

語言的第三個面向是利用語言進行「深層的思考與學習」。當內容知識透過語言傳

遞並交流之後，學習者能整合先前的學習內容以及概念，而使新的知識與意義自然浮現

(emerge)，而由學習當中萌發。此種萌發的語言內容，經常具有創意並揉合了學習者個

人對先前知識概念的體會和再詮釋。對教師來說，此一面向的語言表現更需要被關注並

掌握，但同時也是一大挑戰。主因相較於其他的兩個面向，學習者在第三個面向中的表

現具有較高的變異性，且由於每位學習者內化主題的方式不盡相同，因此萌發的語言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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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較不可預測，但在思考的深度上也更為深入、珍貴。教師如能把握學習者在學習過程

中的每個「萌發點」，並適時將此類深度內化後的語言結晶，「回收」、導入下一階段的

學習當中，將能有效帶動學習者在其他兩個語言面向中的需求和進步。 

語言的三個功能面向在學習的過程中以螺旋式的方式推進，學習者在「學習語言形

式」的同時，產生了「使用語言」動力，透過操作語言，與他人交流想法，深化反思後，

「萌發語言創意」，亦引出在語言形式和溝通交流的更進一步需求。隨著學習者的整體

語言能力向上提升，逐漸掌握語言所含括的不同面貌。而教師和學習者在此遞進的過程

中，各自扮演的角色也逐漸轉換。隨著學習進程的推進，學習者對語言和內容掌握增加，

教師的角色從一開始的積極帶領，逐漸轉而擔任學習促進者的角色。教師的主導地位漸

次被學習者的自主驅動學習力所取代，直至進入新的學習單元。 

2. 大班會話課的常見操作問題 

據筆者觀察，大班會話學分課所遭遇到的普遍問題有以下幾點： 

一、課時少，總課時約在四十小時上下，一週只上課一次，因此在內容安排上，時

常難以兼顧深度與廣度。 

二、班級人數眾多，導致每位學生所能分配到的個別表現時間被壓縮，也讓教師在

授課時無法一一關照學生的學習興趣。 

三、由於班級人數較多，因此教師所採用的學習評量方式以量化測驗為主。而對會

話課這類以口說為主的課型而言，評量的焦點則多半聚焦在學生的個人口語形式表現，

即關注學生的發音、咬字、語法等語言形式面向，而較少關照到學生在語言深度、語言

交際和內容理解上的進展。 

四、學生間的互動和對議題的反思較少，口語能力的訓練集中在單向的「陳述性」

能力。因此，學生較欠缺對即時資訊的彙整、反饋，以及使用正確的語言發問以釐清疑

惑，或對他人所提出的立場提出較為深入的批判或建議的訓練。 

五、現有的高級班會話教材有限，成書時間較早，且因班級內學生程度差異較大，

難有一體適用的教材。 

六、學生缺乏學習自主意識，在學習過程中處於被動接收老師安排的材料，因此在

內容的學習上較為片段，而離開教室後，學習也較無法延續。 

為了解決以上的教學實務困境，本課程嘗試以內容導向的方式規劃，希望能推動學

習者的自主學習力，並同時提高學習者的語言表現和語言的邏輯性，更希望透過此課程

使學生對留學地的社群文化有較深入的理解，能更加容易地融入當地社群。 

3. 課程設計 

3.1 學生語言程度與班級概況描述 

本文所述及之會話課程設計，其授課對象為師大華語系大學部二年級學生，該班平

均語言程度約在 CEFR之 B2等級。該課程為十八週課程，每週課時為兩小時，扣除國

定假日，實際課時為三十二小時。學生人數為二十四人，分別來自日本、韓國、西班牙、

越南、義大利、泰國、印尼、美國。 

3.2 課程目標 

一、使學生能夠發展出獨立探索特定議題的能力。 

二、訓練學生帶領小組討論並發展出即時反饋的能力。 

三、幫助學生瞭解留學地目前的新聞時事、文化觀點，以進一步瞭解留學地的文化

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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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以 4Cs框架為指引的教學目標 

內容(Content) 

根據 CEFR（歐洲共同語言架構）對 B2 至 C1的學生能力描述，B2等級的學生能

夠掌握相對較為複雜之文本在具體或抽象層面的主要大意，並需具備討論自己的專業領

域內容的能力。能對廣泛的主題產出清晰，包含細節的文本，並能闡述自己對特定主題

的觀點，並能描述各觀點的優缺點。除此之外，要能自如且流暢地與母語者交流，不會

給彼此造成壓力。據此描述，教師為全學期課程規劃出十二個主題，分述如下。 

一、網路與科技生活：討論網路與科技為現代生活帶來的改變，以及可能產生的各

種問題。 

二、年齡是不是問題：討論投票、駕照等公民行為的年齡門檻限制。 

三、多元文化的衝突與碰撞：由台北車站的新移民聚會談起，討論移民文化和本地

文化的所產生的誤解和可能的解決方案。 

四、關於賭博：是否應該開放賭博？賭博合法化對國家與社會環境的可能影響。 

五、短篇紀錄片欣賞與討論：民主的意義。 

六、槍枝合法化：探討東西方對開放民眾擁有武器的立場，進行可能原因之探究和

比較。 

七、乞討行為與同情心：討論同情心的施予標準以及界線為何？ 

八、博愛座話題：由幾則台灣社會的讓座新聞作為開端，討論是否應取消博愛座的

設計。 

九、速食與健康：討論校園是否應該禁止速食販售？政府是否有責任規範速食業者

的販售管道？ 

十、人工生殖科技發展：討論因人工生殖而產生的醫療糾紛，並探討各種醫療科技

的使用界線和範圍。 

十一、大眾安全與個人隱私：由幾則因大樓監視器所引起的糾紛新聞為例，探討維

護公眾安全和維護個人隱私的界線。 

十二、時事新聞評論：以當時熱門的公眾議題作為基礎，學生在討論正反方意見後

對該則新聞提出評論。 

溝通(Communication) 

一、為學習而準備的語言 (Language of learning)：每個主題皆由老師先行引導，提

供理解該主題內容所需要具備的關鍵詞彙和語法。 

二、可操作交流的語言(Language for learning)：老師提供學生陳述論點的結構版式

以及必要句型。同時學生透過老師導讀時設計的數個問答題目，觀摩學習釐清疑問的提

問形式。 

三、由學習過程中所萌生的語言(Language through learning)：可在課後反思錄音、

帶領討論、以及組內討論時觀察到，學生在此二階段能融合之前的導讀知識或自行研究

的內容，呈現自己的詮釋。 

認知(Cognition) 

利用導讀和簡介的時間創造學生淺層認知活動（記憶、理解、應用）的機會，透過

問答、小組討論、撰寫反思過渡到深層的認知活動（分析、評價、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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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Culture) 

因班級學生來自於不同文化背景，理解主題的方式不盡相同。透過討論提問，學生

可以觀察到不同文化對特定議題的解讀評價，並可體會到不同學習者將特定議題對比母

文化框架時所產生的詮釋與衝突。 

3.4 評量方式 

一、於教師導讀階段的參與度程度，包括是否預習指定閱讀材料、回應教師的提問

以及主動發表意見。 

二、學生擔任主持人的表現：評分向度為議題內容闡述之清晰度與邏輯性，以及帶

領討論時所採用的彙整提問策略。 

三、課後反思：學生透過學習平台上傳討論課後對議題的反思，重組對該議題的立

場與批判。 

3.5 課程操作模式 

學生以四人為一組，每一主題由兩組學生負責。期中考前的主題皆由老師先引導兩

小時，針對主題進行概略探討，以建構學生對該主題的基本認識，並指引負責小組對該

主題的可能探索方向。隔週由負責該主題的兩組學生設計問題帶動全班討論（一組一小

時）。期中考後改變課程節奏，每個主題由教師先行引導一節課，第二節課由負責的一

組學生帶動討論。 

負責帶動討論的學生將全班學生再分為四組，由負責該主題的學生擔任主持人，首

先對組內聽眾進行三分鐘到五分鐘的議題背景闡述。擔任主持人之學生需先對議題有一

定程度的掌握，並在課前預先設計討論題，以便於上課時交付小組討論、交換意見。每

位主持人主持時間約為十五分鐘，時間到時變換聽眾群，進行新一輪的討論。 

學生在參與討論後，錄製一個三至四分鐘的議題反思語音檔，內容可以將討論過程

中未盡之觀點完整之，或針對同學所提出的意見進行評論。 

4. 教學方案的評估 

內容導向（內容整合語言學習）的教學有幾個重要的特徵(Mehisto, Frigols and Marsh, 

2008)，是教師在設計並實踐教學計畫時的重要參照，教師可藉由評核教學設計是否與

這些重要特徵吻合，而思考教學計畫是否符合內容語言整合（內容導向）之設計精神。

以下試以這幾項重要特徵評估前述教學方案，並佐以教學實踐後的觀察。 

一、多重焦點：指的是在教學過程中同時關注學習者的幾個不同學習面向，包括內

容與語言的成長，同時希望學習者嘗試完成跨領域及跨學科的知識整合。 

二、營造安全且豐富的學習環境：提供學習者「可供操作」的語言形式和必要詞語，

並在學習的過程中創造安全且具支持性的學習環境，包括相關之參考資源的取得，使學

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得到充分的支援。 

三、採用具有真實性的材料：學習的材料具有真實性，學習中的溝通互動亦能和學

習者的現實經驗有所連結，並能反映學習者個人的學習風格和興趣。 

四、主動學習：學生參與創造學習的機會與歷程，促使學習者產生對學習歷程的覺

察和反思，並由此引動學習者的自主學習慾望，而非被動接受教師所給予的學習內容。 

五、搭建鷹架：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能將語言形式或內容材料進行解構，並考量學

習者的認知和能力，針對學習者的需要提供適當的輔助和素材重構。使學習者在學習的

歷程中不會遭遇太多的挫折，而勇於接受學習過程中所產生的學習、認知挑戰。 

六、合作與整合：除了注重老師和學生、學生和學生間的合作互動外，亦希望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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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和所在區域環境、當地社群連結，使學生能充分融入目標社群。 

前述的會話課程設計，提供學習者不同領域、不同性質的討論主題，將語言的操練

與特定的主題內容綁定，使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能夠深化對某一主題的理解，亦提昇自

己的思考深度。在學習的過程中仍然關注學生的語言發展，也著重語言形式的建構，符

合「多重焦點」的精神。 

而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先由老師導入特定主題，並在教師導讀的過程加入雙人成

組的小型討論、或以四人以上的小組討論。學生可以嘗試操作老師所提供的材料內容，

並在小範圍的群體當中測試，而不至於擔心犯錯或受到他人的評價。隨著對主題的掌握

度越高，逐步發展出獨立論述、處理資訊的能力。老師也在導讀的時候提供可能的議題

發展方向，因此負責擔任主持人的學生可根據老師的建議發展、延伸討論主題，亦可透

過小組討論合作，協調出適合的帶領方式。這樣的操作模式可以讓比較內向害羞或語言

能力較低的學生由同儕與老師的支援當中完成原本獨立作業無法達成的部分，符合「近

側發展區」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的操作概念，亦實踐了前述之「創造使

學習者感覺安全且豐富的學習環境」、「合作與整合」以及「搭建鷹架」之特徵。 

課程中所有的討論主題皆取材自時事議題，再根據學生的語言程度略微調整討論內

容，於導讀過程中串連學生的生活經驗，因此具有相當的「真實性」。採用此類真實材

料的好處是，在授課的過程中明顯感受到學生的參與度提高，並能迅速提出對應的實例

作為論述的佐證。此外，學生的「自主學習」動力提高。根據教師學期結束時的一份非

正式問卷訪談顯示：二十四位學生當中，有十九位學生表示課程的操作方式讓他們觸發

了自主學習的動力，並延長了課外接觸中文的時間。自主學習的活動包括主動留意報章、

電視新聞，或與本地朋友討論課程中的話題，瞭解本地人對該議題的看法。甚至在聽過

同學發表的觀點後，上網查詢相關的資料以進一步瞭解該主題或思考反駁的論點。教師

在教學的過程中也確實感受到當學生的自主學習的開關啟動後，明顯地反映在學習的速

度以及創意方面，產生了許多「由學習而萌生的語言」。 

5. 教學方案的實踐檢討與反思 

在教學實踐後，收集操作過程中的經驗，以及學生的問卷回饋，發現幾個值得注意

的操作問題，可作為下次同類型課程設計的修正與突破方向。 

一、教師需要更細緻地回應不同的學習風格 

從學生的問卷和錄音反思中可以發現，班級中的每位學生有其偏好的學習方式和思

考模式。有的學生屬於細思慢想型的沈思派，在確定自己的論述沒有太多缺漏之後才願

意發表。而有的學生喜歡快節奏的詢答，因此討論時往往由這些學生搶佔了發表的機會，

使得細思慢想型的學生觀點缺乏展現的機會。 

二、在學生設計討論的問題時，可設法提供漸進式的引導和建議。 

因限於課時，大部分的學生在完成討論問題的設計後，並沒有時間和老師討論或模

擬排練。而學生因為較為缺乏帶動討論的經驗，有時會設計出難以回答的問題，或是因

為沒有考慮到聽眾的文化背景和經驗，而設計出單一答案而無法產生互動的題目。因此

若能在課程安排上提供給主持組學生適當的提示和引導，有助於學生發現自己的思考與

設計盲點，而避免在實際討論的時候遭遇困難。 

三、留意文化背景差異在議題認知和情緒方面所帶來的影響 

雖然本課程中的話題都是基於真實材料而設計的，但由於某些議題中所討論的行為

在某些文化中並不存在，或帶有一些禁忌色彩，使得身處該文化背景的學生難以對該議

題產生共鳴，或在討論時引發情緒上的反彈，應多加注意。如討論到「槍枝（武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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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化」時，因該議題的背景主要成立於「合法擁有武器」的國家，對於大部分的亞洲學

生而言，便無法體會此議題背後所反映的對立立場。這些跨文化的差異和對比，是在教

學和學習的過程中自然浮現的，教師在挑選主題時，應該提昇自己的跨文化意識，以謹

慎而正面的態度處理。 

6. 結論 

Genesee 與 Lindholm-Leary(2013)曾提出採用內容導向教學法（CBI, Content-Based 

Instruction）的一些優勢，說明了從內容出發的有意義溝通將給學習者帶來諸多正面的

影響。而從本次的教學設計中也確觀察到此種教學取向設計給學生帶來的正面助益，包

括： 

一、教學時提供有意義的內容，並透過「內容」提供給學生更多「具有目的性」的

溝通機會與學習動機。而學生在探索「內容」的同時亦有助於他們將所學到的語言和內

容、思考整合起來。 

二、從特定主題出發的語言操作，將提供給學生許多真實的第二語言用法範例，而

使學生可以透過不同的內容或使用情境而掌握語言的使用，並使學生的語言能力、認知

能力、社會技能在學習的過程中交互帶動。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參與討論的同學可以透過

不同主持人的帶領，由不同的面向切入討論主題，並觀察學習到不同主持人帶領討論的

風格，或處理對立立場的策略及方法。而擔任主持人的學生，雖然需要重複相似的立場

申論以及提問，但因每次面對的聽眾群每次都不一樣，產生的討論火花亦不相同。因此

主持人自然得運用語言進行統合和協調，並將前一場討論中得到的經驗快速應用在新的

討論族群上，進行動態的修正。 

三、透過多樣的學習模式，促使學習者將已知的內容或交際策略與新的內容連結起

來，並提供學生深度學習的機會。學生亦從這種高密度的討論當中獲得成就感，啟動自

主學習的開關。也因此適當地提高了學生的學習意識，從操作語言的交際互動中意識到

自己應提高的能力面向，作為之後的學習指引。而從學生發展出的討論議題當中，也可

以觀察到學生在整合多種知識後所產出的創意促發。 

過去的語言課程規劃，以學習者產出正確的語言形式為主要的目標，而對於在學習

操作語言這個社會工具時，所連帶會接觸到的其他面向較少觸及。也因為專注於語言形

式的表現，而忽略學生對內容主題以及認知挑戰方面的需求和此兩種學習面向的牽引。

Krashen (1982)過去即曾指出成功的語言（外語）學習奠基於意義層次的理解，因此極力

主張教師教學時應在學生既有的能力和知識基礎上，賦予新的內容。內容導向教學（CBI）

與內容整合語言學習（CLIL）基本上承接了這樣的觀點，並加入了符合時代脈動的元素。

因此在這兩種教學取向中，都引導教師和學習者關注多焦點的學習歷程，並留意語言和

內容交互帶動。引領學生體會語言的學習是在操作和實踐中發生的，培養出能夠獨立探

索的自主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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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全球化時代的來臨，使用外語進行專業活動，成為提高國際競爭力的重要能

力。80 年代後，北美的內容本位教學（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CBI） 以及歐洲的內

容及語言整合學習（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CLIL）應時代需求而生，

外語教學趨勢也由早期的「語言」往「內容」與「語言」並重的學習模式推進。CBI 與

CLIL 產生於不同的歷史背景，但其精神內涵一致，皆視「語言」與「內容」為雙重目

標，將二語作為獲取知識與資訊的工具，讓學習者在學習內容的過程中發展該領域的語

言能力。CBI 與 CLIL 模式為外語教學領域帶來新思維，在歐美與世界各地受到廣泛的

討論與應用，然而，此模式在華語文教學領域仍屬新興概念，相關的實證研究與實務教

學應用亦少。本文嘗試以古典文學《詩經》為文本，整合 Coyle （1999）「內容、認知、

溝通、文化」4Cs 框架及 CBI 與 CLIL 教學特點，針對華語為中級（B1 程度）的學習者，

設計貼近現代生活，促進文化反思，提升溝通能力以及啟動認知發展的古典文學課程。 

關鍵詞：內容本位教學（CBI）、內容與語言整合教學（CLIL）、華語教學、教材設計、

詩經教學 

一、前言 

隨著全球化的來臨，國際交流頻繁，擁有外語能力，成為國際交流不可或缺的能力。

在知識整合的時代，外語學習超越語言溝通功能，成為求知的工具，外語教學從語言中

心，轉向語言與內容並重的教學模式。北美的內容本位教學（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簡稱 CBI）與歐洲的內容及語言整合學習（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簡

稱 CLIL）即是語言與內容並重的體現。 

整合語言與內容學習的教學模式可追溯到六十年代加拿大的沉浸式課程

（Immersion education ），將二語作為學習學科內容的工具，而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

其宗旨是為二語創造如同母語般之無意識語言習得條件，讓二語能力隨著學科學習而提

升。沉浸式課程爾後影響 1970 年代北美的內容本位教學（CBI）以及 1990 年代歐洲的

內容及語言整合學習（CLIL）（Ball, Kelly & Clegg, 2015）。 

源於北美的內容本位教學（CBI）以溝通式教學法為基礎，其發展來自強烈的學術

目的需求，也就是幫助母語非英語的學習者，在進入主流英語學校教育前為學科上的任

務作準備，其核心是學習者透過第二語言來學習某些資訊、內容、學科，並且在過程中

發展此領域的語言能力（Brinton、Snow & Wesche, 1989；Richard & Rodger, 2001）。內

容與語言整合學習（CLIL）於 1990 年代因應歐洲國家推動多語言教育政策而生，並以

此作為解決長久以來外語學習成效不彰改革方式（Fontecha, 2009）。CLIL 教學目標涵蓋

目標語言（Target Language）以及學科內容（Subject Content），如歷史、地理、社會、

科學等。課程以目標語作為學習媒介，目的讓學習者在學習學科內容的同時，亦促進其

目標語能力的發展。在這樣的背景下，內容與語言整合學習（CLIL）得以推動，並拓展

至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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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式課程、北美的 CBI 或是歐洲的 CLIL 各有其不同的產生背景，但其精神內涵

一致，皆視「語言」與「內容」為雙重目標，提倡以目標語作為獲取知識與資訊的工具，

讓學習者在通過目標語（through the language） 學習內容的過程中發展相對應的語言與

知識能力，獲得認知上的發展，跨文化意識的提升與自主的學習能力（Dalton-Puffer, 

Llinares, Lorenzo, & Nikula, 2014；Cenoz, 2015）。 

整合內容與語言學習的模式為外語教學領域帶來新思維，在歐美與世界各地受到廣

泛的討論與應用，然而，此模式在華語文教學領域仍屬新興概念，相關的實證研究與實

務教學應用亦少。本文嘗試以古典文學《詩經》為文本，整合 Coyle（1999）「內容、認

知、溝通、文化」4Cs 框架及 CBI 與 CLIL 教學特點，針對華語為中級（B1 程度）的學

習者，設計貼近現代生活，促進文化反思，提升溝通能力以及啟動認知發展的古典文學

課程。無論北美的 CBI 或是歐洲的 CLIL 皆強調透過內容帶動語言學習，為內容與語言

並重的教學模式，本文用詞「內容本位」同時涵蓋 CBI 與 CLIL 教學。 

二、4Cs 課程設計框架 

2.1 4Cs 課程設計框架 

Wiesemes（2009）指出，並不是僅在外語課程中加入少量內容，或以外語進行主題

課程就能宣稱為內容及語言整合學習，有效的教學執行需要有整合外語和內容的具體方

式與技能。歐洲學者 Coyle（1999）提出 4Cs，即內容（Content）、溝通（Communication）、

認知（Cognition）與文化（Culture）以作為內容與語言整合學習（CLIL）的課程設計框

架。 

2.1.1 內容 （content） 

以內容為學習的核心，意指學習者從學習過程中，獲得的各種知識、概念與技能。

內容可以是經濟、政治、國際關係等學科，也能是某一專題，如:文化、民族、宗教等，

或是學習者感興趣的任何題材與話題。教學內容的選擇，除了考慮學習者能從中習得哪

些知識，更要從預期學習者能獲得的知識、技能、理解的角度選擇主題內容（Coyle, Hood 

& Marsh, 2010）。 

2.1.2 交際 （Communication） 

語言是人類重要的溝通交際工具，其目的不僅用來傳達思想、交流觀念，更是知識

獲得，技能學習的工具。知識內容與語言發展相輔相成，語言用來學習知識內容，同時

語言也藉由知識內容的學習而獲得增強與發展。語言作為交際與學習的媒介，關心的不

是語法系統或是語言形式，而是能用語言來進行怎樣的溝通，進行什麼樣的學習。然而，

這樣的概念並不否定語言形式或語言知識（如詞彙、語法、發音）學習與語言技能訓練

的重要性，而是這些語言知識與形式應在情景脈絡下學習。長久以來，外語教學一直在

形式與意義之間拉扯。內容與語言一體學習，為形式與意義間找到平衡，兩者相互為用。 

2.1.2.1 語言作為學習媒介 

語言是帶領學習者進入學科的工具，語言作為一種學習媒介，而不是學習的最終目

的（end）。內容及語言整合學習提供了自然語言習得的條件，增加語言接觸機會，但其

精神並非把第一語言的教學轉換成另一種語言（in language）讓學生被動地學習，而是

強調學習者參與學習的主動性，通過目標語言（through language），學習者在主題內容

（content）與語言的互動中進行學習，學生運用目標語思考、回答問題，解決問題，接

受認知上的挑戰與有意義的學習機會（Coyle, Hood & Marsh, 2010）。 

2.1.2.2 語言三元論 

內容整合語言學習模式中的語言（language）分為三個面向，即內容關鍵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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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of learning）、促進學習的語言（language for  Learning）與學習中冒現的語言

（language through learning）。 第一面向，內容關鍵語言（language of learning） 意指用

來理解內容的相關語言，也就是內容中的重要詞彙、片語及語言形式。第二面向，促進

學習的語言（language for Learning）意指在學習環境中，學習者用來進行活動，完成課

程任務的語言形式與功能，如提問、回答、討論、搜集資料等活動所需的語言。第三面

向，學習中冒現的語言（language through learning）意指隨著學習的進展，語言能力的

提升，語言融會貫通，舉一反三，擺脫語言形式、概念框架，將不同的概念解構與建構，

重組與創造，最後能突破自己的能力，達到 1+1 大於 2 的最大化學習功效，透過語言

創造新語言，透過語言   

2.1.3 認知 （Cognition） 

認知能力分為低思維能力（LOTS）與高思維能力（HOTS）。認知歷程向度由簡單

到複雜，由具體到抽象，依序排列為記憶、理解、應用、分析、評價與創造。記憶、理

解與應用屬低思維能力（LOTS），分析、評價與創造屬高思維能力（HOTS）。每個較簡

單的認知類別都是掌握下一個較複雜動作的先決條件（Anderson & Krathwohl, 2001）。 

根據調查，每年教師的教學提問，80％處於最低思維層次（Meyer, 2013）。認知的

提高能推動內容與語言學習，教學不能僅停留於低思維的訓練，更重高思維能力的培

養。學習應帶動高認知能力的成長，使學習者不但能夠有效地應用知識，還能在既有的

基礎上創造知識。為確保此目標的達成，教學者需關注學生的個體差異與學習風格，在

學生既有的知識、技能、態度、興趣與經驗的基礎上，啟動認知發展。 

有效的學習意味學習情境對學習者具有挑戰性，並能促進高思維能力發展。因此，

理想的教學活動與教學材料應兼顧學習者的語言與認知能力，循序漸進地加深語言與認

知難度。圖 1 為語言與認知四向圖，作為語言與認知任務的活動檢測。橫軸表示執行任

務的語言要求，由左自右依次增強，縱軸表示執行任務的認知要求，由下自上依次增強。

理想的教學設計應呈拋物曲線，循序漸進加深語言與認知難度，由 1 轉向 2 與 3。教師

無論在編寫教材或設計教學活動，都應有這樣的體現（Coyle, Hood & Marsh, 2010）。  

 
圖 1 語言與認知四向圖（改自 Cummins’ Matrix,1984） 

2.1.4 文化 （Culture） 

語言、文化與思維密不可分。學生通過不同文化的語言學習，學習如何適切地用目

標語思考，表達觀點，瞭解目標語社群的互動與傳播知識的方式，透過不同文化視角的

接觸，反思自身與目標語文化，培養跨文化意識，進而理解與包容不同觀點。這樣的文

化學習，不會侷限在個人，而是透過與周遭環境，如學校、社區、國家，乃至全世界的

互動，產生的跨文化理解與跨文化溝通能力。 

2.2 小結 

內容、溝通、認知與文化相互獨立又彼此依存，在特定的情景脈絡下，以內容驅動

語言學習，以語言作為獲取知識與溝通媒介，在學習活動中推動高思維能力發展。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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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串連學習，在人與人、人與環境的互動中，產生文化覺知、反思、理解與包容。 

三、內容本位教學特點 

3.1 內容本位教學特點 

內容本位教學理念來自於二語習得、教育學、社會文化、認知發展理論支持，其優

勢在於以內容為本的學習讓各領域的知識及詞彙得以擴充，學習的廣度及深度得以增

加；學習者以目標語參與學習活動，發展學生以目標語溝通、思考、回答問題的能力；

課程強調參與性活動學習，即學即用，有助於增進語言學習動機 (Coyle, Hood & Marsh, 

2010）。內容本位教學為語言創造更有意義的語境，是課堂真正語境化的自然結果，外

語教學的必要演變（Muñoz-Luna, 2014）。內容本位教學教學模式有幾項特點，說明如下。 

（Stryker and Leaver,1997；Mehisto, Frigols & Marsh, 2008；Coyle, Hood & Marsh, 2008） 。  

3.1.1 多焦點目標   

內容本位教學通過內容與於語言整合學習，在主題內容中建構語言學習，在語言課

程中建立相應的主題知識。同時，亦透過不同認知挑戰的任務，啟動認知發展，培養解

決問題、批判思維的能力。學習者更透過教學活動中人與人，人與環境的互動，察覺、

反思自身與他人的同與異，產生跨文化意識，發展跨文化、跨語言溝通能力。 

3.1.2 安全且豐富的學習環境 

內容本位教學強調為學習者提供安全且豐富的學習環境，內容為語言提供豐富的背

景語境，教學過程應能照顧到內容與語言，讓學習者在學習環境中充分展現語言與內容

學習，並能在過程中指引學生獲取他們所需的資源，協助學習者發展語言意識，也就是

知道自己語言能力在哪裡，能夠用這些語言做哪些事。當興趣發生的時後，就是教育的

好時機，教學時，連結學習者生活經驗，透過真實材料和環境提供多元學習機會，用語

言來進行感興趣的事、進行討論，有意義的活動，創造在真實環境中的學習會，在參與

學習中建立自信與獲得學習上的成就感。 

3.1.3 學習的真實性 

課程組織根據內容而定，而非根據語言形式、功能、情景或語言技能安排，跟學習

者生活相關，學習者生活中會接觸到的人事物，都能成為教學資源。連結學習者生活與

目標語社群，回應學習者真實的需求，最大限度地提高學生興趣。多元的真實學習語料，

如報章雜誌、文宣廣告、視聽媒體。教學以主題內容為出發點，學習者運用語言理解、

學習與闡述內容知識，並在使用語言（using language）中學習新語言（learning language），

用語言來學習知識，用語言來執行課程任務，在用與學並進的情況下，語言有真實的使

用目的。 

3.1.4 學習的自主性  

學習是一個發展過程，不是一個獲得的過程。被動獲得的知識，可能不適用，最後

落得學而無用。另一方面，被動獲得的知識，可能很好用，但因為學習者沒有試用、體

驗的過程，要用的時候，卻不知如何使用。有效的學習在於化被動為主動，學生為學習

的實踐家（doer）與創作家（creator），能夠與老師、同儕、社群合作，並且能了解自己

強項與弱項，在學習過程中不斷地進行評估與反饋；老師則扮演學習的促進者，在語言

與內容的意義上與學生進行協商，課程中教師領導（teacher-directed）與學習者領導

（learner-directed）活動得到平衡。學習外語如同學習騎自行車、學習一種球類或者樂

器。習得這些技能的最好方式就是直接學習如何使用這些他們，當我們把語言視為工

具，重點就不會是去研究語言本身是什麼材質、是什麼結構，而是直接使用它，並在實

用過程中了解這個語言的功能，調整使用的方式，透過它來獲取所需要的資源，透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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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創造知識（陳振宇，2013）。 

3.1.5 搭建鷹架，提供學習載能 （Scaffolding learning） 

教師能關注學生個體差異與學習風格，在學生既有的知識、技能、態度、興趣與經

驗的基礎上，選擇與編寫符合學習者認知，但卻又帶有認知挑戰的任務與教材。學習過

程中老師以使用者友善(user-friendly)的方式重組訊息，為學習者提供適合不同階段，不

同形式的學習鷹架，促進創造與批判思維的培養，鼓勵學習者走出舒適圈，接受挑戰，

從低思維層次往較高思維層次轉變。 

3.1.6 資源整合 （Co-operation） 

內容本位教學著重在內容知識的培養，語言能力提升，以及社群的互動。有效的教

學實踐，不能單靠老師一人完成，要各種關係的協調與各方資源的整合，教學內部需有

老師之間、師生之間、同儕之間的配合，教學外部需要有來自學生家庭、學校、社群乃

至國家的支持。 

3.2 小結 

綜合 Coyle（1999）4Cs 框架與內容本位教學特點，基於內容的學習模式有以下體

現，是一種整合知識、語言、文化與認知需求的多目標語言教育模式，以任務活動引領

學習，注重個別差異，強調學習者的參與性與主動性，學習在情景脈絡中進行，而非抽

象獨立存在，追求批判性思維，問題解決能力的發展，鼓勵學習者踏出舒適圈，接受具

有挑戰的學習任務，同時為學習者搭建往下階段邁進的學習鹰架。 

四、以內容為本的教材設計 

4.1 教材設計示例 

本部分將以《詩經•子衿》為例，從 4Cs 框架之內容、溝通、認知與文化，及內容

本位之多焦點目標、安全且豐富的學習環境、學習的真實性、學習的自主性、搭建學習

鷹架與資源整合特點出發，佈置體現內容本位教學精神的學習材料。  

 

 

 

 

 

 

 

 

 

 

 

 

 

 

 

 

 

 

 

詩經 

《詩經》是中國最古老的詩歌總集，收錄西周至春秋 （1122 BC – 507 BC)，

中國黃河流域一帶，305 首詩歌。《詩經》內容分為風、雅、頌三種類型。〈風〉

指的是各地的風土歌謠，〈雅〉指的是宴會音樂，〈頌〉指的是祭祀與讚頌統

治者功德的音樂。 

  

1.請在左邊的地圖上圈出《詩經》詩歌流傳的地方。 

2.風是哪一類型的音樂? 

請用一首你自己國家的音樂說明? 

3.雅這一類的音樂，用在哪些場合，請用一首你 

自己國家的音樂說明? 

4.頌這一類的音樂，用在哪些場合， 

 請用一首你自己國家的音樂說明? 

語言形式複現，加深印象，鞏固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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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詞彙 

1.詩經    Shījīng /Book of songs          

2.總集     zǒngjí /collection              

3.收錄     shōulù /collect and include     

4.黃河     Huánghé /Yellow River 

5.流域     liúyù /watershed 

6.類型     lèixíng /type 

  

  

  

  

  

7.風土歌謠   fēngtǔ gēyáo/local songs 

8.祭祀       jìsì/worship 

9.讚頌       zànsòng/praise 

10.統治者    tǒngzhìzhě/governor  

11.功德      gōngdé/merits and virtues  

 

  

  

  

  

  

  

  

 

1.請你說說，思念一個人是什麼感覺? 顏色? 聲音? 味道? 

2.當你思念一個人，但無法見到他，也無法聽到他的聲音，你有什麼樣的感受?    

 你會做哪些事? 

3.當你看到什麼物品，會想到你的家人、朋友或情人? 為什麼? 

4.你的家人、朋友或情人看到什麼物品，可能會想到你? 為什麼? 

5.請你描述右邊這張圖給你的感覺。 

 你覺得圖中的女主角，可能在想什麼? 

  

  

  

說一說 

 
 

課文       

透過圖解，提供學習理解鷹架

架。 

透過自身的理解與詮釋，重述文本概念連結學生

個人經驗，比較自身與他人文化異同。 

提供協助內容理解的關鍵語言。 

從自身經驗出發，進行真實、有意義的交流，從舊知連結到新知。 

 

想一想 

〈子衿〉這首詩歌可能在談

論什麼內容?為什麼你會這

麼認為? 

 

引導學生善用線索，推論並猜測文

本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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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青色的衣領，我內心深深思念。縱使我不去見你，難道你就不來音訊？ 

  你青色的佩帶，我內心深深思念。縱使我不去見你，難道你就不來見我？ 

  在城樓上，走來走去啊。一天沒見到你，就好像三個月那麼長啊！ 

  

 

 

 

 

        圖解概念 

 

      
 

 

 

 

 

 

 

 

 

 

 

 

 

詞彙  

1.悠悠  yōuyōu 思念                    5.嗣音  sìyīn    傳來音訊 

2.子    zǐ      古人對男子的尊稱        6.挑達  tiāodá   走過來，又走過去 

3.縱    zòng    縱使、就算             7.兮    xī      啊（語氣詞） 

4.寧    níng    難道 （怎麼可以）  

 衣衿 yījīn 

  

 

衣袖 yīxiù 

  

  

 
玉佩 yùpèi  

  

 

腰帶 yāodài  

 

城闕 chéngquè 

透過現代漢語文本，提供幫助學習者理解文本概念的語言。 

學習者透過不同時代的文本，比較古今文體的異同。 

 

語譯 

透過不同鷹架形式(圖解)，將內容概念具體化， 

提供視覺化的理解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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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青青子衿的 “青”是什麼顏色?   

2. 古代讀書人，衣領的顏色為“青色”，你認為“青色”，有什麼延伸意義? 

在你的國家，不同的顏色有什麼不同的意思? 

3. 玉佩是華人喜愛的物品，請說說 “玉”的象徵意義? 

4. 你的國家有哪些傳統飾品，這些飾品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5. 玉佩是古代人喜歡戴在身上的物品，那麼現代人有什麼基本配備?  

這些配備有哪些用途? 

 

 

 

 

 

 

綜合活動 

 

 

 詩中意象 

時間回到古代，想像你是〈子衿〉中的女主角，請揣摩她的感受，把詩歌念出來，用不

同語氣表達女主角的心境變化。 

 

 

 

  

1. 請說說這首詩歌裡頭的故事。如: 有哪些人、物、時間、地點、事件。 

2. 你覺得〈子衿〉中哪一個字最能代表這首詩的意涵?為什麼? 

3. 你認為〈子衿〉中的女子為什麼在城樓上而不是別的地方來回走動呢? 

4. 你覺得〈子衿〉中的女子跟她思念的對象處於戀愛中的哪一個階段?  

（初戀、熱戀、論及婚嫁等等） 為什麼?  

 

  

  

  

問題討論 

第 1 題，學生能夠針對所得訊息，進行節略或摘要的陳述。 

第 3 題、第 4 題，學生能根據現有的資訊與線索，經過比較、歸納、整理後，

提出具邏輯性的推論或結論。 

 

進階討論 

學生能從學習過程中察覺自身與他人文化的異同，並進一步了解其背後意涵。 

透過揣摩、詩歌演繹，從內心深處體驗詩中意境，進行自我詮釋。 

綜合活動學習目標:用語言進行真實且有意義的討論，透過語言使用，

帶出與主題相關的詞彙、句式與概念學習，透過活動訓練思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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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書 

請把自己當作〈子衿〉中的（女）主角，根據你對〈子衿〉的感受，寫一封信給他/她思

念的人。寫好信後，跟同學交換信件，閱讀信中內容，並寫一封回覆信。 

 

 服裝秀 

中國古代人的穿著會因為身分、地位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請上網查查傳統中國服裝以及你自己國家傳統服裝的特點。 

然後，根據你對華人或你母國傳統服裝的了解，設計一套符合現代人穿著並且帶有民族

風的服裝。請準備簡報，在課堂上分享。 

 

 

 

 

 調查報告 

請訪問至少 5 位台灣人，以下幾個問題。這些回應有什麼共同點?你對他們的回應，有

什麼想法? 如果是你，你會怎麼做? 

1. 請你說說你心中理想的對象可能會有那些特質? 

2. 要是你喜歡上一個人，你會不會向他表白? 為什麼? 你會怎麼表白?  

3. 要是他對你的表白沒有回應，你會怎麼做? 

4. 要是你跟情人分手了，你會怎麼處理他/她送你的禮物? 

 

 

 

 

 情歌分享 

請分享一首你喜歡或認為很特別的情歌。分享時請說說這首歌的意思，為什麼你選擇介

紹這首歌? 

 

 網路搜查 

〈子衿〉有一句話，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意思是一天沒見到思念的人，時間就好像過

了三個月那麼久啊。中文還有一句話，表達一樣的意思，這句話是“一日不見，如隔三

秋”，請上網搜尋“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中的 “秋”有什麼意思，這個句子出現在哪

些情況，上下文是什麼? 

 

 

 

 

五、總結 

內容本位教學並非單一的語言課，也非單一以學科或主題內容為主的教學，語言與

知識學習相輔相成，以語言作為學習媒介，以內容趨動語言與知識學習。學習是一個發

展過程，不是一個獲得的過程。在學習過程中，學生是行動家也是創造家，主動參與學

習，在過程中不斷地進行評估、探索、思考與調整，從自身角度建構自己的知識，建構

自己的理解。老師是學習的促進者與引導者，給予學生展現語言與內容學習機會，根據

學生狀況給予適當的回應，指引學生獲取學習所需資源，提供階段性的學習鷹架，鼓勵

學生能比較多個思想之間的異同，並能針對所得資料與觀念進行歸納與分析。 

學生能進行跨領域創作，用另一種形式詮釋所學。 

透過情歌分享與網路搜查連結外部資源，使用真實語料，豐富學習資源，

鼓勵學生自我學習，並在過程中培養篩選、組織、整理訊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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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接受適度的挑戰，能夠靈活運用所學，提升認知發展與跨文化反思力，最後獲得帶

得走的學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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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新聞教學實驗 

楊琇惠 

台北科技大學華語文中心主任 

hhyang@ntut.edu.tw 

摘要 

二語學習的目的，無非就是希望能與以該目的語為母語的人進行溝通。而學習者在

學會基本的生活會話後，若不進一步透過電視新聞或是報章雜誌來深入理解該目的語的

當前情況或文化時，當無法進行較深入的溝通。因此，新聞教學可以說是語言學習中十

分重要的一環。 

然而，新聞教學當如何取材？如何教授？才能讓學習者產生興趣，進而養成看電視

新聞或是報紙的習慣，此乃本研究所欲進行探討的問題。本研究為期一個學期，教學對

象為二十五位來台四年的史瓦濟蘭學生。筆者一星期教授一則電視新聞，內容分布相當

廣，如：「日走八千步」、「Uber 在台灣」、「毒雞蛋」、「店家為翻桌率出新招」、「台北的

捷運」、「衛生紙丟哪裡」、「超商賣珍奶」等等。教授時，除了讓同學看該則新聞外，還

將該新聞打成逐字稿，好讓同學能清楚學習新聞中的用辭。期末，再讓同學選一則已經

教授過的新聞，或是自己找的新聞來上台播報。 

透過這次的實驗，筆者發現，雖然在期末播報新聞時，百分之七十五的同學已能用

流暢的語言來播報或談論新聞。但是，在學習的過程中，不論是新聞的內容，或是該則

新聞用字的難易度，在在都影響了學生的學習意願。本篇論文即欲如實地分享本實驗的

優缺點及所能改進的地方。 

關鍵詞：新聞教學、華語教學、報紙、書面語、新聞用語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s to ultimately communicate with native 

speakers. However, after learners acquire the skills of basic daily conversation, without a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s or culture of the target language by means of 

TV news or newspapers,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have a deeper conversation. Therefore, 

journalese teaching is a vital part of language learning. 

Nonetheless, what kind of material selection and teaching method would interest learners 

and make them get into the habit of watching TV news or reading newspapers? This is the 

question this research intends to explore. This research lasts a semester, targeting 25 Swazi 

students who have come to Taiwan for four years. The author teaches a piece of news a week, 

covering a variety of topics, such as “8000 Steps a Day,” “Uber in Taiwan,” “Toxic Eggs,” 

“Shopkeepers Had New Tips for Maximizing Table Turnover Rates,” “Taipei Metro,” “Where 

to Dispose Toilet Paper,” “Convenience Stores Now Selling Bubble Milk Tea,” etc. During 

the class, the students could not only watch the news, but also read the verbatim transcript, 

which would make them clearly understand the terminology in the news.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the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broadcast a piece of news that was taught or not on 

stage. 

Through this experiment, the author found that, when broadcasting news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75% of the students could present or discuss the news fluently. However, the 

contents and the degrees of difficulty of the news would both affect students’ learning desire. 

This paper shares the advantages and weaknesses of this experiment, and proposes where to 

improve. 

741

mailto:hhyang@ntut.edu.tw


Key Words: Journalistic Teaching, Chinese Teaching, Newspaper, Written Language, 

Journalism Terminology 

一、 前言 

新聞用語對於母語者而言，已然是個挑戰；更遑論對於二語學習者，其難度更是過

之。然而，要融入一個社會，若只是懂得日常的溝通，而對於時事完全不瞭解的話，顯

然無法深入瞭解該社會的文化與現況。因此，即便教新聞華語不是件容易的事，筆者在

考量其必要性之下，堅持做了一學期的實驗。 

筆者教授的對象為二十五位來台三年半的史瓦濟蘭同學，他們一星期上兩次中文課，

一次兩小時。但由於是該班為英文專班，即除了中文課以外，其他的課程全都以英文授

課，加上班上完全沒有臺灣同學，所以他們能練習或接觸中文的機會甚少。因此，該班

同學雖然來台灣近四年了，但其中文程度普遍不及和臺灣同學一起上課的外籍生。 

當初正是因為考量到這些學生雖然生活在臺灣，但是與臺灣的連結並不是很強。因

此，才會想說，如果來上些臺灣本地的新聞，或許能拉近學生和這塊土地間的連結。令

人嘉許的是，當他們聽說筆者要以「新聞」來教學時，並沒有露出反對或抗拒的神情，

只有在筆者宣布期末每一個人都要上台播報一則新聞時，才面露難色。 

然而，新聞何其多，何其雜，該如何選材？又該如何教學？這兩點苦惱了筆者一整

個學期。筆者將在下文一一陳述選材及教學上的實踐及省思。 

二、 新聞選材考量 

新聞教學由於內容多元，單字類別甚廣，所以要選擇一則符合學生程度，且又能引

起學生學習興趣的新聞實在是相當不容易。若以時下的新聞而言，新聞的選擇性有書面

的報紙新聞，亦有電視新聞，還有網路新聞，種類與型式繁多，在在增添了選擇上的難

度。如果不以時下的新聞做為教材，而改以已出版的現成華語新聞書籍作為教材的話，

亦是個不錯的考量，只是現今華語新聞教材選擇性不多，不似英文新聞那樣多元，那樣

豐富。 

國內目前所能看到的新聞華語，則僅有：由田淑苓、鄭嘉珷、王文娟、洪秀蓉等人

所編寫的《讀報學華語系列》共三冊。該書雖說有三冊，但由於該書以新聞的主題來做

分類，並無前後之別，所以使用時，無需從第一冊開始上，老師可依照需求來選材。其

每一個主題下又再細分二到四個子題，一個子題中有一篇文章，一篇文章便是一課。每

一課均有詞彙、句型、專有名詞；且依照內容還分別規劃了問題、造句、活動討論等等

練習。最後，還會再附上一篇與主題相關的延伸閱讀。此外，令人讚賞的是，在每一個

單元之前，《讀報學華語》還會附上一個表格，用以提醒本單元重要的句型、詞彙並把

每篇新聞要旨整理出來。由於規劃得相當完善，所以使用者甚多。 

而英文新聞教材由於早已耕耘許久，所以在市面上相當常見。就類型而言有專門教

閱讀技巧的，如：廖柏森《新聞英文閱讀與翻譯技巧》（2007），這本書不但舉出了新聞

用語的特色，還講解了新聞英文的篇章架構，最後還深入介紹新聞英文的翻譯技巧。還

有專門教聽力的，如：閔傑輝《Jeffrey 15 分鐘教你聽懂英語新聞》，由於這套書著重在

聽力，是以有十二片 CD，外加六本中英對照書；書中共分十二類的新聞：台灣新聞、

政治新聞、財經新聞、科技新聞、娛樂新聞、運動新聞、生活新聞、健康新聞、犯罪新

聞、災難新聞、新奇新聞、科學新聞，且每一則新聞都由美籍主播專業配音，就教授英

文聽力而言，可謂相當完備。也有綜合教學的，如：Ferry“Your Guide to English News 

Language”（2006），這一本先是列出了新聞相關的媒體資源，如報紙、網站、通訊社等

等，然後再簡介報紙的版面，並清楚地交待新聞英文的語言特色，例如新聞的辭彙及語

法等等。此三類型的英文新聞教材各有特色，均能讓學生迅速掌握新聞用語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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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瞭解完市面上華語新聞的教材及英文新聞的編輯和教學模式後，筆者最後還是決

定以自選時下新聞來作為課堂教材。因為考量到該班的學生只剩最後一學期的課，加上

又會提早離台，因此，若是要他們購買教材，必定會有人不願意；再者，若是以時下新

聞來教學，學生較容易與當下的時事做連結。決定之後，即開始在網路媒體上找新聞，

因為透過網際網路，隨時都可以獲得最新的新聞資訊。如果能找到合適的新聞，不但能

讓學生對於居住地的現況有所認知，同時還可以明瞭現今的國際局勢；更甚者，還可以

搜尋到過去的相關新聞來讓學生做參考。希望透過一週一則新聞的教學，來提升學生的

華語能力，學習新聞相關用語，並與台灣接軌。 

這次挑選的時事新聞有：uber、日走八千步、店家為翻桌率出招、毒雞蛋、限水、

捷運、超商賣珍奶、塑膠袋、禽流感、衛生紙丟哪裡、世大運的準備及賞夜櫻等等。其

實，日常能接觸到的報聞內容相當多元，涵蓋了政治、經濟、商業、科技、文化、地方

新聞、藝術、宗教、流行趨勢、休閒娛樂、運動、飲食、保健、民生、居家等等，主題

非常豐富。然而，由於筆者的實驗性教學在時間有限之下，必須要有所取捨，故而所選

擇的主題大多是民生相關的議題，因為這些主題與學生的生活較為相關，想說如果選擇

和學生較為相關的議題，那麼他們在學習時才會因「有感」而產生學習興趣。接下來，

筆者又考量到，是要以書面的新聞稿來教學，還是以電視新聞來教學。考量了許久，最

後，筆者考量到學生的程度、上課的趣味性及練習聽力等因素，決定取材自電視新聞，

因為這樣有「畫面」、有「聲音」不但可以引起學生的注意，還能讓學生透過影片來瞭

解新聞，透過主播的播報來練習聽力，並習慣正常的新聞播報語速。 

然而，如果單看新聞，沒有書面的文字的話，學生根本無從學起。因此，筆者請助

理將主播的播報打成了逐字稿。整理出逐字稿後，再上漢拼。1然後，在文後再加上單

字表，如是一篇學習的新聞教材就完成了。 

2.1 範本一： 

日走 8000 到  12000 步，  收入 比較 高？ 

一個人富不富有， 竟然跟 每天運動量多少，有極大的關係。這是來自合國 最新

的研究說：全世界最有錢的人，每天都 有 一個習慣，會走路 8000步到 12000步。 

要帶您看這樣的研究，在台灣 適 不適用。不管健身房或是操場，民眾運動不只會 

更健康，聯合國有一項調查更發現，每天 走路 8000到 12000步的人，平均年收入有台

幣 100萬到 250萬。 

「我每天早上起來晨跑，我有時候為了要趕 7點鐘開會，我甚至可能 4點、4點半

就爬起來。真的能說有一點小小的成功的話，我覺得多半是歸因於我養成一個非常好的

運動習慣。」醫師劉偉民，他是台北醫學院  婦產部的主任，年收入破千萬的他，認為

今天 的成就，跟運動有關。 

另外像台塑集團創辦人王永慶，每天早上做毛巾操，富邦金控董事長蔡明忠，也熱

愛跑馬拉松。運動跟收入不是絕對有關係，但習慣運動的人， 比較容易擁有高收入，

絕對是有根據。 

2.2 範本二： 

上 完 廁所， 衛生紙 到底要 丟進馬桶 裡，還是垃圾桶裡？ 

「垃圾桶」「垃圾桶」「垃圾桶，才保持乾淨。」大部分人還是習慣 把 衛生紙  往  

垃圾桶裡丟，不過 環保 署長認為， 應該 宣導，把 衛生紙  丟進 馬桶，才 能達到 垃

                                                      
1這些學生的漢字識字率因人而異，有漢字程度很好的同學，也有漢字程度很差的同學，因此，為了教學

方便，筆者只好全都打上漢拼，以免有學生跟不上，或是需要花費額外的時間在解說讀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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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減量。 

「丟馬桶 怕 沖 不下去。」「堵塞，那之後 要 用的人， 不就會滿出來 嗎？」 

要是在  公共  廁所把馬桶 堵住了，那可就糗大了，但現在政策轉彎，因為環保

署認為，造紙技術已經大有進展，衛生紙溶於馬桶應該沒問題。 

也曾有網友拿面紙還有衛生紙來測試，發現在水中過了 20 秒，面紙還是一整張，

衛生紙已經變碎，溶在水裡。 

但就怕民眾沒分清楚，衛生紙、面紙、萬用紙巾，不管能不能溶解，通通丟馬

桶，造成阻塞，就很悲劇。要怎麼宣導，改變民眾習慣，要再花上一段時間。 

 

有了教材後，接下來就是如何教學的問題了。 

三、 新聞教學實驗 

英文教學將「新聞」融入課堂早已行之有年。至於如何將新聞導入英文教學，亦可

以找到許多相關論文，不論是新聞英文的課堂活動計計、教學計畫，或是教學資源在在

都有。例如，Zhang（2010）在其新聞英文的課堂上，就先簡介英文報章雜誌的特色，

然後再與學生討論熱門的時事話題，最後再進行角色扮演的課堂活動。而 Potter（2006）

則是以英文報紙作為教材，請學生先在課前閱讀，閱讀後再進行寫作練習，練習的項目

相當多元，例如：讀者投書、訪談、編寫班報等等。 

首先，筆者當要確認這次的教學目的，是只要學生單純地接觸新聞，學習新聞用語，

還是要像 Potter 老師一樣，訓練學生新聞編寫，乃至訪談技巧。念及學生的語言程度及

課堂的有限時間，筆者選擇前者。即選擇讓學生從電視新聞報導中，去學習並觀看中文

母語者 CNL(Chinese as a Native Language)的新聞用語及當下的時事，並從教學中引導同

學對該則新聞發表自己的意見。新聞教學若能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則不但能提升學生

的語言程度，還能依於新聞內容的語用情境來與學生做討論，是很不錯的教材內容。 

新聞教材的優點除了能讓學生瞭解時事，並進行討論外，新聞用語還直接反應了當

地的文化，甚至是語用習慣，因此，讓學生接觸新聞，才能讓他們瞭解當地的文化，所

以說「新聞」真的是學習語言不容忽視的素材。誠如謝健雄（2012）所說的：不同的文

化族群各自擁有自己的語用習慣，即便同是英語系的族群，在不同的時間、空間均會創

造出屬於自己的特殊用語。而那些在一個族群間所流行的「語言」，並非單純地取決於

單一的語言產出者，而是群體間互動後的結果。換言之，新聞文本的產生，並非由記者、

或媒體編輯單方面所主導的，而是建構在與讀者（新聞接收者）互動後的結果。也就是

說，新聞工作會隨著其讀者群來調整其用語或特色。例如，國內的「蘋果日報」、「聯合

報」、「自由時報」、「中國時報」及「國語日報」各自有各自的文字風格，而其之所以會

有不同的文字風格或特色，除了是要建立自己的特色外，更是基於迎合閱讀該報的讀者

口味，以期吸引讀者的目光。正因如此，才會有學者藉由研究英文新聞來探討「跨文化

語用學」（intercultural/cross-cultural pragmatics）。所謂的「跨文化語用學」乃是指研究文

化背景、文化期待不同者溝通時所發生的種種問題。（Boxer, 2002; Wierzbicka, 2005） 

因此，當筆者在帶學生讀新聞時，亦會探討到臺灣本土的文化現象。例如：在教到

「塑膠袋」時，便會和學生討論到臺灣使用塑膠袋的情形，在哪裡會拿到塑膠袋？一天

平均會拿到幾個？並討論他們國家用塑膠袋的情形，及歐美對塑膠袋的態度。而在討論

到「超商賣珍奶」時，便一同討論到臺灣的手搖飲文化，問學生他們最常喝什麼？多久

買一次？一杯多少錢算是合宜？還會談到喝手搖飲和健康的問題，以及他們國家最普遍

的飲料。在教到「日走八千步」的時候，我們探討了臺灣人的運動習慣，並檢討了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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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臺灣大學生不喜歡運動，以及為什麼外國大學生不論男女，幾乎普遍都有運動的習慣。

而討論最熱烈的要屬「衛生紙丟哪裡」，當我們在探討那個議題時，氣氛相當愉快，因

為每個晚進來的同學，一進門我們就問他你上廁所衛生紙丟哪裡？那幾位同學都很認真

地回答，聽的同學則哈哈大笑。接著，我們就慢慢帶入主題，讓學生瞭解臺灣為什麼要

推這個新政策，以及哪些紙是可以丟的，哪些紙不能丟。 

通常，我們都是這樣先暖身一下，然後就進入教學。然而，在正式進入教學時，筆

者嘗試過了兩個方法，一是直接進入課文，二是先看一次電視新聞。結果，由於電視新

聞的語速太快，學生可以說完全跟不上，最後多是看一下畫面，臉上沒有太多表情。後

來，我改以先上課文，上完後再看影片，且先是調慢語速，然後再播放正常語速，如此，

學生反應還不錯，不但認真看，認真聽，還能有所反應。筆者以為，主要是因為我們上

的文章正是新聞的逐字稿，所以學生在上完文章後，已能完全掌握新聞主題，故而較不

會有挫折感。 

然而，以逐字稿來上課，仍有它的缺點在。一來，電視新聞的稿子是配合畫面的，

有時畫面是主播，有時是受訪者，或是新聞旁白，說話的人並不局限於一人。因此，在

打成逐字稿時，由於沒有任何註記，所以常會出現：「垃圾桶」、「垃圾桶」、「垃圾桶，

才保持乾淨。」等由不同人所說的字句，如果沒有連同畫面一起看，有時還真會出現讓

人有文句斷裂，或銜接不夠順暢的感覺。再者，由於電視新聞的長度不一，有的很短，

有的略長；太短的，很難有深入的討論，而太長的，又很難在兩個小時內上完。因此，

遇到太長的新聞，筆者就會請助理刪剪新聞，讓該則新聞的長度適中。最後，就是單字

的問題了，其實，由於是以現成的電視新聞為教材，所以很難去控制單字的難度或是數

量。有些較為生活化的新聞，像「超商賣珍奶」或是「日走八千步」，其單字就較為簡

單；然而，有些新聞因為涉及了一些專有名詞，因此單字略為偏難，如「禽流感」或是

「毒雞蛋」就是，在上這兩則新聞時，不論是對老師的教學挑戰，或是對學生的學習理

解而言，都是較高的挑戰。其實，若以專業而言，新聞教學也應當和一般華語教學一樣，

要依其單字的難易度來分級。像英文新聞就依 EFL(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

EIL(English as a International Language)和 ENL(English as a Native Language)來分級，讓

學生的學習由易而難，循序漸進，如此學習才會有顯著的成效，而不會讓學生產生太大

的挫敗感。 

以上正是這次華語新聞教材的選擇及其優缺點。知道了教材的優缺點後，筆者即就

能做的部分來做補強，亦即在教學活動的設計或是練習的題型設計，以避免過度僵化的

教學或操練，讓學習失去了趣味，或失去了應用的效益。是以在教學的當下，筆者除了

會帶學生進一步思考相關的議題外，還會訓練同學如何運用文內出現的語法，或以不同

的用字遣詞來表達自己的觀點。 

其實，每一則新聞筆者都設計了學習單。學習單的內容除了以問答題的方式，問學

生該則新聞的相關問題外，還一一設計了不同的題型，有關於語法點的，也有關於語序

的，還有讓學生練習對話的。今略舉如下： 

3.1 回答問題  

1. 你覺得上完廁所，衛生紙應該丟在哪裡？為什麼？ 

2. 你有「糗大了」的經驗嗎？ 請寫下來。 

3. 為什麼環保署認為，可以把衛生紙丟進馬桶？ 

4. 根據這篇新聞，萬用紙巾和面紙，可以丟進馬桶嗎？ 

5. 你覺得用什麼方法，可以讓大家更快習慣把衛生紙丟進馬桶？ 

3.2 對話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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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一個朋友，他不喜歡運動，總是有各種理由不運動。你覺得這樣很不健康，

你會怎麼說服你的朋友跟你一起去運動呢？請兩個人一組，一起創作對話。 

3.3 語法練習 

◎ 不管、通通  EX 不管爬山、游泳或是打籃球，我通通喜歡。 

1. 台灣的春天、夏天、秋天都很漂亮。 

2. 我覺得中文、英文、日文都很難 

3. 他今天、明天、後天都很忙。 

3.4 請重組句子  

Ａ無論 / 便利商店 / 以後 / 都 / 還是 / 超市 / 不提供 / 塑膠袋  

Ｂ這個 / 下雨 / 唯獨 / 星期 / 沒有下雨 / 昨天 / 一直 

C 月 / 從 / 下個 / 這家店 / 起 / 10 點 / 開門 

在透過如是的練習後，學生可以說在聽、說、讀、寫四個方面都有接觸到。然而，

除了這些練習外，當如何進行考核，對此，筆者其實在一開學時就跟學生說明了，說要

舉辦一場盛大的新聞播報活動。亦即每一位同學都要到大演講廳登台報新聞，為了讓整

個活動看起來更為正式，學生報告當天還聘請了三位評審老師。那三位老師所評的分數，

一來作為同學的期末考分數，二來作為該場播報新聞比賽的分數。此次的活動所以變身

為比賽，乃是因為筆者把這場活動和通識活動結合，通識中心除了協助場地佈置、活動

主持、獎狀印製外，還為同學準備了獎品。第一名到第三名都是 Nike 後背包，第四名

和第五名都是 Nike 運動水壺。有了獎勵，學生就更賣力了。其實，為了讓學生能順利

登台，筆者在同學上台的前一週，已經讓同學在課堂上講過了一次。在那次預講時，筆

者發現，有些同學因為害怕上台，而以預錄的影片直接播放，結果有的影片效果不錯，

因為同學在影片中有去訪問不同的人；然而，也有同學假錄影之名，行作弊之實。也就

是假裝看著鐘頭，其實是看著稿子在念。見此，筆者立即予以糾正，當場直接宣布只要

影片中沒有訪問到別人的，下週全部都要以現場播報的形式登台。幸好有預演，要不然

成績出來時，對於那些用心準備的同學就不公平了。 

四、 實驗教學反思 

這次的華語新聞教學，可以說是臨時性的實驗，準備並不是很周全，所以在教完後，

反觀一整學期的教材及教法，覺得有多地方可以再做修正。例如，在選一則新聞時，其

實可以讓同學比較同一事件的不同報導，如是除了可以讓同學們比較不同報紙的寫作風

格外，還可以透過觀看同一事作，來增加生詞的複現率。還有，可以開闢一個單元，專

門探討新聞標題，讓同學透過標題來提升文字的敏感度。此外，還可以針對內文來教同

學如何去處理五 W（where、who、what、when、why）一 H(how)。以下筆者就以新聞

標題教學與新聞內文教學兩個部分來做教學改進上的討論。 

4.1 新聞標題教學 

新聞標題，英文稱之為 Head-line，顧名思義，就是「首要的界線」。而其性質為何？

政大新聞系彭家發教授說：「標題係『導言的導言』，是『新聞的廣告』，係美化版面、『推

銷報導』不可或缺的素材。」2堪稱新聞濃縮菁華的「報紙標題」，文字雖然精簡，但它

不但具備提點新聞內容的功效，還因用字醒目、靈活，增添了不少讀報的樂趣。是以一

則好標題，有如一則好廣告，短短幾個字就足以吸引讀者或聽眾，讓他們來「消費」該

則新聞。由此可見，標題其文雖短，可是其文字功力實不容小覷，實有令人值得學習之

                                                      
2彭家發《小型報刊實務》，三民書局，1995 年 3 月，頁 173。 

746



處。正因為下標不容易，所以大陸學者夏震霏才會說：「標題是新聞的再創作，做一個

好標題並不比寫一篇新聞省力。」3
 

有鑑於此，筆者遂思考，若能整理報紙標題，一一詳析，並找出優劣的範例來讓同

學看，那麼學生必定能從中學習文字運用的技巧，並提高其文字敏感度。念此，在整理

2003 到 2007 年的標題後，筆者為學生歸納了以下七點「好標題」所具備的特色： 

4.1.1 用字明確 

用字明確是讓讀者了解新聞的基礎，試想如果一則標題下得含混不清，讀者讀了之

後，還要進一步閱讀內文才能了解標題，豈非本末倒置？故標題之字句必須明白確定，

毫不含糊，如此才能在字句中具體反映事實，使讀者一讀便知。如： 

 「台生就業 問題不大 困難不小」聯合報，兩岸 A13，2006/10/22 

此標題使用「不大」和「不小」，巧妙的結合台生就業可能會面對的「問題」和實

際會遭遇的「困難」，讓讀者能深入思考二者之差別。 

4.1.2 句讀清楚 

由於報紙版面有限，下標題時儘量不使用標點符號，然而若是遇到文句太長的狀況，

則有可能誤讀新聞內容；因此新聞標題多以半形空格來造成句讀的效果。如可適切使用

斷句和標點符號形成句讀，不但可以讓新聞標題更具有節奏感，更可進一步將事件的前

因後果清楚表達出來。 

「一陣風 一群蜂 螫傷 37 學生」聯合報，生活 A6，2006/9/25 

此標題用同音的「風」和「蜂」，使其念起來相當順口，並精簡的表達了事件的始

末；另利用兩個三字句也給讀者一種迅雷不及掩耳的臨場感。 

4.1.3 詼諧 

一份報紙中有好幾百條的標題，如何讓讀者在閱讀如此龐大的訊息時，能對單一事

件印象深刻，便要在標題上下功夫。如能適當修飾標題，一反平鋪直敘的單調，如利用

反詰句、驚嘆句、改變標題字數、句法等方式，使標題能兼顧新穎、幽默又不落於刻薄

與人身攻擊，使讀者閱讀時能會心一笑，進而對此新聞另眼相看。 

「哈利大戰孫悟空？ 大陸偽書多」聯合報，文化 A10，2007/8/2 

此標題結合兩個眾所周知，且出現在不同書中的人物「哈利波特」和「孫悟空」，

形成不合邏輯的問句，再點出答案：其實是偽書。使讀者讀來會心一笑。 

4.1.4 用典高雅 

將許多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放入標題中，將之與新聞內容做呼應，或暗喻事件始末，

確實能提升標題的文學、藝術階次。若能在標題中使用適當且高雅的典故，不但會有畫

龍點睛的效果，使讀者會心一笑，並產生閱讀的興趣，更會讓此標題更具深度與美感。 

「逐臭之夫－業務高手改賣臭豆腐月入 70 萬元」蘋果日報，財經 B12，2006/11/8 

這則標題巧妙化用「海畔有逐臭之夫」的典故，且還原其原本意義：追逐臭味的人。

點出新聞內容主角是「賣臭豆腐」，語意貼切又兼具詼諧。 

4.1.5 妙用雙關語 

                                                      
3轉引自黃甲乙《台灣新聞標題語言研究》，彰師大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1 月，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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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聞標題中，最常見到的就是使用「雙關」修辭法來表現。「雙關」修辭法即是

利用文字、詞句在讀音、意義上的相似或相同性，用最精簡的字句，來表達最完整、最

適切的新聞內容，並能製造某種程度上的趣味性，以吸引讀者閱讀的意願。 

「條條步道通美景 涼快森呼吸」聯合報，旅遊 14，2007/7/14 

這則標題運用「深」和「森」兩字字音雙關，將新聞內容中森林的清爽與登山同時

能夠大口深呼吸表現出來。 

4.1.6 妙用成語 

中國章句結構中最具代表性的特色就是成語，在簡單四字中，蘊含中國幾千年來的

文化意涵，也擴大豐富了字句的意義。而在新聞標題中。如可以援入適當的成語，不但

能美化標題，使標題具文學性，更能於簡短的字數中，表達出豐厚的意涵。 

「信義商圈封街 無車無束」聯合報，北市焦點 C1，2006/9/24 

此標題利用「車」字的讀音「ㄐㄩ」和字面意義「車子」來雙關「街上沒有車子」

和成語「無拘無束」，表示封街後沒有車子進入讓行人可以無拘無束的逛街。 

4.1.7 妙用俗語或流行語 

不論是「俗語」或是「流行語」都是在民間，經民眾口耳相傳之下所形成的通用語。

由於為眾人所熟悉，所以若能適當地用於新聞標題，則能使標題更顯得親切有味。 

「喜宴也瘋狂 穿著禮服進產房」聯合報，話題 A9，2005/12/12 

此標題運用許多主流電影片名常會使用的「XX 也瘋狂」，來表達一則新鮮趣味的新

聞，同時透過「狂」、「房」的押韻，也使語句產生了節奏感。 

在整理完「好標題」的特色後，筆者以為可以讓同學比較同一則新聞在不同報紙上

的標題差異，並從這些「小差異」中，來判斷標題的優劣或特色。因為從標題所使用的

文字，就可以判斷該媒體在報導該則新聞時，所想吸引讀者閱讀的重點，而這些重點的

挑選也正展現了媒體人的文字功力。 

除了比較同一則新聞的下標特色外，筆者以為，還可以玩下標題遊戲。如是的下標

遊戲，除了可以增加學生的閱讀量外，還可以讓學生從文中找出重點，並以適當的文字

表現出來。在學生下筆擬定新聞標題之前，筆者會提醒同學當注意幾點：必須提示新聞

主要的內容、必須提示新聞事件的重要影響、必須指出新聞的焦點、必須顯示新聞的重

要性，好讓同學能聚焦來下標。待全班都寫好時，還可以把那些下得不錯的優秀標題寫

在黑板上，讓同學有相互觀摩的機會。 

4.2 新聞內文教學檢討 

筆者這次在教新聞內文時，其實只是很簡單地依著內文的脈絡來教學，並沒有很清

楚地教學生區分：導言和正文。4也沒有教學生去觀看每一則新聞的五 W 一Ｈ，即何人

(Who)、何事(What)、何地(Where)、何時(When)、為何(Why)及如何(How)，可以說是個

沒有系統的教學。 

因此，如果下次再開華語新聞教學的課的話，筆者當把重心放在教學生這「六何」。

其實，出現的前後順序是不一定的，依新聞內容的重點而有所差異，但內容的重點或焦

                                                      
4所謂的導言（the lead）又稱作誘導文（the hook）即是在標題下的第一個段落，主要在於表達該則新聞

的大要。它乃是一段簡短的描述、敍事，令讀者略略明瞭事件的人、事、時、地、物，並讓讀者對詳細

的事件有所期待。接下來才是主題文，它主要述說整個新聞事件的重點。（謝健雄，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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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是可以易位的，要看下筆者以什麼為重要，那哪一個就會在前面。因此，當學生能順

利找出新聞的「六何」，則表示他們已能掌握文章，這不但對他們的閱讀能力有所助益，

亦對他們的寫作有所幫助。 

如果能依照六何：「何人」、「何事」、「何時」、「何地」、「為何」、「如何」來教導學

生，當會較有系統地來讓學生接觸新聞。而在練習時，可以藉由新聞的閱讀，讓學生自

行找出此六何。 

在學生能清楚掌握六何之後，筆者以為，可以讓學生嘗試著去採訪並寫作新聞。可

以從身邊的事件，例如校園或宿舍事件說起，讓學生自己去完成一則新聞，並將之播報

出來。若能這麼做，那整個華語新聞教學就算是完善了。 

五、 結論 

實驗了一個學期的華語新聞教學，雖然說不是很成功，但也從中學到了不少經驗。

本次選擇以電視新聞作為教學內容，而非選擇新聞報紙，乃是希望電視的新聞畫面能引

起學生學習興趣，且能藉由聽主播的播報來練習聽力。然而，由於電視新聞的語速過快，

一開始，學生略有感到挫折；但因筆者將新聞的內容打成了逐字稿，是以學生在學習後

再看新聞，即能掌握八至九成，學習效果還算不錯。期末測驗乃是以口試的方式進行，

每一位學生都要上台報告一則新聞，報告時，還得搭配自製的合宜簡報。至於報告的內

容或可以課堂上過的，或是自行選材，兩者皆可。由於期末報告為競賽模式，是以學生

個個都相當認真，只有少數幾個平時就不認真的同學表現不好外，其餘的同學皆能很得

當地播報新聞。 

見此，筆者以為，若將新聞融入於華語教學，不但能讓同學接觸目標語言的新聞用

字用詞，看懂電視上的新聞報導，明白新聞的書寫特色之外5，還能讓同學因瞭解當地

的新聞事件，而拉近與本地人的距離。然而，要教學生這些內容，必須要有好的新聞相

關教材，並配合特別計設的課程教學，如是方能達成目標。關於教材，或可取材自現成

的媒體新聞，或可選擇已出版的相關教科書，或自行編寫。筆者以為，若能自行編寫，

較能符合自己的教學理念，然而費工又費時，但為了要有較佳的教學品質，筆者還是決

定走自編教材，自行出書一途。書稿目前已經進行到一半，日後若真能出版，還盼學界

大德不吝斧正。至於課程設計，筆者下次若有機會再進行華語新聞教學的話，當帶學生

從「新聞標題」學習起，讓學生從「標題」去判別作者下標的用心，並培養文字的敏感

度。之後再帶學生從「六何」的角度去看新聞的內文，讓學生一一從新聞中找出六何，

從而正確地解讀該則新聞。待學生能清楚地掌握「六何」後，筆者會讓學生透過實際採

訪、編寫新聞來運用六何。如是從讀到聽，從採訪到編寫，新聞教學方堪稱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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