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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灣旅遊主題融入中初級華語寫作之教材編寫 

—以記敘文為例 

中文摘要 

 缺乏寫作能力會使學習者的語言技能發展不夠完善(羅青松，2002)，

然而現今華語寫作教材的研究卻相對受到忽視。郭利霞(2013)指出對外漢

語寫作教材相對明顯不足，且多數的教材缺乏特色和新意。本研究旨在

編寫出以台灣旅遊為主軸之中初級華語寫作教材，並以記敘文為寫作訓

練體裁，希冀能提升二語學習者之寫作興趣與寫作能力，同時提供教師

有步驟之寫作引導及練習材料。研究方法主要先以「內容分析法」探討

寫作歷程、二語寫作教學、二語寫作難點、記敘文架構、教材編寫原則

以及台灣旅遊主題在華語教材的應用等相關研究，並分析現行台灣中初

級華語寫作教材之內容。其次，對學習者與教師進行問卷調查以瞭解實

際需求。接著綜合上述分析設計出本教材之大綱與一課範例，最後請華

語教師進行教材評鑑。 

 本研究結果發現「旅遊」主題在台灣中初級寫作相關材料中的運用不

多，並且在寫作引導及練習方面亦不足，然而學習者卻認為寫作主題

「台灣旅遊」的趣味性與實用性程度相當高。因此，本教材緊貼使用者

需求，並考慮在地性，於進行寫作訓練時亦透過台灣景點介紹兼顧教材

的實用性。經各項分析得出以台灣旅遊主題結合中初級記敘文寫作教材

的編寫要點為：(1)教材目標以「能用中文介紹自己國家的景點」、「能用

中文介紹台灣的景點」以及「記錄旅行中發生的事」為設定方向，符合

定向原則；(2)透過「過程法」進行寫作資料收集與引導，並在部分練習

題設計上採「控制法」以降低語法使用錯誤。(3)需先簡述記敘文寫作方

式再呈現範文，並對範文進行分段提問的摘要練習；(4)寫作練習的固定

題型應包含「使用不同的句型來改寫句子」、「寫作前先針對幾個問題和

同學討論」、「對範例文章做大意摘要練習」及「將對話改寫成一段記敘

文」。由教師之評鑑結果顯示本教材採循序漸進的寫作引導，能協助學習

者從「資料收集」、「結合資料與寫作架構」、到完整「書寫文章」。 

關鍵詞：中初級寫作教材、記敘文、台灣旅遊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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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ng the Theme of 

Traveling in Taiwan into the 

Design of Narrative Writing 

Material for Intermediate-Low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Abstract 

The lack of writing ability may result in incomplete development of 

learners’ language ability (Luo, 2002). However, the study of teaching material 

of Chinese writing has not received enough attention. Guo (2013) stated that 

most of the materials for teaching writing in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education are obviously short of features and novelties. Therefore, this 

dissertation aims to design a teaching material of narrative writing, which 

integrated with the theme of traveling in Taiwan, aimed for intermediate-low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and in the hope of stimulating learners’ motivations 

and enhancing their writing ability as well as providing step-by-step writing 

guidance and exercises for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Firstly,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writing 

process, teaching writing for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the difficulties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the framework of narrative essays, principles of 

compiling the teaching material, application of the theme of traveling in 

Taiwan i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he writing materials for 

intermediate-low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in Taiwan. Secondly, questionnaire 

surveys were conducte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actual needs of learners and 

teachers. Third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search results, an outline of a 

textbook of eight lessons was planned and details of one of the lessons were 

designed as an example of the textbook. Finally, six teachers were invited to 

review and provide feedbacks on the design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  



iii 

The research result shows that although “Traveling in Taiwan” is an 

interesting and practical topic for learners, it is rarely applied to the teaching 

material of writing for intermediate-low Chinese learners. Besides, writing 

guidance and exercises were insufficient in current teaching material of writing 

in Taiwan. As a result, this teaching material meets users’ needs closely in 

content, and its localization is practical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s of scenic 

spots in Taiwan and helpful for writing training.  

 After analysis, the main principles of integrating the theme of traveling in 

Taiwan into the narrative writing material for intermediate-low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were found: (1) The objectives of the textbook need to meet 

the expectations of learners, which are being able to " introduce attractions of 

their own countries in Chinese", "introduce the attractions of Taiwan in 

Chinese", and "take a record of what happened during the trip"; (2) It is 

suggested to use "process approach" to provide writing guidance and assist 

students to collect information for writing, and adopt "controlled approach" 

into the design of some exercises to reduce grammatical errors; (3)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narrative writing method should be presented before the 

writing sample, and summary exercises should be made according to the 

content of each paragraph; (4) The writing exercises should include “Practice 

of using specific sentence patterns to complete sentences”, “Practice of using 

different sentence patterns to rewrite sentences”, “A general summary exercise 

on the sample articles in the textbook” and “Practice of rewriting the 

conversation into a narrative essay”. After being reviewed by teachers, this 

teaching material for writing is shown effective in introducing the writing 

framework with step-by-step guidance, which assists learners to “collect 

information”, “apply the collected information to the writing framework” and 

finally “writing an article”. 

 

Keywords: Writing material for intermediate-low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Narrative essays, The theme of traveling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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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章 緒論 

本章將於第一節描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接著第二節說明研究目的與

問題，在第三節討論名詞釋義，最後於第四節呈現本論文之章節架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研究背景 

隨著語言教學領域的深入發展，以及全球學習華語之趨勢，相關華

語教材的價值越來越受重視。然而，華語寫作教材的研究與發展卻未能

體現在此成長中，能滿足學習者的寫作訓練同時提高實用性及趣味性的

教材仍相當有限。教材的缺乏亦反映出華語寫作教學發展的困境。因此

研究者開始發想是否能將具有趣味性且實用的主題融合入寫作教材當

中，而在一次閱覽許依菡(2012) 論文「初中級華語寫作教材設計研究-以

華裔學生為對象」時，發現「旅遊」主題為該研究對象所偏好範文主題

之一，故興起將台灣旅遊主題結合寫作教材之想法。而中初級程度之學

習者正處於剛從初級進入到中級的階段，此階段在寫作訓練重點方面亦

從句子轉換到段落的訓練，記敘文正適合此階段學習者練習之體材。固

本論文將嘗試以台灣旅遊主題融合中初級華語寫作教材，並以記敘文寫

作為主，為中初級學習者設計一套有逐步寫作引導及練習的寫作專項教

材，以利銜接學習者初級到中級之寫作轉換，並讓在台灣的華語學習者

更瞭解所居住的目的語環境。 

二、研究動機 

(一)華語寫作訓練與教材的缺乏 

華語教學界深受聽說法的影響，過多地強調聽說領先，雖也強調「讀

寫跟上」，但在整體教學實施過程中，聽、說能力與讀、寫能力往往不夠

協調，甚至有脫節現象(趙金銘，2006)。然而寫作能力是體現一個語言綜

合表現的重要指標。羅青松(2002)指出缺乏寫作能力不僅會使得學習者的

語言技能發展不夠完善，對其它方面語言技能的充分發展也將有所限

制。大陸地區近年寫作教材及研究成果較豐沛，但並不全然適用於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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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的華語學習者。陳水勝(2010)於<海外華文教材建設的回顧與展望>中提

到，教材的編寫應該有因地制宜的針對性，凸顯文化特性。使用大陸地

區的教材對於台灣的華語學習者來說，內容的實用性會下降，可能連帶

導致趣味性及學習動機的降低。而台灣目前提供學習者使用的寫作教材

多以讀寫教材為主，比方針對華裔學生而出版的《實用中文讀寫》系列

教材及針對聽說能力領先讀寫能力的學習者所編寫的《讀寫學中文》。 

(二)華語寫作教材內容較單一 

 蔡蓉芝、舒兆民(2017)認為教材編寫研究雖不少，但許多研究成果

經常重複出現。某些文章提出一些創見後，這些意見會不斷地重複出現

在後續的研究中，有新意的研究較少。研究者分析目前的中初級華語寫

作教材後亦發現相同的問題，教材的主題、體例、範文的選擇方式皆有

諸多重複或者相似的部分。再者，陳水勝(2010)建議教材的編寫應因材施

教且循序漸進，其對未來教材的發展則建議應本土化，也就是符合當地

需要的教材。由當地華文教師配合當地的風土、文化來編寫教材。蔡、

舒(2017)綜合各家學者的建議，提出新一代的教材應以學習者為中心，注

重實用性、功能性、趣味性、多樣化，並使用真實語料，考慮區域差

異。 

(三)寫作能力對中初級學習者的重要性 

二語寫作是學習語言技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也是檢測學習者綜合

語言能力的重要指標。莫丹(2017)指出寫作要求以書面形式進行表達，在

結構、篇章、詞彙與句法等方面有著更高的要求。因此寫作能力是相當

重要但其難度也很高的一項語言輸出活動。研究者教學時發現，在課堂

上的口語表達有時不一定能真實呈現學習者所學，因為迫於一問一答的

時間限制，學習者可能採取「只說自己會的」學習策略，而降低了應有

的語言水平，但是寫作則讓學習者有較多的時間去思考所用的詞彙和語

法，同時教師也有較多的時間去檢視學習者對於寫作能力的掌握。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於前述之研究動機，本研究旨將「台灣旅遊」結合中初級寫作材料

以提供具有實用性、趣味性並能提升寫作能力之教材。研究者欲調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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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學習者及教師對寫作教材的需求，結合二語寫作理論、寫作教學理

論以及華語教材編寫原則等，以編寫出具體的寫作教材範例。具體之研

究目的及問題如下: 

一、 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最終目的是希望編寫出以台灣旅遊為主軸之中初級華語寫作

教材，從而提高寫作教材之多元性、趣味性及實用性。並依學習者與教

師之需求編出有助益的寫作相關練習。以此提升學習者之寫作興趣與寫

作能力，同時提供教師有步驟之寫作引導及練習材料。 

(一)編寫出與台灣旅遊主題結合之中初級寫作教材 

藉由學習者及教師之需求分析調查，探究其對台灣旅遊為主題之寫作

教材的評價。並探討寫作教材應有之內容。 

(二) 提供教師進行有步驟的中初級寫作引導、練習之材料 

透過現有教材分析及教師、學習者之需求分析問卷來了解有幫助之寫

作引導及練習題型，再結合相關研究後設計出循序漸進的寫作教材內

容。 

(三) 促進寫作教材的多元發展 

以台灣旅遊為主題貫串全書，提供華語寫作教材研究新的發展面向。 

二、研究問題 

雖然在部分現行的華語教材中有以台灣旅遊為該課主題之內容，但較

多比例出現於初級教材，且尚無以台灣旅遊縱貫整本寫作教材之研究。

故為達上述之研究目的，本研究需從根本問題，即瞭解台灣現行之中初

級寫作教材當中以台灣旅遊為主題的分布狀況、師生對於「台灣旅遊作

為寫作教材或材料主題」之相關看法以及調查針對中初級學習者有幫助

之寫作引導及練習。因此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如下: 

(一) 台灣現行中初級寫作教材中以台灣旅遊為主題的分布狀況為何? 

(二) 在台灣的中初級華語學習者對「以台灣旅遊為寫作主題或材

料」的興趣程度為何?以及實用性程度為何? 

(三) 哪些寫作引導及練習對中初級寫作能力的提升有幫助? 

(四) 以台灣旅遊主題結合中初級記敘文寫作教材的編寫要點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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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中初級 

本研究「中初級」所限定之受試者範圍，指已具備完整初級程度並

剛進入中級之學習者，其程度為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CEFR) B1 等級，

亦即達到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進階級」之學習者。具體界定範圍為

正在使用《當代中文課程》三、四冊；《實用視聽華語》三、四冊；《實

用中文讀寫》第二冊或是《讀寫學中文》第三冊之華語學習者。張莉萍

（2012）探討華語詞彙量與歐洲共同架構之間的關係，並提出此階段

（B1）之學習者應具備約兩千三百到三千個詞彙量。 

二、中初級寫作能力 

「寫作」指的是用書面形式進行表達，是更為複雜的語言輸出形式

(羅青松，2002)。過程中涵蓋了構思內容、組織文意、安排段落等步驟

(許依菡，2012)。而本研究針對之對象為在台灣的中初級華語學習者。國

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對華語文寫作能力進階級(B1)的範圍訂為「能

寫出詳細的私人信件，藉由描述經驗、情感、事件等傳達切身相關訊

息」。而《國際漢語能力標準》對於第四級(B1)學習者之書面表達能力為

「能就個人經歷或熟悉的有關學習、工作或社交話題作簡單的成段描

述，語句基本通順，表達基本清楚。」故可看出此階段學習者的目標除

了要能寫出短篇書信寫作外，亦須建構闡述觀點之寫作能力。因此，本

研究教材之目標為使學習者能藉由描述經驗、情感、事件等訊息做成段

的書面表達。  

三、台灣旅遊主題 

本研究中指的「主題」不局限於寫作的題目或是單課的目標，亦為

整體教材編寫的大框架。因此本研究欲設計之寫作教材是以「台灣旅

遊」為教材核心貫串全書，內容涵蓋在台灣旅遊的人、事、物、景。 

四、記敘文 

記敘文指通過記述、描寫人物的言行及事件的經過，表達或反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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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中心思想的文章體裁。張壽康(1983) 、楊振道與韓玉奎(1984)、 

Roth(2000)指出記敘文體有三個要點。第一，記敘文有地點、人物、事件

等內容。第二，記敘文的結構可依事件發展或時間的順序推進，第三，

記敘文常融入作者的主觀情感。本研究教材將結合台灣旅遊主題與上述

記敘文寫作之要點進行編寫。 

第四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台灣旅遊主題融入中初級華語寫作教材為主。分成六個章

節:  

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者的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與問題以

及相關名詞釋義。 

第二章為文獻探討，回顧與本研究相關之研究及資料。此章分為三

個方向，包含寫作教學相關理論、華語教材編寫原則以及台灣旅遊主題

在華語教材的應用。 

第三章為研究方法，介紹本研究所使用之內容分析法與問卷調查

法。並呈現研究流程以及針對台灣華語寫作教材進行分析。 

第四章為需求分析，調查教材使用者對寫作訓練及教材相關之需

求，此章分別從教師與學生的角度進行探討，最後綜合比較師生需求之

異同。 

第五章為本研究教材之設計，以「台灣旅遊」為主題規劃八課寫作

訓練材料，先說明教材大綱以及內容設計，接著呈現一課示範教材，最

後請教師進行教材評鑑。 

第六章為研究結果與建議，在結合前五章的分析、調查與實際編寫

後，對本研究進行反思並回應研究問題。再進一步提供未來相關研究之

建議，為使此領域之研究更臻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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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二章將對與本研究相關之文獻資料進行檢視與探討，以達在研究

架構及理論基礎做為骨架上進行教材編寫之目標。本章將分成三節進行

探討，第一節梳理寫作教學之相關理論，涵蓋寫作原則與歷程、一語和

二語學習者寫作之異同、寫作難點與教學法，以及記敘文體與二語寫作

教學;第二節探討華語教材編寫原則，包括通用華語教材編寫原則及華語

寫作教材編寫原則；第三節則針對六本教材進行分析，並討論台灣旅遊

主題在華語教學的應用，包含華語單位自編教材及已出版之教材。 

第一節 寫作教學之相關理論 

寫作教材編寫前須先討論寫作原則與寫作歷程、了解第一語言寫作

和第二語言寫作的異同並且分析二語寫作的偏誤與教學法，方能為教材

奠定學理及編寫方向。因此本節將先針對上述三方面進行探討，再進一

步了解記敘文與二語寫作教學之應用。 

一、寫作原則與寫作歷程 

寫作是反映作者語言、思維及表達等能力的表現。本小節將呈現寫作

時所需符合的基本原則與寫作歷程。 

(一) 寫作基本原則 

李紹林(2005)認為寫作在語言層面的基本要求有三項，分別是：清

楚、簡練、生動。也就是一篇文章不論在思想表達亦或觀點的組織都得

具有邏輯性，讓讀者容易掌握內容、用字遣詞小心謹慎。在寫作時的組

織結構方面有三項基本要求：集中原則、連貫原則、強調原則。 

1. 集中原則： 

集中原則又可分為句子集中、段落集中、主題集中等三種。句子

集中就是一個句子只包含一個意義；段落集中是一個段落裡所有的組

成成分都只為同個中心思想服務；主題集中即一篇文章只能有一個主

題作為文章的核心。 

2. 連貫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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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貫原則注重文中各個組成部分的順序和關係。也就是所有的句

子和段落要互相連接成一個整體，句子間的關係也要緊密相連，前後

句的意思要相互承接延伸。而寫作常用的三種順序為：邏輯順序、時

間順序與空間順序，作者應該根據寫作內容的不同而選用。 

3. 強調原則： 

文章中最重要的內容應該清楚地呈現給讀者，因此作者除了根據

寫作需求安排整體架構以外，亦須把語言成分安置到合適的位置，透

過位置的安排或重複的方式來凸顯重點。 

綜上所述，為符合集中原則，學習者需在寫作前就明確了解主題，根

據主題整理出適合的材料，接著做合理的取捨及搭配，讓主題鮮明突

出，同時也可避免離題的情形發生。而在篩選出材料後，安排的順序以

及連接詞語等的使用應使句子或段落間的關係與意思緊密相連，以達到

連貫原則。另外在安排順序與內容上也須盡可能地將重點清楚地展示給

讀者。 

(二) 寫作歷程 

寫作為一連串複雜的綜合活動表現，劉雨(1995)指出，寫作能力結合

了觀察能力、閱讀能力、記憶能力、想像力、邏輯推理能力、產生思想

的能力、結構能力以及語言表達能力。針對此項複雜的應用表現，許多

學者紛紛提出寫作認知模型以了解學習者的寫作歷程。研究者欲從模型

中進一步了解寫作建構的過程，以設計出符合學習者寫作歷程之教材。 

寫作歷程模式有不少研究和討論，其主要有階段模式與認知歷程模

式。以下將簡述兩種寫作模式的理論與發展: 

1. 階段模式(Stage model of writing)： 

早期學者提出的模式認為應將寫作過程分為數個階段。主張二階段到

七階段的學者皆有，因此將幾個代表性的理論簡要整理成下列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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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寫作過程階段模式 

階段數 提出年代 學者 寫作階段 

三階段 1965 Rohman 預寫寫作改寫 

四階段 1972 Legume&Kras

hen 

形成概念計畫寫作修改 

五階段 1979 Draper 寫作前構思起草為文再構思

編修 

六階段 1988 林國樑 確立中心思想運思蒐集資料

擬定大綱各自寫作審閱 

七階段 1999 羅秋昭 審題選擇體裁立意蒐集資料

整理材料語言表達修改文章 

(研究者整理自張新仁(1992)、劉明松(2003)。) 

各家學者在前人的基礎上建構出越來越精細的階段。但其核心概念都

將寫作視為各個寫作活動串聯的線性過程，認知心理學家認為此模式只

偏重表面活動，忽略了寫作時複雜且具循環特性的認知歷程。 

2. 認知歷程模式(The Cognitive-process Model): 

由於階段模式過於簡化寫作的思考歷程，學者開始透過認知心理學來

探討寫作運思的過程。而其中以 Hayes & Flower (1981)所提出的認知過程

模型(A Cognitive Process Model)最廣為人知，他們認為寫作行為主要涉及

三個方面，分別為：務環境(the task environment)、寫作者的長期記憶(the 

writer’s long-term memory)與寫作過程(the writing processes)。 三者之間並

非依不可逆的直線進行，而是有交互影響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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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認知過程模型(Flower & Hayes, 1981) 

 (1) 寫作者的長期記憶(The writer’s long-term memory)：模型中左方代表

著寫作者的長期記憶，亦即寫作者已儲存具備的知識，包含主題、讀者

和寫作計畫等等。 

(2) 任務環境(Task environment)：圖中上方的任務環境，也可譯做寫作環

境，涵蓋寫作者以外的其他與寫作相關的事物。這些外在條件會為寫作

者提供寫作框架，如寫作主題、讀者或是既有的文獻資料、修辭等皆可

做為豐富內容之工具。 

(3) 寫作歷程(Writing processes)：此處可分成寫作規劃(planning)、轉譯

(translating)和複審(reviewing)等過程。其主要在闡述寫作過程中一連串的

心理活動。其中寫作規劃包含了「產生想法」、「組織想法」及「目標設

定」，計畫常發生在寫作之前，但也可能在寫作過程中持續發生。而「轉

譯」則是把腦中構思的內容與架構實際寫出來。這個時候寫作者須同時

考慮很多面向，如怎麼把擬定的目標或內容用恰當的詞彙、語法呈現出

來。「複審」則扮演著隨時修改、評價所有文章內容或架構的角色。 

此認知模型內的活動皆可反覆循環且沒有一定順序的。因為 Hayes & 

Flower 認為寫作進行過程可能是邊寫邊想，也可能確立目標後再下筆，

而修改也可能發生於任何階段。故他們認為寫作歷程並非像階段模式所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1 

提出的依照一定順序直線進行。 

以上兩個模式各有其優劣，研究者認為認知模式較貼近一語學習者於

寫作時的歷程，因已具備相當充足的寫作知識，所以能不照順序地在各

個階段遊走。然而對於二語學習者來說，光正確地使用詞彙、句型來組

成段落已經相當不容易，若教學或教材上不遵循一定的步驟、階段進行

練習與引導，對二語學習者來說恐會更難掌握寫作架構，這也顯示了教

材中體例安排的重要性。但在編寫華語寫作教材時考量寫作過程中學習

者的認知仍是相當重要的。因為教材當中的範文、例句等都可成為提供

學習者參考的材料。而在學習者構思、規劃的階段提供中文寫作的基礎

架構亦可協助其組織段落與設定目標。以及透過各種練習讓學習者在正

式下筆前更熟悉詞彙、句型的使用，使其開始寫作時能將自身長期記憶

裡的經驗、想法用二語表達出來。 

二、一語和二語學習者寫作之異同 

瞭解寫作基本原則與寫作歷程後，接著探討一語和二語學習者於寫

作時之異同。Cumming(1986,1989)指出第二語言的學習者具有運用第一語

言寫作策略的能力，因此一語的寫作能力對二語的寫作表現具有相當程

度的影響。但相對一語寫作來說，二語寫作過程受到的限制更大。羅青

松(2002)分析一語和二語寫作在「語言工具」、「寫作相關能力」、「學習過

程」及「文化背景」四個方面的異同，研究者將其整理至表 2。 

表 2：第一語言與第二語言寫作異同 

 第一語言 第二語言 

語言工具 使用已掌握且熟練的語言來表

達，不存在語言障礙。能集中

思考欲表達之想法及文章結

構。 

需依靠第一語言的思維、組織

等能力，在此基礎上使用尚未

熟悉的二語作為表達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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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整理自羅青松(2002)。) 

Silva(1993)亦指出語言結構的差異往往使得學習者在進行二語寫作時

出現不符合母語者習慣的語言結構，並且相較使用一語寫作，二語寫作

時的構思策略容易因為需思考寫作的內容而無法集中精神於組織文章

上。 

綜上所述，二語學習者在寫作時由於語言工具、文化背景以及對二

語寫作架構不熟悉等等的限制下影響其寫作品質，也因此容易出現邏輯

不通順、缺少連接詞或句型使用不正確等各式問題。因此研究者認為寫

作教材的設計上應盡可能的減輕學習者在使用生詞、句型等等的負擔並

增加寫作引導的練習。其具體安排將於第五章進一步說明。 

三、寫作難點與寫作教學法 

欲編寫出幫助二語寫作者提升寫作能力的教材必須先探討二語學習者

在寫作中有哪些難點。並瞭解各寫作教學法分別能協助學者改善哪些難

點。本段將梳理寫作難點並闡述寫作教學法。 

(一) 寫作難點 

眾家學者對於二語學習者在寫作時的難點分析所探討的角度各有不

同。研究者整理後將其分成「產生想法之難點」、「語言使用之難點」以

及「文章架構與段落之難點」三大方面進行探討。 

1. 產生想法難點:  

寫作相關能

力 

學習者的語言水平和表達及思

維能力處於相對協調的狀態。 

學習者的語言能力和其思維、

表達能力存在一定的落差，處

於不平衡的狀態。 

學習過程 寫作能力的養成隨著年齡、知

識發展等其他能力同步發展，

為一漸進的過程。 

在已具備思維表達等能力下要

加速語言能力的提升，帶有速

成的性質。 

文化背景 學習者已具有第一語言的思維

表達習慣，熟知母語的文化背

景。 

學習者缺乏對第二語言文化背

景、思維模式的瞭解容易造成

寫作表達時不得體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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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 Flower & Hayes(1981)寫作認知過程模式可瞭解寫作時將主

題與寫作者長期記憶做結合是很重要的能力，也就是與自身經驗結合

後產生想法。羅青松(2002)提到第一語言寫作能力佳的學習者，在寫

作時善於調動生活經歷和思維的累積，進行梳理並表達出來。這種能

力通常也會直接地轉移到二語寫作中。然而第一語言寫作能力本身比

較弱的學習者，通常缺乏選材及組織表達等能力，因此二語寫作容易

出現不知道應該寫什麼，或是不知所云等問題。 

2. 語言使用難點： 

   語言使用方面包含詞彙、句型、漢字、標點符號、語體等。傅藝

芳(1994)總結留學生的寫作問題提到「詞語選擇、硬套某一句式以及

句子缺少完形成份。」; 胡建剛、周健(2003)提出了句號和逗號的使

用偏誤。除此之外，亦有學者研究特定國籍在語言使用上的偏誤，

如：趙旭(1997)分析了日本學生漢語寫作的常見錯誤。由上述問題可

得知二語寫作時，因對詞彙、句型掌握不佳以及受到母語負遷移等因

素的影響，導致寫作內容不佳。 

3. 文章架構與段落難點： 

    李紹林(2005)認為寫作在語言層面的基本要求有三項，分別是：

清楚、簡練、生動。也就是一篇文章不論在思想表達亦或觀點的組織

都得具有邏輯性，然而要有邏輯性地組織內容必然與熟悉中文寫作架

構與段落有關係。而不同的文體的段落內容安排也不一樣，因此當學

習者將一語寫作架構套用至二語寫作時，往往與中文的架構有所落

差。 

(二) 寫作教學法 

各家學者基於不同理論觀點以及針對不同面向的寫作難點提出了各

自的寫作教學法。研究者整理羅青松(2002)、郭利霞(2013)、唐曙霞

(2003)以及李曉琪(2013)等學者的看法，並針對其中七種具代表性的教學

法進行探討。 

1. 成果教學法：  

    又稱結果教學法，屬於較傳統的教學法，強調學習者遣詞造句的

能力，因此重視語法練習。教師引導過程主要為：教師課堂解釋並讓

學習者模仿範文、列出重點句式及詞彙要求學習者使用、學生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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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完成寫作、教師修改講評。羅青松(2002)提出的寫作教學步驟

「課堂講練、範文導讀、布置作文與批改講評」即根據成果法的框架

所提出的。此教學法重視寫作最後的成品，在早期的外語教學界及華

語教學界皆相當普遍。郭利霞(2013)更認為「成果法」在對外漢語界

長期一統天下。 

2. 過程教學法:  

    過程教學法的出現即為反對傳統教學法只重視成果的觀點。支持

此教學法的學者認為寫作過程的重要性大於結果，因此注重構思、資

料收集以及師生交流等準備過程。羅青松(2002)認為過程法更適合在

進入中級階段之後使用，因為此時學習者已掌握了比較充分的語言基

礎，能利用已有的語言、文化知識來完善文章的內容。典型的教學階

段分為：寫前準備(學習者針對教師布置的課前寫作任務蒐集資料、

閱讀文獻等，課上讓學生進行討論)、寫作階段(篩選材料，此階段重

視文章的內容和結構安排，不要求學生選詞造句)、修改階段(學生間

批閱和教師的建議)、編輯階段(修改、擴展直到定稿)。楊俐(2006)所

編寫的《外國人漢語過程寫作》即採用過程寫作教學法而設計。 

3. 控制法：  

    亦為「指導寫作法」，重視語言結構，忽視內容和意義。該教學

法採取控制語言輸出的方式來確保語言運用的準確性。因此羅青松

(2002)表示控制法能限制錯誤發生，並解決學習者迴避使用有難度的

句型或語言形式的情形。教學步驟一般為：句子練習、段落練習、使

用教師所給的材料並嚴格按照規定的程序寫作。 

4. 語段形式法：  

    將語段表達訓練視為寫作教學中很重要的環節，較不注重語法、

詞彙的準確性，所關注的是句子之間的銜接和段落的組織。這項教學

法旨在協助學習者在寫作表達方面超越單句表達的侷限，進入語篇的

層次(Donn Byrne 1998)。具體做法包含指導學生分析範文的語段，並

仿效語段寫作、讓學生將混亂的句子依一定的結構規則排成段落等。 

5. 任務法：  

    將「交際法」的理念具體化為任務項目，將寫作學習歷程劃分為

一個個具體的任務，引導學習者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就能逐步掌握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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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技能。任務法以學生為中心，故相較傳統教學法，任務法對學習

者的實用性以及靈活性大，然而教師須注意所設定的任務目標要明確

且具普遍性。陳作宏(2006)所編寫的《體驗漢語寫作教程》系列教材

即以任務法為核心，重視課堂的互動性與交際性。 

6. 內容教學法：  

    學習內容取決於學習者有興趣、與生活相關的內容，因此也會涉

及到其他科目的探討。此教學法的一大特點是採用「真實文本」，故

對於教師和學習者皆具相當的挑戰性。但卻能夠讓學習者透過多元內

容以及長期記憶使寫作內容更為豐富。 

7. 體裁教學法：  

    將體裁概念和體裁教學貫徹於課堂教學中，以不同體裁的語篇為

依據，並以探討語篇的文化語境和情景語境為手段來培養學生的體裁

能力。其主要教學方式為通過教師清晰的講解來引導學習者掌握不同

體裁之語篇所具有的不同交際目的和篇章結構。此教學法有三個學

派，其中澳大利利亞學派提出體裁教學法在寫作教學時具體操作步驟

為範文分析、摹仿寫作、和獨立寫作(秦秀白，2000)。 

綜觀上述的教學法可發現所有的學派皆各有優劣。過程法雖擁有成果

法缺乏的即時監控各階段歷程，但因為沒有範文容易導致學習者對寫作

架構不清楚。因此陳立平(2000)認為即使採用過程法，也不應忽視範文的

教學，教師應從中引導學習者瞭解寫作技巧。而控制法雖限制了學習者

的思維，卻同時提高了寫作者對運用詞彙、語法的準確性。語段形式法

有利篇章訓練，提升銜接流暢度，但可能造成詞彙、語法的準確性不

佳，也不太重視學習者真實的思維。任務法以學習者為中心使寫作過程

變得更靈活，但也使得難以控制內容發展而難以確保文章的系統性。內

容教學法的主題多元，與學習者的長期記憶連結度高，使用真實文本亦

能提高實用性，不過未經修改的材料對教師與學習者的負擔也很大。最

後，體裁教學能在宏觀的結構、詞彙及語法上分析框架，讓學習者瞭解

到在特定場合應談論什麼事，經歷哪些步驟以達到什麼目的。但其對於

選擇文本的要求也高，體裁不夠突出的文本並不適用。 

郭利霞(2013)說明任何教學法都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也有各自的侷限

性，具體運用時要分而治之，各個擊破。因此一本好的寫作教材不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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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依照單一教學法編寫，因為不同的寫作法能解決的問題面向不一樣也

各有其限制。馮晟（2009）根據教學上的實際需要而提出兼採控制法、

語段形式法以及交際法等方法，以達到優勢互補的效果之觀點。研究者

亦認同在教材內可依照不同階段所要處理的問題來選擇適合該階段目標

的教學法，比方說透過任務法或過程法讓學習者在課前先蒐集相關材

料，協助學習者開展想法。而在詞彙或句型練習方面可採用控制法，讓

學習者減少誤用以掌握目標詞彙及句型的使用等等。詳細的教材應用說

明將於第五章的教材設計理念進一步解說。 

四、記敘文體與二語寫作教學 

記敘文是人們對現實生活的感性認知的一種反應形式(鄒昭華，

2005)，亦即透過記人、記事(含遊記)、寫景、狀物來表達寫作者的見解

與感受。由於取材來自生活中的經歷，因此很適合做為初級或中級二語

寫作練習。鄒認為 CSL(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寫作教學中，從記敘

文教學入手是符合人的認知規律的。接下來研究者將分別探討「記敘文

特點」、「記敘文應用於景點介紹」以及「記敘文之中初級二語寫作教

學」。 

(一) 記敘文特點 

研究者整理鄒昭華(2005)、鄒昭華及夏小芸(2003)、王星繁(2017)、以

及國語文教學資料庫後，簡述記敘文的特點如下： 

1. 基本要素 

要寫好記敘文需掌握六個基本要素，分別是「時間」、「地點」、「人

物」、「事件的起因」、「經過」及「結果」。這六項要素能幫助寫作者將記

敘文寫得清楚有條理，不代表一篇文章需要涵蓋所有要素。可以根據事

物的特點、作者想表達的重點、讀者關心的內容等等來決定。 

2. 敘寫方式 

寫作記敘文時透過不同的敘寫方式來描寫人物、事件、狀物和寫景。

常見的方式包含順敘法、倒敘法、插敘法、平敘法、補敘法。順敘法通

常以時間、事件或是方位的先後順序來組織文章，因此包含了時間式、

空間式、事件式、因果式等四種結構。而倒敘法相較順序法便是改變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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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次序，把後發生的事件提到前面敘寫，而被提到前段敘寫的通常就是

寫作者欲突顯的內容。平敘法則敘述兩件或兩件以上的同一時間內不同

地點發生的事情，也就是並列式結構。另外，插敘法與補敘法都是由於

某種需要暫時中斷主結構的原因，而插入或補充敘述的內容，但仍要注

意與上下文的銜接，讓敘述事情的條理清楚。 

3. 記敘文的架構 

一篇記敘文章通常分為四段呈現，前三段描述真實事物，最後一段總

結上述的人事物景所帶給你的感想與收穫。以「記人」為例，第一段描

寫主角的外型；第二段說明主角的個性；第三段主角與寫作者的關聯，

最後一段是寫作者對主角的思想感情。當然除了描述外表和個性，前三

段也可以從主角的興趣、專長、特別事件的方向切入。以下表3中的架構

與舉例說明為研究者整理自楊裕貿(2012)以及國語文教學資料庫網站的資

料: 

表 3：記人之內容核心 

(二) 記敘文應用於景點介紹 

依記敘的對象來分，記敘文有寫人、狀物、敘事、記景共四個類別。

鄒昭華(2005)認為寫景、狀物固然要注意準確地描寫景物的外在狀態，但

更重要的是，要寫出客觀景物與主觀感受的化合。寫作者可以依照自己

想強調的重點、面向來選擇不同的寫作方法。表4以題目「安平古堡」為

例，「並列式」在前三段中透過建築物的歷史、外觀、功能等面向進行結

構規劃；「方位式」亦稱為「空間式」，以方位的概念或參觀的空間來組

織各段內容；而「時間式」則依據建築的發展歷史，按時間先後設計每

段落 各段內容核心 說明 

一 老師的外型 

真實事物 二 老師的個性 

三 老師的教學方式 

四 對老師的感謝 感想收穫/思想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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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核心。寫作者可彈性地選擇適合的寫作方式，但不管採用哪一種方

式，最後一段皆須與寫作者自身的想法、感受結合。 

表 4：記敘文建築物寫作方式 

(以上架構與舉例說明為研究者整理自楊裕貿(2012)、國語文教學資料庫) 

(三) 記敘文之中初級二語寫作教學 

羅青松(2002)提出在中級階段的二語寫作教學要注重文體與語言形式

的綜合訓練。因此教學內容應該以文體做為主要訓練架構，而在語言技

能方面，應該側重一些特殊句型在語篇中的選擇及運用，同時訓練學習

者對漢語連接成分的掌握。 

台灣國家華語文寫作測驗對於進階級(B1)記敘文寫作要求為「能針對

具體或抽象的事件、主題，描寫經驗、感受與反應。」因此相較於一語

寫作，此階段的二語寫作尚不考慮修辭的教學，並且對於文體架構的訓

練也應該分步驟簡潔地引導。鄒昭華(2005)指出解說記敘文的特點不是為

了進行理論闡述，而是為了幫助二語學習者瞭解中文記敘文的形式規

範。因此教學時應依據記敘文的特點及各段架構，引導學習者進行綱要

規劃與寫作。亦即將記敘文的體裁內涵，落實成明確的寫作步驟。 

羅青松(2005)認為此階段的寫作法可採用「任務法」、「交際法」及

「過程法」。藉由任務項目練習一些常用的語篇形式，並透過交際法增加

實用性，運用過程法協助學習者在表達方面的能力更加純熟。雖羅青松

(2005)認為「控制法」較適合運用在第一階段，也就是初級水平的學習

段落 說明 舉例 
方法一： 

並列式 

方法二： 

方位式 

方法三： 

時間式 

一 

真實

事物 
安平古堡 

古堡的歷史 參觀的時間 
荷蘭人佔台建

古堡 

二 古堡的外形 參觀陳列館內 
鄭成功時期的

古堡 

三 古堡的作用 參觀砲台與古砲 現在的古堡 

四 
感想

收穫 
參觀後的想法 參觀後的感想 

了解古堡變遷

後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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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但研究者認為中級學習者，特別是中初級(B1)學習者仍需要在生詞、

句型的練習部分使用控制法來提高目的語使用上的正確性，只是以控制

法進行的練習題在比例上可以依學生能力的提升而減少。 

第二節 華語教材編寫原則 

教材是教學中不可或缺的工具，一套優秀的教材，既能提高教師的教

學之品質，也能提升其教學成效。然而教材的出版需經過十分複雜的設

計和編寫過程，其中遵守教材編寫原則為核心之一。李曉琪(2013)說明一

部優秀教材的編寫，不只需要編寫者具有豐富的教學經驗，也不只是需

要編寫者在教材的框架、內容、語言點、練習等細節上進行的統籌安

排，更需要在編寫之前就具有明確的編寫原則。因此本節將對通用華語

教材編寫原則以及華語寫作教材編寫原則這兩個方面進行文獻分析。 

一、通用華語教材編寫原則 

教材編寫原則即為編寫實踐的指導原理，是教材編寫工作的基本指

南與基本要求 (蔡蓉芝、舒兆民，2016) 。對此諸多學者提出相關見解，

以下為研究者整理出具代表性的學者及其編寫原則。 

表 5：通用教材編寫原則 

  研究學者 編寫原則 

趙賢洲

(1988) 
針對性、實踐性、趣味性、科學性 

呂必松

(1993) 
實用性、交際性、知識性、趣味性、科學性、針對性 

束定芳、

莊智象

(1996) 

真實性、循序漸進、多樣性、趣味性、現代性、實用性 

劉珣

(2000) 
針對性、實用性、科學性、趣味性、系統性 

周小兵等

(2001) 
實用性、操作性、漸進性、趣味性 

李泉 定向原則、目標原則、特色原則、認知原則、時代原則、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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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可看出各家學者所提出的原則中重複性最高的為：針對性、實

用性、科學性、趣味性。李泉(2006)亦將這四者視為教材通用的原則，可

見遵守此四種原則已成為編寫教材最基本的共識，故本節將進一步探討

此四原則。 

(一) 針對性： 

趙賢洲(1988)提出必須對學習對象的國別、年齡、知識水平、心

理素質、文化背景等各種客觀因素，進行分析、研究、綜合；在眾

多的個體自然條件基礎上，得出一個群體中基本接近或符合實際情

況的共性，作為編寫某種教材的客觀依據。李泉(2006)則進一步指

出，針對性的核心應該是強調教材設計和內容編排要適合學習者的

特點和需求，並且適合學習的環境和條件。綜上所述，不同的學習

群體都應使用符合該群體目標跟特點所設計的教材。比方在台灣的

華語學習者需求和特點便不宜直接套用在非母語環境的華語學習者

的教材。而如何體現教材的針對性，李泉(2006)則提出了四點說明，

其中包括對學習者背景的分析、目標需求、學習環境等。同時李認

為學校、教師或學生等使用者對教材的具體意見及要求都應列入考

量。因此編輯教材時，應將學習者及教師的需求分析結果視為核

心，從主題的選擇、體例的安排到練習的型式等都需圍繞著使用者

的實際情況做編排。目前台灣的華語教材中，並沒有針對中初級寫

作的專項教材，因此本研究將針對在台的中初級成人華語學習者及

教師進行需求調查，根據分析結果編寫符合使用者的寫作教材。 

(二) 實用性：  

劉珣(2002)指出實用的教材才能激發學習者的積極性。而實用性

主要體現在教材內容是學習者進行交際活動所必須的，因此語言材

料應來自真實生活中，盡可能的提供母語環境的情景(劉珣，2002)。

基於此原則，關於真實語料(authentic materials) 運用在二語教學的研

究越來越多，其主要優點就在於能培養學習者與真實目的語世界接

軌的能力。然而其限制也在於真實語料的難度並非為二語學習者所

寫，因此不管詞彙、句型、修辭都可能超過學習者的語言能力。另

(2006) 體原則、文化原則、趣味原則、實用原則、立體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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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李泉亦認為從教師面來看實用性的教材應該便於教師進行技能訓

練。故寫作教材中關於寫作方式的說明及各種練習皆應妥善安排。 

(三) 科學性：  

趙金銘(1998)和劉珣(2002)皆認為科學性應體現在教材對語言的

準確性要求，避免造成對學習者的誤導。而劉珣(2002)進一步闡述科

學性在實際操作上應盡可能參照等級標準和大綱，採用規範、通用

的語言，並且注意對語言現象解釋的準確性。陳珺、萬瑩(2002)指出

科學性應以嚴謹的學術理論作為教材編寫的指導，並透過量化標準

來保證教材的科學性，也就是教材應該具備：目標明確、體例明晰

和系統性強等特點。綜上所述可得知符合科學性之教材其詞彙、語

法編排必須依據能力等級大綱，註釋和語法句型的說明也應參考多

方專家學者的研究後方能以從簡至難地呈現在教材當中。故為設計

出符合進階級(B1)程度之教材，本研究在編寫過程中選取詞彙的標準

將依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所頒布的「華語八千詞」詞表選

詞，而語法分級標準將採用國家教育研究院於2019年建構之語法點

分級標準。 

(四) 趣味性：  

學習語言是相對枯燥的過程，但若是教材的內容編排能生動有

趣，便能增加學習者的興趣和動力。李曉琪(2013)亦稱趣味是教材的

生命線。呂必松指出教材在「思想內容」及「形式」上都應符合趣

味性原則。劉珣(2002)則認為除了「內容、形式」以外，「加大文化

內涵」及「題材多樣化」亦是教材編寫需考量的趣味性原則。然而

劉珣亦說明趣味性是教材編者感到難度最大的原則之一。要體現趣

味性，不應從編寫者的角度去設定，而是以學習者的所感興趣的話

題等去編排，同時豐富的練習題型也是能激起學習者學習動機的重

要因素。故本研究教材的寫作練習將採四種固定題型，搭配兩個每

課彈性變動的練習題型。 

雖眾家學者對於通用教材編寫原則的看法不盡相同，但針對性、實用

性、科學性和趣味性乃為目前一致公認的四項教材通用原則(李泉，

2006)。其中「實用性」及「趣味性」更是當中唯二共同的基本指南。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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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看出該原則已然是一套優秀教材必備的特點。目前許多通用教材已

將此兩項原則體現得相當好，反觀目前台灣的華語讀寫教材仍有更多發

展創新的空間。除了四項基本通則以外，李泉提出的時代性原則與陳水

勝(2010)呼籲的教材本土化也是值得注意的指標。教材所呈現的觀念、知

識和教學法等都應該與時俱進，將新的研究成果運用在教材編寫上，以

利學習者和教師接收到最新的內容，並提供教材更多元化的發展。另一

方面教材也應針對地區性的不同而融入本土的元素，讓教材的內容更貼

近學習者的生活，達到即學即用的功能。 

 二、華語寫作教材編寫原則 

瞭解到寫作教學之相關研究以及通用華語教材編寫原則後，接著進一

步探討華語寫作教材的編寫原則。林金錫(2005)指出寫作能力的重要性，

他認為寫作可以強化文法結構、慣用語和詞彙的使用。羅青松(2002)說明

二語寫作的教學目的有三，分別為：「以培養學生目的語語篇表達能力為

核心任務」、「提高學生與寫作相關的各項能力」以及「充實學生目的語

文化背景知識」。而寫作教材作為學習及教學的指標尤為重要，陳晟

(2011) 提到教材在對外漢語寫作教學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教材的使用避

免寫作教學中的不確定性和隨意性。由此看出寫作教材應提供學習者系

統化的範例，以及具有針對性的練習項目。為更有系統地組織寫作教

材，各家學者提出對於寫作教材編寫原則的看法。以下將探討「教材內

容與結構安排」與「範文與練習題型編排」。 

(一) 教材內容與結構安排： 

羅青松(2002)認為寫作教材的內容及結構安排應依循下列的關係： 

1. 語言運用和表達形式訓練的關係 

學習者透過教材的幫助建立起表達功能和語言運用的橋樑，因此

教材內容應該提供各類題材所相應的語言形式，包括基本句型、關聯

詞語和語言運用的提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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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語言水平和訓練項目之交際價值的關係 

羅青松認為交際價值就是實用程度，編寫教材應注意訓練項目的

交際價值，對於實用性較高的文體應有充分的訓練。 

3. 教材的限定性和教學的針對性的關係 

教材的選材和編排並非隨興所至的結果，首先須注重範文選擇的

層次性，即使是圍繞著某項功能也能講求題材的廣泛度和難度上的控

制，比如練習「說明過程」這項功能，可能有看病的過程、計畫旅行

的過程等等。教師可以根據學生的程度來選擇適用的內容。再來是練

習活動的布置應反映寫作活動的進程，包含從造句練習、語段練習到

作文練習等不同層次的訓練項目，藉由逐漸增加難度來引導學習者進

行最後的寫作練習。 

針對第二點的交際價值，研究者認為不僅需加強實用性高之文體的訓

練，也應選取實用性高的主題進行寫作，將寫作的內容更貼近學習者的

生活。而研究者也相當認同第三點關於練習活動以漸進式增強難度的方

式進行，除了造句練習、語段練習以外，研究者認為詞彙的練習也是必

要的，雖楊寄洲和崔永華(1997)提出寫作課的主要訓練內容不在於漢字、

詞語和語法練習，但研究者認為寫作的過程本身就是詞彙、語法的綜合

應用。到了中初級的學習者開始會產生近義詞、句型或是搭配詞等等的

誤用，因此即使於寫作課上無法針對各部分做練習，但在教材中應補足

並鞏固這些部分，提高學習者後續的寫作品質。 

(二) 範文與練習題型編排： 

接著進一步探討寫作教材中「範文」以及「練習題型」這兩個主要體

例的編寫要點。 

1. 範文編寫要點 

羅青松(2002)指出範文的功能為直接地把目的語各種文體的一些語

言運用、表達形式特徵展現出來，既是語言運用的樣本，亦為學習者

提供表達的參考思路。而周小兵(2001)認為範文的選擇應該力求閱讀

性強、具有可借鑑性和可模仿性等特點。針對目前範文的常見問題許

依菡(2012)提出三點，「範文的數量過多」、「篇幅過長」與「生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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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尚未有妥善設計」。因此為使範文設計符合中初級學習者的需求，

本研究在第四章的需求分析中將針對範文的數量、字數、生詞及語法

數量做進一步調查。 

2. 練習題型編排 

羅青松(2002)提出寫作教材中的練習需有整體的規劃及各階段的重

點，在訓練目的上要明確，難度合理並且形式多樣。由上所述即能瞭

解編寫寫作練習需關注的面向繁多，周小兵、張念(2001)對大陸通用

的漢語寫作教材進行分析評比，總結出五點不足之處，其中第五點即

為「練習的類型單調，練習的旨意不夠明確」。練習題型種類多，蔡

蓉芝、舒兆民(2014)建議中級階段的寫作練習開始時先做句群訓練、

片段寫作，再進行成篇訓練以及一般記敘文等。句群訓練的方式可讓

學習者把打散的句子加上關聯詞組合成段落。除此題型以外，為編寫

出對中初級學習者有幫助的練習題型，本研究將整理現有教材中寫作

練習的題型並於第四章需求分析針對練習題型進行調查，以期提供中

初級華語學習者有效且多樣的練習題型。 

綜合通用華語教材的編寫原則以及華語寫作教材編寫原則後，本研究

教材將奠基於針對性、實用性、科學性、趣味性等四項原則。並在「培

養學習者語篇表達能力」及「提升寫作相關能力」的目標下編寫可借鑑

性之範文與漸進式的練習題型。其中包含詞彙、句子、句群到段落的練

習。為設計出符合中初級學習者需求之範文及練習題型，本研究將於第

四章的需求分析進行調查。 

第三節 台灣華語寫作教材分析 

本節將先對六本教材進行分析，第一小節說明教材研究分析對象，

瞭解教材使用現況，並於第二小節進一步整理探討六本教材中「主題」、

「體例」及「練習題型」三大面向的內容。最後於第三小節探討台灣旅

遊主題在華語教學的應用。 

一、 教材研究分析對象: 

首先為選出具代表性之教材，研究者利用網路資源與電話詢問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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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中、南、東部六間華語機構1所使用的寫作教材，若該機構沒有寫作

教材，則詢問使用什麼材料進行寫作練習，詢問結果如下表呈現： 

表三- 1 台灣六間華語中心使用之寫作教材現況 

華語機構名稱 寫作教材或材料 說明 

臺灣師範大學 《實用中文讀寫》、《當代中文

課程》、《實用視聽華語》 

有專門的寫作課程，教材

為《實用中文讀寫》，但

大部分學生都是上綜合

課。 

文化大學 《實用視聽華語》、自編教材:

《中級看圖寫作》 

寫作課使用中心自編教材

《中級看圖寫作》，上綜

合課的學生則使用《實用

視聽華語》進行寫作練

習。 

逢甲大學 《實用視聽華語》與老師自訂 沒有專門的寫作課，以

《實用視聽華語》或教師

自訂寫作練習。 

靜宜大學 《實用視聽華語》 沒有專門的寫作課，以

《實用視聽華語》作為寫

作練習。 

成功大學 《當代中文課程》、《實用視聽

華語》與老師自訂 

沒有專門的寫作課，以

《當代中文課程》、《實用

視聽華語》或老師自訂寫

作練習。 

慈濟大學 《時代華語》、《實用視聽華

語》、《遠東生活華語》 

沒有專門的寫作課，以

《時代華語》、《實用視聽

華語》、《遠東生活華語》

作為寫作練習。 

                                                      
1 除了東部的慈濟華語中心以外，其他五間的教師人數皆超過 2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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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調查結果發現許多華語中心並沒有特別開設寫作課，因此

大部分學習者的寫作技能訓練來自於綜合課程。故本研究亦將具有代表

性的綜合教材《當代中文課程》與《實用視聽華語》納入教材分析當

中。因此研究者選擇了《實用中文讀寫》、《當代中文課程》以及《實用

視聽華語》。而另一套教材《讀寫學中文》雖未於上述華語中心使用，但

也是台灣出版之讀寫教材，亦列入分析。 

本研究所設定之教材程度為中初級，因此綜合上述教材，研究者將

針對《實用中文讀寫二》、《讀寫學中文三》、《當代中文課程三》、《當代

中文課程四》、《實用視聽華語三》、《實用視聽華語四》共六本教材進行

分析。為節省篇幅，以下將綜合教材《當代中文課程》及《實用視聽華

語》簡稱《當代》與《視華》。 

二、台灣中初級寫作教材評析 

本次節將六本教材的「主題」、「體例」及「寫作相關練習」進行比

較分析。 

(一) 主題：  

研究者從《當代》第三冊與第四冊、《視華》第三冊與第四冊、

《實用中文讀寫》第二冊以及《讀寫學中文》第三冊教材中的各課主

題分類整理出九大主題。分別為：「家庭」、「文化藝術」、「社會議

題」、「台灣旅遊」、「購物」、「休閒活動」、「飲食」、「學生生活」以及

「工作相關」。 

表 6：分析教材課文主題 

 《當代三》 《當代四》 《視華三》 《視華四》 

第一課 開學了！ 十七歲還是二

十五歲？ 

新室友 新年晚會 

第二課 八折起 眼睛、耳朵的

饗宴 

吃什麼好？ 我們的休閒

活動 

第三課 外套帶了沒有？ 雲端科技 來臺灣學中文 你看不看電

視 

第四課 我愛台灣的人情 床該擺哪裡？ 談談地理吧！ 這個電影真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7 

 《實用中文讀寫二》 《讀寫學中文三》 

第一課 溫暖的家 飲茶文化  

第二課 下班後，大家在做些什麼? 性別平等 

第三課 沒有壓力的購物天堂 

─一元商店 

親子關係 

第四課 開車心情 傳統藝術  

第五課 便利商店-你的好鄰居 選舉  

第六課 MBA 的迷思 全球經濟衰退 

第七課 塑膠貨幣的時代 儲蓄觀念 

第八課 網際網路的世界 致命傳染病 

第九課 山中歲月 宗教活動 

味 好看 

第五課 現在流行什麼？ 有夢最美 氣候跟出產 我愛看表演 

第六課 到鄉下住一晚！ 天搖地動 考不完的試 小心壞習慣 

第七課 我最親的家

「人」 

大學生的事 念大學容易

嗎？ 

感情的事 

第八課 我想做自己 他們的選擇 你也打工嗎？ 女人的地位

不同了 

第九課 網購時代 再談台灣故事 誰最漂亮？ 我看經濟發

展 

第十課 我住院了 應徵 你選誰？ 交通的問題 

第十一

課 

台灣故事 文化、種族的

大熔爐 

臺灣故事 探親 

第十二

課 

我要去投票 期待美好的未

來 

看球賽 救救我們的

地球吧 

第十三

課 

  過節了 說故事比賽 

第十四

課 

  放假到哪裡

去？ 

來一段相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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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課 怎麼吃才健康 氣功與瑜珈 

第十一課 現代人的文明病  

第十二課 生態旅遊  

從上述教材主題中發現以「旅遊」為主題的課數鮮少，《當代三》僅

有一課（我愛台灣的人情味）；《當代四》沒有;《視華三》一課（放假到

哪裡去？）;《視華四》沒有；《實用中文讀寫二》兩課（山中歲月、生態

旅遊）；《讀寫學中文三》沒有。由結果可得知「旅遊」主題在台灣中初

級寫作相關教材或材料中並不受重視。因此研究者將於第四章需求分析

時探討中初級學習者及教師對於台灣旅遊主題結合華語寫作教材的看

法，以便檢視現有教材的主題比例是否需要調整，並驗證本研究之方向

是否符合學習者之需求。 

(二) 體例：  

為瞭解中初級寫作教材所需要包含的體例，研究者首先整理六本教

材之體例以及簡述說明，以下表呈現： 

 

表 7 : 分析教材體例 

當代三 當代四 視華三 視華四 實用中文讀寫二 讀寫學中文三 

1) 對話 

2) 生詞一 

3) 短文 

4) 生詞二 

5) 文法 

6) 課室活動 

7) 文化補充 

1) 對話 

2) 生詞與例句 

3) 文法 

4) 課室活動 

5) 短文 

6) (短文生詞) 

1) 課文 

2) 生詞與例句 

3) 定式練習 

4) 閱讀短文 

5) 補充生詞 

6) 根據上述短文

討論問題 

7) 分享經驗 

8) 作文 

1) 短文 

2) 根據上述短

文回答問題 

3) 生詞與例句 

4) 語法 

5) 問題討論 

6) 長篇閱讀 

7) 根據上述之

閱讀練習 

8) 寫作練習 

9) 動物成語介

紹 

10) 影片欣賞 

說明 說明 說明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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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教材體例及說明中可看出綜合教材《當代》及《視華》整體

而言較重視聽說讀的練習，成段的寫作練習並沒有在課本中出現。而讀

寫教材《實用中文讀寫二》與《讀寫學中文三》從句子到段落的練習以

及寫作引導都顯不足，亦沒有藉由分析閱讀文章的段落讓學習者瞭解文

章架構。從以上教材體例說明中發現寫作能力的訓練不管在綜合教材或

是讀寫教材都較受忽視，這也使得學習者無法從中獲得有組織的寫作練

習。 

此外，上述兩本讀寫教材之體例編排皆為將全數生詞、語法說明及

練習後再進行一項大的綜合寫作活動。但此設計容易造成學習者在寫作

時並未掌握好寫作架構，而且還需從記憶提取生詞和語法的用法。導致

寫作時不僅寫作架構混亂，還可能誤用詞彙以及不正確的句型。 

綜上所述，研究者認為寫作教材的每課應分為兩部分，亦即將生

詞、語法及句型以及寫作練習等體例分為兩個部分。目的是盡量減輕學

習者在一次性學完生詞及語法後才進行寫作的負擔。進而在寫作練習時

將注意力集中至寫作的段落安排以及邏輯性等事宜。而為調查教師認為

生詞沒有例句，

文法部分包含功

能解釋(英文)、例

句、用法說明(英

文)、練習。課室

活動以口頭討

論、角色扮演等

訓練聽說能力為

主。 

 

生詞表裡附例句，文

法方面包含例句、用

法說明(中+英文)、

練習。課室活動亦較

著重於聽說練習。第

三冊的短文後是否有

生詞依內容而異，但

第四冊的短文後都有

生詞。課本中沒有寫

作相關練習。 

 

生詞部分附例句，

該教材的語法以定

式呈現，例如課本

第59頁:隨著 NP，

S…。定式呈現後

沒有任何中英文的

解釋或功能說明，

兩個例句後搭配兩

個完成句子的練

習。「分享經驗」的

數個討論問題有時

會成為之後「作

文」練習的根據。

但有時兩個體例間

沒有關聯性。 

短文前以幾個跟

短文有關的問題

作為課前引導。

生詞亦有例句，

語法部分含英文

翻譯、例句及兩

個簡單練習。寫

作部分有一段簡

短引言與幾個提

問引導寫作者思

考，並規定使用

課文生詞與句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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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初級寫作教材所需要包含的體例，研究者根據以上教材體例之內容，

整理了共十七項體例放入教師的需求問卷中。分別為：1.課前引導問題、

2.課文/範文、3.根據以上範文內容提問、4.生詞解釋、5.生詞例句、6.生

詞練習、7.補充生詞、8.語法/句型解釋、9.語法/句型例句、10.語法/句型

練習、11.口語及書面語的轉換練習、12.閱讀短文、13.根據上述短文討論

問題、14.根據上述短文進行文章理解練習(是非題、連連看等)、15.分享

經驗:根據指定主題，跟同學分享或者討論該主題下的任務、16.寫作練

習、17.文化點補充。 

(三) 寫作相關練習：  

《當代》及《視華》兩套綜合教材皆有學生作業簿，從寫作相關練

習方面來看，《當代三、四》的作業簿中雖有近義詞及書面語練習，但寫

作練習部分僅提供建議使用之生詞和句型，並沒有任何寫作架構說明或是

引導練習。而《視華四》作業本中與寫作練習相關的題型有兩種，其一

要求學習者把左邊的詞組或句型正確地放入右邊句子中，此題型可以訓

練寫作者使用特定連接詞或是更好地擴展句子。另外一種為先選詞填空

句子，再將句子排成短的段落。實際寫作則有看圖寫下看法或是回答指

定問題兩種形式擇一出現在每一課中。兩套中初級綜合教材雖有少數的

寫作相關練習，但仍缺乏引導學習者從課文瞭解寫作結構以及計畫性地

引導寫作。 

《實用中文讀寫二》的作業簿從第十一課才開始加入寫作練習，整

體練習包含漢字書寫、詞彙填空或是完成句子、對話等。其訓練重點尚

停留在語法於句子層面的使用，第十一課及第十二課的寫作練習則為閱

讀一篇指定文章後根據某一觀點寫下自己的看法。同樣缺乏實際寫作的

要點說明，使學習者對於每段應著重的內容不了解，可能導致每段的思

維不連貫等問題。而《讀寫學中文三》的作業本亦有類似的情況，與寫

作相關練習包含「將指定的三個句子依序排列」以及「使用指定句型完

成對話」，但在作業本中實際寫作的部分跟課本的題目、指引完全相同，

並沒有針對範文的結構加以說明或是安排簡短的成段寫作等方面之寫作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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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改善現有教材於寫作練習方面的不足以及編寫出適合中初級寫作

教材的寫作練習，研究者從上述教材、李汛(2009)《漢語綜合寫作教程》

以及許依菡(2012)整理了下列八項題型，將在需求問卷中調查教師及學習

者認為這些題型對於寫作能力的幫助程度。 

表 8：寫作練習題型 

1.對課本上的範

例文章做大意摘

要練習 

2.改寫課本上的

範例文章並加入

自己的想法 

3.將對話改寫成

一段記敘文 

4.使用不同的句型

來改寫句子 

5.使用特定的句

型來完成句子 

6.寫作前先針對

幾個相關問題和

同學一起討論 

7.改正不良範例

文章的練習 

8.提供第一個段

落，讓你完成下

一個段落 

三、 台灣旅遊主題在華語教學的應用: 

李泉(2006)指出，華語教材課文主題不但決定常用詞彙的選擇取向，

而且影響語法結構、功能項目及文化項目的融入。故實用的主題，方能

融入實用的詞彙和語法結構。而「旅遊」作為貼近生活與經驗的主題普

遍能吸引學習者。許依菡(2012)針對初中級華裔學生與教師所認為寫作教

材範文的主題應涉及之方面進行調查，其中「旅遊休閒」主題於教師方

選取的百分比僅為9%，而學習者方面則達19%，在七類主題2中排名第

二。此小節將探討目前台灣旅遊主題結合華語教材之概況。 

(一) 華語單位自編教材： 

慈濟華語中心依當地特色設計不同之旅行學習單，「花蓮慶豐年・樂

活用華語」，其主要內容為：華語闖關活動與任務以及簡單定式句型、基

礎單句或是對話的訓練。另一份材料「花蓮輕旅行．樂活學華語」則以

景點設計課文，輔以參訪地點的相關問題，但並沒有設計成段練習，更

無編寫任何寫作相關練習。 

而淡江大學為了中元節在宜蘭的旅遊設計兩天的課程教材，分初、

中、高級，每天課程結束後安排指定任務。材料部分的課文並沒有依據

                                                      
2 七類主題分別為:家庭教養、生活消費、文化差異、社會現象、科學知識、旅遊休閒及經驗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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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測會或其他詞彙及語法分級標準進行編寫，亦沒有詞彙、語法等相關

解釋說明，課文後為影片欣賞及問題討論。 

(二) 已出版之教材： 

 《旅遊華語三百句》介紹 300 個常用句型，以簡單的會話設計，主要

希望使學習者具備基本的溝通能力。因此目標為針對初級程度掌握基本

詞彙及語法點的速成。 

《Oh! My Guide! 臺灣超好玩》為結合語言學習的自助旅行指南和華

語文教材，主要目的是提供來台學習華語之外籍人士的旅遊導覽手冊和

華語文教材。而其系列教材《Oh! My Guide！吃喝玩樂學華語》則以功能

性、主題性及實用性的方式規劃教材架構，並加入外籍人士在旅途中可

能發生的困難並給予解決建議。 

從上述台灣旅遊與華語教材的結合中不難發現台灣旅遊華語相關教

材多著重於聽力及口語之對話能力，目的在於訓練旅遊時所需使用的溝

通能力或是讓學習者瞭解當地特色。此結果亦呼應了前述「台灣旅遊主

題較少應用於重視寫作訓練的華語教材」之現象。 

第四節 小結 

本章首先針對寫作教學相關理論進行探討，從寫作三原則中瞭解到

文章的主題須為通篇之核心，因此在句子與段落間的意思須相互承接延

伸，最後透過位置的安排或重複的方法強調整篇的主旨。故在二語寫作

教學時更需清楚謹慎地引導學習者瞭解文章的架構。而寫作歷程有主要

的兩派模式，階段模式以及認知歷程模式。前者將寫作歷程視為各階段

的寫作活動之集大成，而後者則重視那些能反覆循環相互影響的過程。

研究者認為對於二語學習者來說，教學及教材上應遵循一定的步驟、階

段進行練習與引導，使其掌握中文寫作架構，並結合認知歷程中的構

思、討論等過程激發學習者之寫作內容。相對於一語寫作，二語寫作的

難點分別有「產生想法之難點」、「語言使用之難點」以及「文章架構與

段落之難點」三大方面。為了解決各種寫作難點，學者們提出不同的寫

作教學法，綜觀各家之教學法發現都有其優點與限制，故一本教材並不

一定只採用一種教學法進行編寫。 



第二章 文獻探討 
 

33 

第二節回顧的文獻聚焦於華語教材編寫原則，介紹了設計教材通用

原則的四性，並提及陳水勝(2010)所呼籲的教材本土化。接著進一步探討

華語寫作教材的編寫原則。其中在「內容與結構安排」方面教材應提供

相應各題材的語言形式、提高訓練項目的交際價值並針對學生的程度選

用適切的訓練內容。而在「範文與練習題型編排」方面則要力求題型的

多元性，且在訓練目的上應有明確之方向。範文必須具有可借鑑性並避

免「數量過多」、「篇幅過長」以及「生詞數量未妥善設計」等問題。因

此本研究將於第四章需求分析中針對寫作練習題型與範文的數量、字

數、生詞及語法數量進行調查。以利編寫出符合中初級學習者需求之範

文及練習題型。 

第三節以分析六本教材的「主題」、「體例」及「練習題型」為探討

重點，並綜觀台灣旅遊主題在華語教學上的應用。透過分析發現「旅

遊」主題在台灣中初級寫作相關教材中的應用鮮少。而從體例方面可看

出綜合教材《當代》及《視華》整體而言較重視聽說讀的練習; 讀寫教材

《實用中文讀寫二》與《讀寫學中文三》缺乏寫作引導以及句子到段落

的練習。同樣地六本教材中的寫作練習題型皆缺乏成段訓練以及寫作架

構說明，從上述不難看出寫作能力的訓練在綜合教材與讀寫教材方面都

相對受到忽視。為改善現有教材於寫作練習方面的不足以及設計出適合

中初級寫作教材的寫作練習，研究者整理了八項題型，並將在需求問卷

中調查教師及學習者認為這些題型對於寫作能力的幫助程度。最後在綜

觀目前台灣旅遊主題結合華語教材之概況後發現台灣旅遊華語相關教材

的訓練多著重於聽力及口語之對話能力，並沒有將台灣旅遊主題應用在

寫作訓練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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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方法與流程 

一、 內容分析法 

亦稱為「文獻分析法」，王文科(2003)說明內容分析是將與研究問題

有關的文獻，予以探討或評述、綜合與摘述，而具體的文獻種類包括期

刊、摘要、評論、圖書雜誌以及研究報告等等。葉至誠和葉立誠(1999)指

出內容分析法的步驟大致為：(1)確定問題；(2)計畫並擬定調查範圍；(3)

蒐集文獻資料；(4)分析與批判資料；(5)解釋與歸納資料。 

本研究首先以內容分析法探討寫作歷程、二語寫作教學、二語寫作

難點、記敘文架構、教材編寫原則以及台灣旅遊主題在華語教材的應用

等相關研究，再分析現行台灣中初級華語寫作教材內容。以期瞭解中初

級華語寫作者的特點以及寫作教材編寫之原則，並透過分析現有的教材

歸納出適合中初級華語寫作者的教材內容，亦為需求分析問卷提供材

料。 

二、 問卷調查法 

孫邦正(1968)說明問卷法是一種為了觀察及統計有關人士對於某些問

題的意見和態度的一種研究法。李泉(2006)指出能保證教材具實用性的最

基本途徑是「編教材前要認真進行需求分析，並據此進行教材目標的定

位和整體設計。」李認為教材的內容跟學習者的學習目標越一致，其實

用性就越強。 

本研究以問卷形式調查在台灣的中初級華語學習者及教師對於華語

寫作相關問題之意見，以及對台灣旅遊主題結合寫作之看法。兩套問卷

皆經過至少三次以上的修改，力求字句意義清楚明白，並避免出現主觀

內容。於正式發放前各請一位符合條件的學習者與教師試寫問卷並提供

反饋再進行修改。其中學生問卷部分為避免受試者因中文程度之限制而影

響回答正確性，問卷除了中文版本以外還有英文、越南文、日文及韓文

等五種語言版本。問卷內題目有固定選擇式(將答案列出，供受測者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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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附帶型(將受測者再細分為若干子團體，符合某一條件的受測者依照

指示回答問卷中某一類的問題)以及自由回答型(提出問題，不限制受測者

如何回答)。 

在編寫出示範教材後，再請具有中初級華語教學經驗之教師進行評

分與提出建議。以檢視本研究教材之成效及改進的方向。 

第二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過程主要包含以下六大步驟： 

1. 擬定研究範圍：確定研究方向、目的以及問題。 

2. 文獻蒐集與探討：確立研究方向後，本研究所需蒐集及探討的文

獻範圍包含寫作教學之相關理論(寫作原則與歷程、一語和二語學

習者寫作之異同、寫作難點與教學法以及記敘文體與二語寫作教

學)、華語教材編寫原則(通用華語教材編寫原則、華語寫作教材編

寫原則)、台灣旅遊主題在華語教學的應用（華語單位自編教材、

已出版之教材）。歸納出編寫原則與方向。 

3. 教材分析：檢視並分析台灣現行的寫作教材以及代表性的綜合教

材中寫作訓練的部分，作為後續需求問卷題目之材料以及示範教

材編寫的參考。 

4. 需求分析：本研究之需求問卷分為學習者以及教師兩種問卷，將

問卷結果個別分析再針對相同問題結果進行交叉比較，作為第五

章教材編寫的重要依據。 

5. 編寫教材範例：根據以上文獻探討、教材分析以及需求分析設計

本研究教材之設計理念、目標、以及一課示範內容。 

6. 教師評分與建議：教師針對示範教材進行評分與建議。 

7. 提出結論與教學建議：總結整體研究過程的發現並提出結論，以

及對未來進行教材編寫的建議。 

綜合上述，本研究流程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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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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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需求分析 

本章分別於第一節及第二節探討中初級學習者與教師對於寫作教材

之需求分析。第三節將進一步比較師生對於「中初級寫作能力重視程

度」、「對寫作教材內容之看法」以及「寫作常遇到之難點」三方面之異

同。以求本研究之教材設計貼近使用者之實際需求。 

第一節 學習者的需求分析 

設計學習者需求分析問卷的目的在於從學習者的角度出發來檢視目

前寫作課程及教材裡有哪些助於訓練寫作技能之內容，以及針對學習者

感興趣及實用的主題進行分析並探討學習者對以台灣旅遊景點為寫作主

題之看法。由於本研究欲了解使用過讀寫教材之學習者對於現有教材的

使用心得，故問卷發放對象除了包含在台灣學習華語的成人學生也涵蓋

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國際華語與文化組之外籍生。本教材之設定

程度為中初級程度，因此受試者的程度限制在《當代中文課程》三、四

冊;《實用視聽華語》三、四冊; 《實用中文讀寫》第二冊的程度。學生

部分的問卷題目內容包括五大部分，分別為(1)學習者基本資料；(2)學習

者目前使用教材的情況；(3)學習者對於寫作技能的重視程度及對目前寫

作教材的看法；(4)受試者對寫作教材的期許、喜歡的主題以及對台灣觀

光主題結合寫作的接受度；(5)學習者寫作時所使用的策略、認為有幫助

的寫作練習以及課堂上教師實際使用的引導方式與寫作上的難點。為了

便於受試者填答各項問題及提高完成率，本問卷有中文、英文、越南

文、日文及韓文等五種語言版本，並於完成填答後附上一百塊的獎金。

本次問卷發放數為 44 份，有效問卷為 38 份，統計結果及分析如下： 

一、 基本資料 

(一)背景調查： 

38位受試者中，87%為女性，13%為男性。年齡層的部分71%落在21-

30歲，其次是18-20歲，佔26%，而3%的受試者為31~40歲。依國籍分為

亞洲(日本、韓國、印尼、泰國及越南)；歐洲(奧地利、法國、挪威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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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美國及其他國家(俄羅斯及墨西哥)。根據統計結果，受試者來自亞洲

國家的比例最高，佔71%，歐洲國家為13%，11%的受試者來自美國，加

上俄羅斯和墨西哥各一位受試者。來台灣的時間為6個月以下的受試者有

21%；6個月~1年佔24%；1~2年21%；2年以上則為34%。由於來台一年以

下的受試者跟一年以上的受試者比例相近，各為45%和55%，研究者將於

第四部分對以台灣旅遊為寫作主題的興趣及實用性程度分為兩組進行討

論。最後調查受試者學習中文的時間，一年以下僅3%；一年~兩年為

34%；兩年~三年佔39%；而三年以上則有24%。調查顯示，符合中初級

程度的38位受試者中，大部分為女性，年齡多在21-30歲區間，以亞洲國

家所佔比例最多，來台灣的時間從六個月以下到兩年以上比例分配平

均，而學習中文的時間以一~三年佔73%為最多。 

表 9：學習者基本資料 

性別 

男性 女性 

13% 87% 

年齡 

18-20歲 21-30歲 31~40歲 

26% 71% 3% 

國籍 

亞洲 歐洲 美國 
其他 

(俄羅斯及墨西哥) 

71% 13% 11% 5% 

來台灣的時間 

6個月以下 6個月~1年 1~2年 2年以上 

21% 24% 21% 34% 

學習中文的時間 

一年以下 一年~兩年 兩年~三年 三年以上 

3% 34% 39%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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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寫作能力: 

下表為受試者自評中文寫作能力的統計結果，為了解受試者寫作能

力是否符合 TOCFL B1之程度，該題之六個選項除了第一個選項為識別學

習者會不會寫漢字以外，其餘五個選項內的敘述皆修改自 TOCFL 寫作能

力指標 A1-C1。須注意的是，為了不影響受試者作答，問卷上僅呈現第

二欄的文字敘述，受試者並不知道所對應的 TOCFL 寫作能力級別。  

表 10: 學習者中文寫作能力 

對應

TOCFL

寫作能

力指標 

中文寫作能力 人數 百分比 

 完全不會寫漢字。 0 0 % 

A1 能寫出簡單但是不連貫的短語和句子。 0 0 % 

A2 能用簡單的連接詞寫出簡短的文章 14 37% 

B1 
能寫出詳細的私人信件，透過描述經驗、情感、事件

等，來傳達跟自己相關的訊息。 
15 39% 

B2 
能寫出述說自己論點的文章或報告，對特定觀點提出支

持或反對的理由，並解釋優點和缺點。 
9 24% 

C1 

能大概完整地寫出貼近原意的摘要，對各種主題的長篇

文章資料，能重新組織，並能使用多種句型與常用書面

語。文章整體脈絡清楚且文句通暢。 

0 0 % 

總計 38 100% 

調查發現，自評寫作能力為 B1的受試者有39%，B2則是24%。但仍

有37%的受試者認為自己目前的中文寫作能力停留在 A2的程度，可看出

不少受試者的寫作能力尚須提升。故本研究欲進一步透過受試者的寫作

經驗來當作寫作教材的重要參考，幫助該程度的學習者提升中文寫作能

力。勘 

二、 目前使用教材的情況 

為了解學習者教材的使用情形，問卷的第十、十二和十三題分別調

查:目前使用之教材問卷、此教材對學習者最有幫助的部分、此教材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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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最沒幫助的部分。由資料顯示38位受試者中，目前使用《當代中文

課程》的受試者為最大宗47.4%，而《實用視聽華語》則有39.5%。受試

者中並沒有使用《時代華語》及《遠東生活華語》的學習者。另外有

13.2%的受試者分別使用《看報學中文》、《實用中文讀寫》及《今日台

灣》。由於《實用中文讀寫》將於寫作教材的部分進行討論，而《看報學

中文》和《今日台灣》皆只有各一位受試者使用，故在此僅針對《當代

中文課程》及《實用視聽華語》進行討論。 

表 11：教材使用情形 

目前使用之教材 
使用人數百

分比 

此教材對學習者

最有幫助的部分 

(依排名列順序) 

此教材對學習者最沒

幫助的部分 

(依排名列順序) 

《當代中文課程》 47.37% 

1. 語法:38.9% 

2. 生詞:27.8% 

3. 課文: 22.2% 

4. 例句:5.6% 

練習活動: 

5.6% 

1. 寫作:27.8% 

2. 練習活動: 22.2%  

3. 例句:16.7% 

4. 課文:11.1% 

生詞:11.1% 

語法:11.1% 

《實用視聽華語》 39.47% 

1. 語法:46.7% 

2. 生詞:33.3% 

3. 例句:13.3% 

4. 課文: 6.7% 

 

1. 練習活動: 33.3% 

2. 沒有:26.7% 

3. 寫作: 13.3% 

4. 課文: 6.7% 

語法:6.7% 

例句:6.7% 

其他:6.7% 

上表的結果顯示，使用《當代中文課程》的學習者有38.9%認為該

教材體例裡對他們最有幫助的為「語法」，而最沒幫助的則為27.8%的

「寫作」。由此可看出在《當代中文課程》教材中，語法的編寫有助於學

習者對語法的掌握，然而寫作訓練的部分尚不能滿足學習者的需求。而

《實用視聽華語》同樣也是「語法」的部分對受試者最有幫助，「練習活

動」則被選為最沒幫助的部分。從受試者的回答可看出兩本教材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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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編寫方面皆相當優秀，值得作為教材之參考。然而《當代中文課

程》的「寫作」部分所提供受試者的幫助卻很小，研究者認為這與該教

材第三冊、第四冊所提供的寫作引導較為不足有關係。此外，兩套教材

在「最有幫助的部分」，均沒有任何受試者選擇「寫作」選項。其中受試

者 S38於「其他」之選項寫下該教材於「argumentation, especially ordering 

ideas」這方面的幫助最小，指出《實用視聽華語》在協助學生建構論

點，特別是組織想法的部分需要加強。從學習者對兩套教材的評述中亦

反映了上一章教材分析所發現寫作練習不足的情形。 

三、 對寫作技能與目前寫作教材的看法 

首先將了解學習者對寫作技能的重視程度，進而探討其對目前使用

的寫作教材或相關材料的看法。 

(一) 對於寫作技能的重視程度：  

在探討對寫作技能的重視程度方面，選擇「與對聽說讀能力的重

視程度差不多」的為7位(18.42%)；「重視」者有13位(34.21%)；沒有

受試者選擇「不重視」，而「不太重視寫作技能」也僅9位(23.68%)選

擇。 

 

圖 3: 學習者評對寫作技能重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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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進一步了解探究9位受試者較不重視寫作能力的原因，第十五題

接著針對勾選「不太重視寫作技能」的受試者進行調查，結果指出有

44.4%是因為寫作缺乏實用性；33.3%是因為缺乏趣味性；而有22.2%認為

寫作技能缺乏實用性及趣味性。並無受試者認為寫作能力對提升中文能

力沒幫助或是在工作上不需要寫作能力。因此研究者認為，若能提高寫

作內容的實用性與趣味性，將提升學習者對寫作能力的重視程度。故問

卷將於第四部分調查對受試者來說有興趣和實用的寫作主題。而從整體調

查結果也顯示學習者普遍重視華語寫作技能，然而對應到台灣目前的寫

作相關教材及研究數量並不充足。 

表 12：較不重視寫作能力之原因 

較不重視寫作能力之原因 人數 百分比 

缺乏實用性 4 44.4% 

缺乏趣味性 3 33.3% 

缺乏實用性及趣味性 2 22.2% 

總計 9 100.0% 

(二) 對目前寫作教材的看法： 

調查受試者使用寫作教材的情形方面，有 42%的受試者使用綜合教材

來進行寫作練習，13%表示沒有做過寫作練習，而另外 45%使用過寫作教

材的受試者全數使用《實用中文讀寫》，原因是發放問卷的對象部分為台

灣師範大學國華系之外籍生，而《實用中文讀寫》為某一課程的指定用

書。進一步針對使用《實用中文讀寫》調查他們認為該教材最有幫助的

地方，發現「課文、生詞、語法」並列第一名，各有 24%的受試者勾

選。應為讀寫教材重點的「寫作」卻只有 12%的受試者勾選。該教材中

的「例句」更僅有 6%。綜上所述，《實用中文讀寫》相較於「讀」，

「寫」所帶給受試者的幫助較小。教材中的例句也應進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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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對目前寫作教材之看法 

有沒有使用過中文寫作教材? 

人數 

(百分

比) 

使用哪本寫作教材 

該教材在寫作的部分

對你最有幫助的地方 

(依排名列順序) 

沒有使用寫作教材，但是會

用第九題的教材進行寫作練

習 

16 位

(42%) 

同第九題之綜合教

材 

 

 

從來沒做過中文寫作相關的

練習 

5 位

(13%) 
 

 

我有中文寫作教材。 
17 位

(45%) 

《實用中文讀

寫》: 100% 

1. 課文: 24% 

    生詞: 24% 

    語法: 24% 

2. 練習:

活動: 

12% 

12% 

    寫作: 12% 

3. 例句: 6% 
 

接著針對33位有寫作訓練經驗的受試者進一步調查以下四個問題，

包括1.「生詞練習」對其在寫作上的幫助；2.「圖片或圖畫」對其在寫作

上的幫助；3.期望範文數量；4期望範文之特色。 

「生詞練習」與「圖片或圖畫」對學習者之幫助程度:以李克式五分

量表計算，一分為「沒有幫助」; 兩分為「不太有幫助」; 三分為「普

通」; 四分為「有幫助」; 五分為「非常有幫助」，從結果可看出「生詞

練習」得分4.33，代表生詞在寫作教材中，不應只是標明意思與詞性，提

供生詞練習對於提升寫作能力來說亦相當有幫助。而「圖片或圖畫」的

得分為3.82，接近「有幫助」。說明寫作教材中適當地提供圖片、圖畫的

引導，或是設計相關練習也能起到幫助學習者寫作的作用。 

表 14：生詞練習與圖片對寫作的幫助程度 

 得分 

生詞的練習對你在寫作方面有沒有幫助 4.33 

圖片或者圖畫對你在寫作方面有沒有幫助?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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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文在寫作教材中亦佔有相當重要的角色，故下表針對受試者希望

的範文數量及特色進行探討。從下表的結果顯示，有5位受試者選擇「一

篇」；8位選擇「兩篇」；15位選擇「三篇」；5位選擇「四篇」。可看

出大部分學習者最希望的範文數量為「三篇」。但不管是《實用中文讀

寫》或《讀寫學中文》當中，範文數量皆不超過兩篇。研究者認為這是

因為每篇範文都會有新的生詞及語法，礙於篇幅還有顧及學習負荷量的

情況下，大部分教材都不會放入多於兩篇的範文。此題亦出現於教師問

卷，將於第三節進一步來做比較。 

表 15：學習者期望之範文數量 

範文數量 次數 百分比 

一篇 5 15.15% 

兩篇 8 24.24% 

三篇 15 45.45% 

四篇 5 15.15% 

圖4及圖5分別調查「學習者希望寫作教材範文所具特點」以及「學

習者認為他們所使用的(寫作)教材範文有哪些特點」，欲進一步檢視目前

教材的範文是否符合學習者之期待。此題為複選題，統計出來的百分比

數字是以「次數/總勾選數」作為計算。此兩題只針對具寫作經驗的學習

者，故回答總人數應為33人。但在「學習者認為他們所使用的(寫作)教材

範文有哪些特點」該題有一位受試者回答不知道，因此扣除該筆後，該

題的總回答人數為3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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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學習者期望範文之特點 

 

圖 5: 學習者評所使用教材之範文特點 

 

圖 6: 比較學習者期望之範文特點與教材範文實際特點 

從上列表中可看出學習者期待寫作範文應該具有「實用性、趣味性

及故事性」，而目前寫作教材的範文在這三個特點上亦符合學習者的需

求。顯示此三項於寫作範文中是最重要的特點。但於「爭議性」的特點

上，受試者認為目前教材的範文較缺少這項特點。研究者推測是因為教

材編寫需考慮學習者相對應的中文程度，雖然部分學習者對「爭議性」

的話題感興趣，但要編寫適合中初級具有「爭議性」的範文並不容易。 

四、 喜歡之主題及對台灣旅遊主題結合寫作的接受度 

此次節將先調查學習者喜歡之主題，再進一步探討學習者對台灣旅遊

主題結合寫作的看法。最後調查學習者期望從台灣旅遊為主題的寫作教

材中學到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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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受試者喜歡之主題：  

為達寫作教材的「趣味性」及「實用性」，應從學習者的角度來

分析各個主題。研究者從《當代中文課程》第三冊第四冊、《實用視

聽華語》第三冊第四冊、《實用中文讀寫》第二冊和《讀寫學中文》

第三冊教材中分類整理出九大主題。並用該九大寫作主題進行「趣

味性」及「實用性」的調查。此二題皆採用李克氏五分量表進行統

計，學習者對每個主題進行一到五分的評判，針對趣味性評分:1=沒

有興趣; 2=不太有興趣 ;3=普通; 4=有興趣; 5=非常有興趣。而實用性

評分: 1=不實用; 2=不太實用; 3=普通; 4=實用; 5=非常實用。 

表 16：學習者評九大寫作主題之興趣及實用性程度 

 

 

圖 7: 學習者對九大主題的興趣程度與實用性判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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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對各寫作主題的興趣程度與實用性判別

興趣程度 實用性程度

寫作主題 興趣程度 實用性程度 

家庭 3.74 3.95 

文化藝術 3.82 3.76 

社會議題 3.89 4.42 

台灣旅遊 4.21 4.29 

購物 3.71 4.03 

休閒活動 3.92 4.05 

飲食 4.39 4.42 

學生生活 4.11 4.26 

工作相關 3.97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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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結果可看出學習者最感興趣的為4.39分的「飲食」，其次是

4.21的「台灣旅遊」，第三是「學生生活」4.11，而得分最低的為3.71的

「購物」。從實用性方面來看，「飲食」及「社會議題」並列第一;「工作

相關」第二; 「台灣旅遊」則為第三。從下列綜合兩項特點比較的直條圖

中可看出，對學習者而言，「飲食」及「台灣旅遊」兩大主題同時兼具趣

味性以及實用性。「社會議題」雖在實用性得分也很高，但在趣味性僅有

3.89。故研究者認為將學習者覺得最實用同時最感興趣的「飲食」主題與

「台灣旅遊」主題做結合，可提高寫作的趣味性及實用性。 

針對受試者對於以台灣旅遊為主題的寫作興趣及實用性程度，研究

者進一步將受試者分為兩組，分別為來台一年以下，以及一年以上進行

比較。以探討對於該主題的評分是否會因為來台時間長短而受影響。 

表 17：來台時間與興趣程度、實用性程度之關聯 

 人數 

對以台灣旅遊為寫作主

題的興趣程度(1-5 分) 

覺得以台灣旅遊為寫作

主題的實用程度(1-5 分) 

來台灣的時間一年

以下 17 4 4.13 

來台灣的時間一年

以上 21 4.36 4.41 

研究者在分析前認為來台灣時間較短的學習者可能會對以台灣旅遊

為寫作主題的興趣較高，給予實用性的評分也會較來台時間長的受試者

高。結果卻顯示不管是興趣或是實用性程度，來台一年以上的受試者平

均分數都比一年以下的受試者高。研究者推測可能是因為剛來台灣的學

習者對環境、文化和學業等都還在適應期間，反觀來台一年以上的學習

者已經對這裡的生活環境熟悉，更有精力可以透過旅遊深入了解台灣的

文化。 

從統計數字可以看出，以台灣旅遊為寫作主題在興趣程度和實用性

程度方面，不會因為來台時間越長而降低。然而在華語教材中，以台灣

旅遊為主題的內容大多出現在初級教材裡，研究者認為在中初級的教材

裡也應該多增加該主題的課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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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台灣旅遊主題結合寫作的接受度： 

問卷第二十六題進一步詢問受試者對於以台灣旅遊景點為主題的寫

作教材有無興趣，38位受試者裡僅4位表示沒有興趣，而選擇有興趣之34

位受試者接著在二十七題選擇其有興趣之景點。第二十七題的12個景點

選自3本台灣旅遊書中共同介紹的地點。此題為複選題，從圖表可看出總

勾選次數最多的為「阿里山」；其次是「太魯閣」；第三名則為「日月

潭」。前三名的景點皆不是北部地區，研究者認為可能是因為受試者幾乎

都在北部就讀，對於常去的景點較熟悉，相對較遠或較難抵達的景點反

而能引發其興趣。本研究之示範教材將以「阿里山」的介紹作為範文主

軸，並結合受試者感興趣且認為實用的「飲食」主題，以利提升教材整

體的趣味性及實用性。 

表 18：學習者有興趣之景點 

有興趣之景點 次數 次數/總勾選數 次數/問卷總數 

日月潭 17 50.0% 10.1% 

九份 16 47.1% 9.5% 

墾丁 16 47.1% 9.5% 

太魯閣 20 58.8% 11.9% 

阿里山 24 70.6% 14.3% 

野柳 8 23.5% 4.8% 

淡水 12 35.3% 7.1% 

故宮 12 35.3% 7.1% 

西門町 12 35.3% 7.1% 

平溪 9 26.5% 5.4% 

中正紀念堂 12 35.3% 7.1% 

台北 101 10 29.4% 6.0% 

 168 494.1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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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學習者有興趣之景點 

 

接著第二十八題針對旅遊主題下的次主題進行調查，結果呈現「該景

點相關故事或者歷史」和「該景點美食」為受試者感興趣之次主題前兩

名。其中「該景點相關故事或者歷史」與受試者期待範文之特點(問卷第

二十二題)相符合，可見範文中除了實用性與趣味性以外，「故事性」亦

相當重要。針對此項發現，本研究裡的示範教材會將兩篇範文分別設定

為「阿里山景點美食介紹」與「阿里山歷史故事介紹」。 

 

圖 9: 學習者有興趣之旅遊次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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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受試者希望學到之內容： 

本研究亦欲從學習者的目標出發作為教材每課具體目標的方向，故需

求問卷第二十九題即調查受試者希望從台灣旅遊為主題的寫作教材中學

到之內容。由結果顯示，「用中文介紹自己國家的景點」為受試者最希望

達成之目標，其次是「用中文介紹台灣的景點」，「紀錄旅行中發生的

事」為第三。34位受試者中，有一位勾選「其他」，該受試者希望能學會

如何介紹當地歷史，研究者認為可以將當地歷史的內容併入「介紹自己

國家的景點」或是「介紹台灣的景點」中。故「能用中文介紹自己國家

的景點」、「能用中文介紹台灣的景點」與「紀錄旅行中發生的事」將為

本研究教材具體目標所需涵蓋的。 

表 19：學習者欲學習之內容 

希望從台灣旅遊為主題的寫作

教材中學到什麼?(複選) 
次數 

次數/問卷總數百分

比 

次數/總勾選數百

分比 

介紹自己國家的景點 30 88.2% 35.3% 

介紹台灣的景點 21 61.8% 24.7% 

計劃旅行 14 41.2% 16.5% 

記錄旅行中發生的事 19 55.9% 22.4% 

其他(介紹該景點歷史) 1 2.9% 1.2% 

總計 85 250.0% 100.0% 

 

圖 10: 學習者欲學習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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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寫作策略、練習以及難點 

此次節首先將了解學習者的寫作策略，其次調查學習者認為有幫助之

寫作練習並對比教師於課堂中的練習或引導方法，最後針對寫作難點進

行開放式問答。 

(一) 學習者寫作時所使用的策略:  

教材中寫作的引導若能結合學習者本身的寫作策略，將協助學習者在

寫作時更有效率地展開。因此本研究問卷第三十題對受試者平時所使用

的寫作策略進行調查，從以下三種策略中受試者依自身經驗勾選一到五

分，「1=從來沒有; 2=很少; 3=有時候; 4=經常; 5=總是」。從平均數的結果

可看出「寫作前會先再看一次範文並模仿範文的結構」得分最高，為3.5

分。可反映出範文所起的作用不僅是引發學習者的興趣，亦是提供學習

者了解中文寫作框架進而模仿產出作文的利器。另外，有兩位受測者於

「其他寫作策略」中表示他們經常使用的寫作策略為「母語翻譯」，亦即

先從母語的角度去構思寫作內容，在採取翻譯的方式用中文寫出。此項

策略經常導致其寫作內容不符合中文的文章架構，也容易產生語法句式

上的偏誤，因此本研究教材將不把此項策略放入引導或是練習當中。 

表 20：學習者寫作策略 

寫作策略 平均數(一至五分) 

寫作前會先寫出幾個關鍵字。 3.3 

寫作前會先寫出每一段的大意或重點。 3.2 

寫作前會先再看一次範文並模仿範文的結構。 3.5 

(二) 有幫助的寫作練習以及上課時教師實際使用的引導方式:  

練習在語言教材裡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能幫助教師與學習者檢視學

習成效並鞏固所學內容。從眾多練習題型中挑選出對學習者寫作最有幫

助的練習也是本研究欲探討的範圍，故第三十一題及第三十二題分別調

查學習者認為有幫助的練習型式與目前的寫作教材或是教師在教學時經

常使用的引導方法來進行比較與分析。第三十一題內包含本研究整理出

的八種寫作練習題型，受試者需針對每個題型判別其幫助寫作之程度(1=

沒有幫助；2=不太有幫助；3=普通；4=有幫助；5=非常有幫助)。第三十

二題則請受試者勾選其教師或教材中實際使用的練習題型，此題可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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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為幫助受試者快速辨別該題型的意思，問卷裡每項題型皆提供練習

範例，詳閱附件一。    

表 21: 寫作練習題型調查 

結果顯示，八項題型的平均得分都在3.5分以上，亦即表示學習者認

為此八項題型都能一定程度地幫助自身增進寫作能力。題型「使用不同

的句型來改寫句子」、「使用特定的句型來完成句子」及「寫作前先針對

幾個相關問題和同學一起討論」不論是在三十一題或三十二題皆為前三

名，表示受試者覺得有幫助的前三種練習題型與教師或教材常使用的練

習題型相同，但受試者覺得幫助程度第四名的「改正不良範例文章的練

習」在實際的教材或是教師上課時所使用的頻率卻不高，因此研究者認

為該項練習題型應納入本研究之教材設計當中。在此須註明第三十一題

所填答的對象為「學習者」，與下節教師需求分析問卷的填答對象不同。 

練習題型 

第三十一題 

受試者所評之幫

助程度(平均數) 

第三十二題 

教師或是教材中實際

使用之練習(次數/總勾

選數百分比) 

對課本上的範例文章做大意摘要練

習。 3.89 12.31% 

改寫課本上的範例文章並加入自己

的想法。 3.58 10.77% 

將對話改寫成一段記敘文。 3.52 5.38% 

使用不同的句型來改寫句子。 4.24 17.69% 

使用特定的句型來完成句子。 4.21 22.31% 

寫作前先針對幾個相關問題和同學

一起討論。 4.03 19.23% 

改正不良範例文章的練習。 3.97 6.92% 

提供第一個段落，讓你完成下一個

段落。 3.68 5.38% 

總共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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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寫作上的難點：  

針對學習者認為用中文寫作最困難的部分，採用開放式問答，為

讓受試者填答時不受中文程度限制，此題可用其母語回答，收卷後

再經母語人士協助翻譯。回答該題者有三十六人，扣除三位填答內

容與寫作無關的受試者3，共三十三組有效回答。研究者歸納其回答

種類後整理如下表: 

表 22: 學習者所評之寫作難點 

寫作難點 次數 次數/問卷總數百分比 次數/總勾選數百分比 

語法/句型 22 66.7% 41.5% 

詞彙 11 33.3% 20.8% 

漢字 8 24.2% 15.1% 

文章架構與段落 8 24.2% 15.1% 

其他 4 12.1% 7.5% 

 53 160.6% 100.0% 

 

圖 11: 學習者所評之寫作難點 

從受試者的回答可看出「語法及句型」是寫作時最常碰到的難點，研

究者於整理回答時發現，受試者遇到語法和句型的問題較為一致，皆認

為「正確地應用所學語法和句型於寫作當中」是其所面臨的問題。而

「詞彙」的問題分布較廣，整理後分為「使用符合程度的詞彙」、「使用

書面語」以及「近義詞」等三類問題面向。由此亦可與第十九題的結果

                                                      
3 三位無關回答:把寫的部分轉換成說的、說的部分最難、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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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呼應，說明詞彙的練習對學習者來說是相當重要的。除此之外，「漢

字」及「文章架構與段落」亦是部分學習者面臨的難點。「其他」類別中

分別有三位提出「無法判斷自己寫的內容是否正確」、「抒發自己的感

覺」以及「開頭要具吸引力」。 

基於問卷的結果，研究者認為在寫作教材裡針對「語法及句型」和

「詞彙」的練習是幫助學習者組織寫作架構時相當重要的部分。《實用中

文讀寫二》和《讀寫學中文三》的體例安排為先將所有的詞彙一起解說

與練習，再進行所有的語法/句型練習，最後在沒有充分寫作引導之下進

入綜合寫作練習。這樣的體例安排容易導致學習者最後在寫作時除了要

構思文章的架構，還要整合所有的語法及詞彙，使得學習者容易在文章

中出現語法句型或是詞彙使用不當的現象或是產出前後段沒有關聯性的

篇章。因此研究者認為教材中每一課應拆為兩大部分，在第一部分的語

法及詞彙練習後，進行引導及第一次寫作練習;第二部分的語法及詞彙練

習後，再次進行寫作練習以及第二次寫作練習。透過第一次的引導寫作

先鞏固學習者部分的語法及詞彙，再以螺旋式的練習提升第二次寫作的

品質。 

六、 小結 

本節透過學習者的問卷來分析中初級華語學習者的中文寫作經驗。其

中包含五大面向，分別為：(1)基本資料；(2)目前使用教材的情況；(3)對

目前寫作教材的看法；(4)喜歡之主題以及對台灣觀光主題結合寫作的接

受度；(5)寫作策略、練習以及寫作上的難點。 

1. 學習者基本資料  

從學習者的基本資料中可得知仍有 37%的受試者認為自己目前的中文

寫作能力停留在 A2 的程度，可看出寫作技能到了中初級會出現跟不上實

際程度的現象。而受試者的年齡多在 21-30 歲區間，以亞洲國家所佔比例

最多，學習中文的時間以一~三年佔 73%最多。 

2. 目前使用教材的情況  

由資料顯示 38 位受試者中，目前使用《當代中文課程》的最多，有

47.4%，而《實用視聽華語》則有 39.5%。使用這兩本教材的受試者認為

「語法」部分最有幫助的比例最高，而最沒幫助的部分兩套教材有所不

同，《當代中文課程》的「寫作」有 27.8%的受試者認為最沒幫助，《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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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華語》則為 33.3%的受試者認為「練習活動」最沒幫助。 

3. 對於寫作技能的重視程度及對目前寫作教材的看法  

38 位受試者中，僅九位對寫作不太重視，可看出對於大部分的受試

者來說，中文寫作能力是相當重要的。而缺乏實用性或是趣味性為主要

使九位受試者不太重視寫作技能的原因。故研究者認為提高寫作教材的

趣味性及實用性將能提高更多學習者對寫作技能的重視程度。而針對受

試者使用的寫作教材調查，45%的受試者正在使用或使用過《實用中文讀

寫》，他們認為該教材最有幫助的部分為「課文、生詞及語法」，但「寫

作」的部分僅有 12%的受試者勾選，「例句」僅有 6%。從統計結果可看

出該教材於寫作及例句的部分需要進行調整。接著調查「生詞練習」對

寫作上的幫助程度，由得分 4.33 可看出對於大部分的受試者來說生詞練

習相當重要，而「圖片或圖畫」亦有 3.82。本研究教材應提供圖片或圖

畫之引導，並提供生詞的練習。 

範文的方面調查了數量及特點，其中以一課三篇的得分最高，而範文

則須具有「實用性、趣味性及故事性」等特點，《實用中文讀寫》符合，

但是該教材於「爭議性」的部分較缺乏。 

4. 喜歡之主題以及對台灣觀光主題結合寫作的接受度 

在九大主題下，「飲食」在實用性和興趣程度的得分皆為第一名，而

「台灣旅遊」則分別為趣味性的第二名及實用性的第三名。可看出對於

大部分受試者來說，此兩大主題既有趣也實用。因此本研究之教材將把

「飲食」主題與「台灣旅遊」主題做結合，提高寫作的趣味性及實用

性，進而提升學習者對寫作能力的重視。接著為探討學習者對於主題

「台灣旅遊」的評分會不會受到來台時間長短所影響，研究者將受試者

分為兩組，分別為來台一年以下，以及一年以上進行比較。結果顯示不

管是興趣或是實用性程度，來台一年以上的受試者平均分數都比一年以

下的受試者高。然而以台灣旅遊為主題的內容大多出現在初級的教材

中，因此研究者認為在中初級的寫作教材中，以「台灣旅遊」為主題的

內容應該增加。 

在三十八位受試者當中，僅四位表示對以台灣旅遊景點為主題的寫作

教材沒有興趣。從有興趣的三十四位受試者回答中指出，「阿里山」、「太

魯閣」及「日月潭」為感興趣的前三名景點。進一步調查受試者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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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次主題，發現「該景點相關故事或者歷史」和「該景點美食」為前兩

名。故本研究之示範教材將以「阿里山景點美食介紹」與「阿里山歷史

故事介紹」作為兩篇範文。結合受試者感興趣且認為實用的「飲食」主

題以及「故事性」特點，以利提升教材整體的趣味性及實用性。 

本研究亦欲從學習者的目標出發作為教材之總體目標，由問卷結果顯

示，「用中文介紹自己國家的景點」為受試者最希望達成之目標，其次是

「用中文介紹台灣的景點」，因此該兩項目標也成為本研究教材之總體目

標。 

5. 寫作策略、練習與寫作上的難點 

學習者所使用的的寫作策略當中，得分最高的為「寫作前會先再看一

次範文並模仿範文的結構」。指出範文的功能除了引發學習者的興趣，也

需提供學習者模仿產出的框架。在練習題型方面，調查顯示「使用不同

的句型來改寫句子」、「使用特定的句型來完成句子」及「寫作前先針對

幾個相關問題和同學一起討論」為受試者覺得有幫助的前三名練習題

型，比較教師或教材實際所使用的題型，可發現前三名的題型相同。但

「改正不良範例文章的練習」在受試者評量上為第四名，教材或教師卻

較少使用，因此研究者認為該題型也應該列入寫作練習當中。 

 寫作時最多受試者碰到的問題為「語法/句型」，其次為「詞彙」，詞

彙的部分包括「使用符合程度的詞彙」、「使用書面語」以及「近義詞」

等三類難點。詞彙和句型的運用是寫作中相當重要的環節，大部分教材

都是將所有詞彙及語法放在一起練習，最後才進入綜合寫作練習。所以

學習者在寫作時需同時整合所有的詞彙、語法並構思文章的架構，容易

使得學習者產生詞彙句型使用不當的情形。故研究者認為每一課應分為

兩部分，各自練習詞彙及語法後接著寫作練習，先透過小範圍的練習來

加深所學與短篇寫作練習，再於第二次的寫作練習進行較長篇的綜合寫

作。 

第二節 教師的需求分析 

上一節從中初級學習者的面向探討中文寫作相關問題，然而教材的

使用者除了學習者以外，亦包含教師。故本研究也針對教師方進行需求

問卷調查，欲從教師角度探討寫作教材、練習題型及中初級學習者寫作

常遇到的問題。教師問卷題目內容包括四大部分，分別為：(1)基本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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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2)對中初級寫作教學及教材的看法；(3)對於台灣旅遊主題結合中初

級寫作教材的看法；(4)學生於寫作時常遇到之難點。 

本教師需求分析問卷發放數為39份，採紙本與網路問卷並行調查，

有效問卷為39份，統計結果及分析如下： 

一、 基本資料 

由於本研究是探討中初級程度之寫作方面問題，因此填寫之教師皆

教過該程度之學生。本研究設定中初級程度為《當代中文課程》三、四

冊；《實用視聽華語》三、四冊；《實用中文讀寫》第二冊。針對教師的

教學背景進行以下的調查： 

表 23: 教師基本資料 

工作單位 

台灣各大學

語言中心 

大學華語學

位班老師 

一般語

言機構

(私人) 

國外大學 

其他(之前擔任華語教

師、待業中、家教性

質) 

24(62%) 4(10%) 2(5%) 2(5%) 7(18%) 

        華語教學資歷 

一~兩年 兩~四年 四~六年 六~八年 八~十年 十年以上 

9(23%) 16(41%) 6(15%) 3(8%) 1(3%) 4(10%) 

是否教過中初級程度之學生 
是否教過中初級的華語寫作課或者讀

寫課? 

教過 沒教過 教過 沒教過 

39(100%) 0(0%) 17(44%) 22(56%) 

39位教師中有24位現職於台灣大學語言中心、4位擔任大學部華語學

位班老師、2位於私人語言機構、2位於國外大學以及七位目前擔任華語

家教或不在華語教學機構任職。39位教師華語教學的資歷皆至少一年以

上，其中以兩~四年有16人(41%)為數最多，而教過針對中初級華語寫作

課或讀寫課的教師有17名(44%)，沒教過者為22名(56%)。其中22位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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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沒教過針對華語寫作的相關課程，但都教過中初級的綜合課程，包

含聽說讀寫等四項能力，故亦納入分析中。 

二、 對於中初級寫作教學及教材的看法 

第二部分將分別探討教師對寫作教學的看法以及對寫作教材內容的建

議。首先從教師角度了解寫作技能所受重視程度及其原因，再調查寫作

教材所需的體例、練習題型以及教師於課堂上實際使用的練習，以調查

出中初級寫作教材所需具備之內容。 

(一)對寫作教學的看法：  

針對寫作訓練所受重視的程度方面， 認為寫作技能稍微不受重視或

相當不受重視的教師共有30位，百分比為77%，而認為寫作技能和聽說讀

三種能力所受重視程度相同者僅9位(23%)。結果顯示對大部分教師而

言，華語寫作能力所受到的重視程度比其他三種能力來得低，這也反映

在寫作教材的出版數量低於綜合教材的現象。 

表 24: 對寫作教學之看法 

寫作技能所受重視的程度 人數 百分比 

與聽、說、讀能力相同 9 23.08% 

稍微不受重視 20 51.28% 

相當不受重視  10 25.64% 

其他 0 0.00% 

 39 100% 

接著對於寫作技能較受忽視的原因進行調查，扣除九位認為重視程

度無差別之教師，共有三十位教師作答。統計結果指出「課程時間緊

湊」為最多的受試者選擇的原因之一；「學習者對寫作缺乏動機」為第

二；「沒有合適的寫作教材」為第三；「學校沒有提供相關課程」第四，

而「其他」則有一位教師認為寫作並非當務之急的能力，以及一位教師

提出 B1程度學生尚不具備篇章結構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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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教師評寫作較受忽略之原因 

寫作較受忽視的原因(可複選) 次數 次數/問卷總數百分比 
次數/總勾選數百

分比 

對寫作缺乏動機 16 53.33% 25.40% 

課程時間緊湊 21 70.00% 33.33% 

沒有合適的寫作教材 13 43.33% 20.63% 

學校沒有提供相關課程 11 36.67% 17.46% 

其他 2 6.67% 3.17% 

 
63 210.00% 100.00% 

 

圖 12: 教師評寫作較受忽略之原因 

在「課程時間緊湊」的情況下教材裡所提供給教師以及學習者的引

導或是練習就更為重要，而針對「學習者對寫作缺乏動機」及「沒有合

適的寫作教材」即為本研究欲嘗試改善的問題，希望透過提高教材的實

用性、趣味性來提高學習者對學習寫作技能的動機，並從教師與學習者

的需求來編寫教材的體例。 

(二)對寫作教材內容的建議:  

範文、生詞及語法在教材中的數量安排亦相當重要，不足或者過多

都會影響學習成效，從教師實際教學的角度可設定出更符合學習者及課

25.40%

33.33%

20.63%
17.46%

3.17%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寫作較受忽視的原因(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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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需求的內容。因此以下針對中初級寫作教材的範文、生詞及語法數量

上進行調查: 

表 26: 對寫作教材內容之建議 

1. 中初級的寫作教材的範文數量 

一篇 兩篇 三篇 其他 

14(36%) 24(62%) 1(3%) 0(0%) 

2. 中初級寫作教材中的範文字數 

300~400字 400~500字 500~600字 其他 

24(62%) 11(28%) 3(8%) 1(3%) 

3. 中初級寫作教材中每課的生詞數量 

15~20個 21~30個 31~40個 其他 

16(41%) 17(44%) 6(15%) 0(0%) 

4. 中初級寫作教材中每課的語法數量 

3~5個 6~8個 9~11個 其他 

21(54%) 16(41%) 0(0%) 2(5%) 

在理想範文字數的調查問題中，為了讓教師更好地了解各字數的篇

幅，研究者附上三篇示範文章，這三篇文章分別是:《實用中文讀寫》第

二冊第二課-下班後，大家在做些什麼?、《當代中文課程》第三冊第四課-

我愛台灣的人情味、《實用中文讀寫》第二冊第九課-山中歲月。研究者挑

選這三篇作為教師參考範文有幾點原因，第一是這三篇短文皆來自於本

研究所設定的程度之教材，第二是因為其內容皆以介紹台灣某些地方、

美食為主軸。為避免受試者因為對某教材有所偏好或成見而影響其選

擇，故提供參考範文時並沒有標註該文之來源。 

從調查結果可看出有62%的教師認為在中初級寫作教材中，一課「兩

篇」範文是最理想的篇數；36%認為「一篇」較為合適。進一步針對範文

字數方面，62%的教師選擇「300~400字」；28%認為一篇範文字數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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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500字」；8%選擇「500~600字」，有一位選擇「其他」，表示範文的

字數應該以主題式的方式由短篇到長篇。 

生詞數量方面， 44%的教師認為一課的生詞應為「21~30個」; 41%

選擇「15~20個」; 15%選擇「31~40個」。而語法的部分54%教師選擇

「3~5個」一課; 41%認為「6~8個」較為適當，另外有兩位教師勾選「其

他」，一位表示一課的語法數量應在「4-6個」，另一位認為在10個以內皆

可。 

結果顯示在中初級寫作教材中，大部分的教師認為每課的範文數量最

好為兩篇；字數在300~400字；生詞數量在15個以上，30個以下；語法數

量則在3~5個。本研究將依此結果作為示範教材的編寫規範之一，以利教

師掌握課程的安排與避免因過多或不足的內容導致學習成效不佳的情

形。 

範文不僅提供學習者參考框架，也是教師解說生詞、句型及篇章等重

要的範例。在上一節討論了學習者對範文所期待的特點，接下來換從教

師角度進行： 

表 27: 教師評寫作教材範文應有之特點 

期望特點 次數 次數/問卷總數百分比 次數/總勾選數百分比 

趣味性 27 69.23% 21.43% 

實用性 37 94.87% 29.37% 

啟發性 19 48.72% 15.08% 

故事性 23 58.97% 18.25% 

爭議性 10 25.64% 7.94% 

文辭優美 6 15.38% 4.76% 

其他 4 10.26% 3.17% 

 126 323.0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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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教師評寫作教材範文應有之特點 

統計結果顯示「實用性、趣味性及故事性」為大部分教師認為在中初

級寫作教材範文應該具備的特點。所佔的次數/總勾選數百分比分別為

29.37%、21.43%及18.25%。另外有4位老師分別認為寫作教材範文應具有

「跨文化」、「科學性及針對性」、「主題式」和「與生活密切相關」。綜觀

統計資料，可得知從教師的角度來看中初級寫作教材範文應首重實用性

與趣味性，透過與生活相關的題材來拉近寫作與學習者的關係並以趣味

性引發學習者的興趣。而範文的「文辭優美」與「爭議性」並非是中初

級階段所需必備的特點。 

接著針對中初級華語寫作教材中所需具備的體例進行探討，以下十七

項體例包括研究者綜合整理六本教材4之體例以及研究者所加入之體例。

採用李克氏四分量表，教師依需要程度勾選一至四分，1=完全不需要; 2=

不太需要; 3=需要; 4=非常需要。 

表 28: 中初級寫作教材體例 

中初級華語寫作教材中是否須包含以下體例? 平均數 

1.課前引導問題 3.46 

2.課文/範文 3.59 

3.根據以上範文內容提問 3.21 

4.生詞解釋 3.03 

5.生詞例句 2.87 

6.生詞練習 2.59 

                                                      
4 《實用中文讀寫二》、《讀寫學中文三》、《當代中文課程三》、《當代中文課程四》、《實用視聽

華語三》、《實用視聽華語四》 

21.43%

2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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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4%
4.76%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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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認為寫作教材範文應有之特點(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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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補充生詞 2.82 

8.語法/句型解釋 3.21 

9.語法/句型例句 3.38 

10.語法/句型練習 3.36 

11.口語及書面語的轉換練習 3.26 

12.閱讀短文 3.15 

13.根據上述短文討論問題 3.03 

14.根據上述短文進行文章理解練習(是非題、連

連看等) 2.79 

15.分享經驗:根據指定主題，跟同學分享或者討

論該主題下的任務 3.31 

16.寫作練習 3.51 

17.文化點補充 2.97 

從統計結果發現平均三分以上的體例共有十二個，分別為「課前引導

問題」、「課文/範文」、「根據以上範文內容提問」、「生詞解釋」、「語法/句

型解釋」、「語法/句型例句」、「語法/句型練習」、「口語及書面語的轉換練

習」、「閱讀短文」、「根據上述短文討論問題」、「分享經驗:根據指定主

題，跟同學分享或者討論該主題下的任務」以及「寫作練習」。而低於3

分的體例為「生詞例句」、「生詞練習」、「補充生詞」、「根據上述短文進

行文章理解練習」以及「文化點補充」。研究者於分析教材時發現寫作教

材中，對於生詞的練習並不多，有的教材甚至只提供生詞的意思翻譯。

從教師的需求分析統計2.59分也可看出大部分教師認為生詞練習在寫作教

材的必要程度並不高，其結果也與寫作教材普遍缺乏生詞練習相呼應。

然而對生詞的掌握度卻會影響寫作的內容，從學習者需求分析問卷中也

可以看出生詞的練習對學習者在寫作方面的幫助高達4.33分，由此可知在

中初級寫作教材中的生詞練習體例有其重要性。而生詞例句則可以起到

示範作用，提供其後的生詞練習鷹架，故研究者認為除了3分以上的體例

以外，生詞例句以及生詞練習也應該包含在中初級的寫作教材當中。 

在上一章教材分析中發現現有教材在寫作練習方面的不足，因此研究

者整理了八種寫作練習題型，並列於第二十及二十一題從教師的角度來

探討哪些練習題型對於寫作技能之提升有幫助並對照教師或教材中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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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之練習。藉此了解在課堂中或是教材裡是否將有效的練習題型做運

用。  

第二十題的教師受試者所評之幫助程度採用李克氏五分量表，1=沒有

幫助; 2=不太有幫助; 3=普通; 4=有幫助; 5=非常有幫助。從平均統計結果

可看出，八項題型的平均得分都在3.5分以上，四分以上的題型有六項，

亦及表示教師認為此八項題型都能一定程度地幫助學習者增進寫作能

力。題型依照得分由高到低分別為「1. 將對話改寫成一段記敘文」、「2. 

寫作前先針對幾個相關問題和同學一起討論」、「3.對課本上的範例文章做

大意摘要練習」、「4.改寫課本上的範例文章並加入自己的想法」、得分相

同的「4.使用不同的句型來改寫句子」、「5.使用特定的句型來完成句

子」、「6.提供第一個段落，讓你完成下一個段落」、「7.改正不良範例文章

的練習」。 

在比對教師或教材中實際使用的練習題型後，發現兩題落差較大的題

型為「將對話改寫成一段記敘文」以及「使用特定的句型來完成句子」。

題型「將對話改寫成一段記敘文」的幫助程度被教師評為得分為最高的

4.36，然而在調查教師於課堂上或是所使用的教材中是否會運用該題型

時，其排名卻只名列第五。此結果也與研究者在分析教材時的發現相

符，台灣目前的讀寫教材中沒有該練習題型，但這項練習題型卻對寫作

能力有較大程度的幫助，因此研究者認為在中初級寫作中應該將此題型

列入每課必備的練習題。而「使用特定的句型來完成句子」則呈相反的

結果，該題型於教師或教材中實際使用的練習題裡為第一名，也就是多

數的教師以及教材都會將該題型作為寫作的練習，然而在教師所評之幫

助程度中，該題型的排名則為第五。其得分4略低於4.05分的「使用不同

的句型來改寫句子」，研究者推測這兩個題型皆與練習特定句型有關，功

能相似，但改寫句子的挑戰程度更高，因此更多的教師認為「使用不同

的句型來改寫句子」之練習題會比「使用特定的句型來完成句子」更有

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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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教師評寫作練習題型 

該八項練習題型皆為得分3.5分以上，對於寫作能力的提升都有幫

助，但每課的篇幅有限，並顧及教材之練習題型應多樣有所變化的原則

下，研究者認為，每課的寫作練習應以固定的四項題型加上一項任選的

題型作為練習。而固定的四項題型則在下一節綜合比較師生回答結果決

定。 

為了解教師對於所使用的(寫作)教材反饋，需求分析問卷第二十三題

請教師從訓練寫作技能的方面來評論其所使用過的(寫作)教材裡，有沒有

需要修改或是新增的地方。此題細分成六大面向，分別為「課文/範文」、

「生詞(解釋、例句、練習等)」、「語法(解釋、例句、練習等)」、「寫作引

導」、「寫作練習」以及「其他」等六大面向，並採開放性回答。因考量

可能有教師認為所使用教材沒有需要修改的部分，故此題為選答題。 

 

 

練習題型 
教師受試者所評之

幫助程度 

教師或是教材中實際使用

的練習 

(次數/總勾選數百分比) 

對課本上的範例文章做大意摘

要練習 4.08 13.70% 

改寫課本上的範例文章並加入

自己的想法 4.05 11.64% 

將對話改寫成一段記敘文 4.36 8.90% 

使用不同的句型來改寫句子 4.05 13.70% 

使用特定的句型來完成句子 4 20.55% 

寫作前先針對幾個相關問題和

同學一起討論 4.1 19.18% 

改正不良範例文章的練習 3.62 6.85% 

提供第一個段落，讓你完成下

一個段落 3.79 5.4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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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 教師評鑑現有教材 

 實用中文

讀寫 
實用視聽華語 當代 大部分綜合課程教材 

課文/範文 

T4.內容實

用性不

大，題材

太幼稚。 

T6.課文都是以長篇對話呈

現，若要訓練學生寫作技

巧，需要有以文章方式呈

現的課文 

T34.新實用視聽華語三,我

覺得給學生的引導太少。

教材也不提供給老師一些

學習單的材料。但是作業

簿滿好的。 

 

T33.宜引導分析組織架

構或列出大綱。 

生詞 

(解釋、例

句、練習

等) 

 

T6.可以再加入近義詞辨析

更好 

T7.生詞可考慮增

加例句，特別是動

詞和片語 

T37.新增生詞例句 

T33.適時比較華語區差

異詞語並提供同義的共

同詞語。 

語法(解

釋、例

句、練習

等) 

T36.例句

不符合實

際 

T6.給出的語法例句並不經

典，學生不能從課本例句

中馬上理解語法的使用，

以及部分語法的解釋不夠

明確，學生不懂該如何正

確使用。 

T34.語法的句子練習比較

單調，應該著重情境跟真

實材料的運用.英文雖然有

用，但是最有效的還是提

供好的提問。 

T7.練習題中的引

導式造句，部分情

景引導的答案較單

一（但卻往往跟學

生的想法背道而

馳），學生不知該

如何用語法正確回

答。 

T33.適時比較華語區差

異形式並提供共同形

式。 

寫作引導 

T36.需多

一點寫作

引導 

T6.課本並沒有呈現特別的

寫作引導，只有一些問題

與討論，若是在課本中分

課，一步步引導學生各種

T7.建議增加情境

或寫作目的 

T26.需增加引導句 

T35.引導不夠 

T33.適時提示語用（得

體）或跨文化異同。 

T38.可採用任務法，指

定一些問題讓學生先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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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技巧，將有助於提升

學生寫作能力。 

T26.需增加引導句 

T34.寫作引導通常沒有時

間去帶 

論、查答案，讓學生自

行整理，老師再一步一

步引導寫出文章，最後

才對照範文 

寫作練習 
 

T6.視華課本的編排並沒有

特別針對寫作技能進行著

墨，因為課文的編排都用

對話呈現，若是每課能將

對話縮短，再加入一篇短

文，以及關於短文寫作技

巧的指引，將有助於提升

學生的寫作技巧。 

T34.我覺得教材著重聽

說，非常明顯。 

T26.作文題目有些

無法用上課所學的

生詞回答。 

T33.東亞書寫系統的知

識與應用、大部分綜合

課程教材內缺乏寫字

（handwriting）、打字

（typing）、過程寫作

（process writing or 

composition）之整體教

學設計。  

其他 
 

T34.很多，但是我覺得可

能要特別設置專業課程比

較好 

 

T33.課本與練習簿需穿

插提供直式方格與橫式

橫線練習。 

T38.通常都會自行補

充，因為教材各有其優

缺點。 

研究者將10位教師的回答整理至上述表29中，由於本問答題不限制教

師填寫的教材數量，故有2位教師對兩套以上的教材發表評述。針對《實

用中文讀寫》有2位教師提出反饋，認為該教材的課文/範文內容實用性不

大、題材不適合成人學生，語法的例句不符合實際情形以及需增加多一

些的寫作引導。有3位給予《實用視聽華語》評述，提出課文方面若以訓

練寫作技巧的目的出發，應以文章方式呈現，並給予更多的引導及材料;

生詞方面則建議加入近義詞辨析;語法的例句不經典使學習者無法快速理

解使用方式，部分語法的解釋不夠明確以及句子練習較為單調，建議能

著重情境及真實材料的運用;寫作引導及寫作練習的方面教師認為教材並

沒有針對寫作能力的提升提供足夠的引導與合適的編排。T34.更提出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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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技能的角度出發，《實用視聽華語》需要修改的部分很多，建議要設

置專業的課程較合宜。 

《當代中文課程》則有四位教師進行評述。教師建議生詞部分應增加

例句，而課本裡的部分語法練習設計須調整。另外，教師認為寫作引導

的部分不足，並應該增加情境或寫作目的。寫作練習的部分則有教師反

映部分作文題目無法讓學習者運用所學的生詞進行寫作。 

T33教師認為大部分綜合課程教材宜引導分析課文/範文的組織架構或

是列出大綱，並在生詞、語法方面適時比較華語區的差異及提供同義的

共同詞語或語法形式。寫作引導則應告訴學習者中文語用或跨文化的異

同，以避免學習者出現相對不得體的詞語。T38針對寫作引導也建議採用

任務法，先透過課前指定問題讓學習者討論或查找答案並自行整理，再

由教師逐步引導寫出文章，最後對照範文讓學習者掌握中文寫作架構。

關於綜合課程教材的寫作練習，T33教師認為應向學習者介紹東亞書寫系

統的知識與應用，並表示大部分綜合課程教材缺乏寫字、打字和過程寫

作之整體教學設計。該教師亦建議教材提供直式方格與橫式橫線的寫作

練習。最後 T38教師表示於訓練寫作技能方面，因為每套教材都有其優缺

點，故通常會自行補充。 

三、 對台灣旅遊主題結合中初級寫作教材的看法 

這個部分將先從教師的角度來看哪些寫作主題對中初級學習者而言是

感興趣以及實用的，再延伸討論教師對台灣旅遊主題結合寫作教材之看

法。以下九大主題和學習者的需求分析問卷第二十四、二十五題相同，

都是研究者自《當代中文課程》第三冊第四冊、《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

第四冊、《實用中文讀寫》第二冊和《讀寫學中文》第三冊等六本教材中

分類整理出來的主題。 

表 31: 教師評寫作主題之興趣與實用性程度 

 寫作主題 興趣程度 實用性程度 

家庭 3.28 3.31 

文化藝術 3.51 3.41 

社會議題 3.79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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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教師評寫作主題之興趣與實用性程度 

由統計結果可看出大部分教師認為學習者最感興趣的寫作主題為4.31

分的「台灣旅遊」，其次是4.21的「飲食」，第三是「休閒活動」4.18分，

而得分最低的為3.28的「家庭」。從實用性方面來看，「工作相關」被大部

分教師認為實用性程度最高，「台灣旅遊」及「休閒活動」並列第二，得

分最低者依然是「家庭」類主題。從「興趣程度」和「實用性程度」兩

面相來看，同時兼具兩者前三名之主題為「台灣旅遊」及「休閒活動」。 

接著針對真實旅遊書與中初級華語寫作教材的結合做進一步的探

討。Goodman（1986）提出外語學習應使用真實材料（Authentic 

Materials），因其認為語言學習若要達到效果，所提供的材料必須是真實

的。然而第一線教師對應用真實材料於教材上的看法是否與此論點相同

仍須進一步探討。因此研究者欲從教師的角度出發來了解，以旅遊書的

形式結合中初級寫作教材是否能提高教材的真實性、趣味性以及將旅遊

書中的介紹文改寫成教材的範文是否能幫助學習者掌握中文的寫作架

構。為協助填寫問卷的教師能更好地理解真實旅遊書的形式，研究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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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認為學習者對各寫作主題的興趣程度與實用性判別

興趣程度 實用性程度

台灣旅遊 4.31 4.31 

購物 3.82 4.10 

休閒活動 4.18 4.31 

飲食 4.21 4.15 

學生生活  3.92 4.23 

工作相關 4.00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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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題附上了三張擷取自真實台灣旅遊書的內文作為示意圖，並請教

師從一到五分，評價同意之程度。1=不同意; 2=不太同意; 3=普通; 4=同

意; 5=非常同意。 

表 32: 旅遊書結合中初級寫作教材 

由上述的統計結果顯示，可看出對教師而言，以旅遊書的形式來結

合中初級寫作的教材對於提高教材的趣味性是正向的結果。然而對於真

實性以及改寫之範文可幫助學習者掌握寫作架構方面，態度較為保留。

研究者推測其因可能有二：第一、真實材料經常會出現遠超出二語學習

者語言能力的詞彙、句型及修辭等情形；第二、僅呈現範文而不對其結

構加以分解引導的話，二語學習者難以自行看出每段的目標內容是如何

安排的。因此研究者認為在中初級階段仍不適合以真實旅遊書結合寫作

材料，但可輔以真實圖片。此外，對範文進行拆解說明以及引導練習是

很重要的。故本研究之示範教材中，將於範文後扼要的點出該範文的寫

作使用方法以及各段落的架構。 

四、 學生於寫作時常遇到之難點 

教材的內容也須緊貼著學習者的難點而進行設計，除了從學習者的

角度了解其寫作難點以外，批改作文的教師往往能以更專業的面向分析

文章裡的錯誤。故此處將從教師的角度探討中初級學習者於寫作時會遇

到之難點， 此題為了不侷限教師的答題，因此採開放式填答，共有35位

教師作答，4位教師未填答。 

表 33: 教師評寫作難點 

寫作難點 次數 次數/問卷總數百分比 次數/總勾選數百分比 

語法/句型 14 40.00% 23.33% 

連接詞 6 17.14% 10.00% 

以旅遊書的形式結合中初

級寫作的教材是否能提高

教材的真實性 

以旅遊書的形式結合中初

級寫作的教材是否能提高

教材的趣味性? 

將旅遊書中的介紹文改寫

成教材的範文，是否能幫

助學習者掌握中文的寫作

架構? 

3.44 3.97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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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 22 62.86% 36.67% 

漢字 0 0.00% 0.00% 

文章架構與段落 16 45.71% 26.67% 

其他(標點符號、對話題

不感興趣) 2 5.71% 3.33% 

 60 171.43% 100.00% 

研究者將教師的回答分類為「語法/句型」、「連接詞」、「詞彙」、「漢

字」、「文章架構與段落」及「其他(標點符號、對話題不感興趣)」共六大

項。跟學習者的需求分析相比，教師版本多了「連接詞」這項，而將連

接詞從語法中獨立出來分析的原因是有6位教師在敘述學習者寫作難點時

除了提到語法的誤用外，也特別指出學習者於連接詞的使用或迴避而導

致的問題，比方 T10：「缺少或誤用連接詞，導致語義不清楚」、T25：

「不太會使用連接詞來擴長句子或段落」等等。 

從教師的回答可看出「詞彙」是中初級學習者於寫作時最常出現的

問題，其中包含「書面語和口語夾雜」、「詞彙/近義詞誤用」、「詞彙量不

足或單一」、「漢字圈學習者會參雜該國漢字用法」等，由此可看出詞彙

的練習亦是提升寫作能力中相當重要的環節。 

而「語法/句型」與「連接詞」合併來看則為第二常見的寫作難點，

教師提及的語法/句型問題有「使用錯誤」、「句子太短」及「句型使用單

一」等。由結果可看出對於語法/句型的掌握不佳將不僅導致中初級學習

者在寫作時產生錯誤的用法，並可能為了避免錯誤而頻繁使用自己較為

熟悉且容易的單一語法/句型。此結果與第十九題教師認為寫作教材中應

有的體例相呼應，「語法/句型例句」、「語法/句型練習」及「語法/句型解

釋」在中初級寫作教材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本研究在語法練習及寫

作練習中將把「使用不同的句型來改寫句子」及「使用特定的句型來完

成句子」納入教材當中，欲改善以上教師所提之語法問題。而「連接

詞」的使用正確與否除了會影響句子、段落的長度，也關係著語義表達

的正確性。因此語法/句型的練習中，亦不可忽略連接詞的部分。 

接著「文章架構與段落」的方面，勾選此項的教師普遍認為中初級

的學習者對段落掌握不清楚，進而影響其文章的邏輯及每段的連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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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段落掌握不佳可歸咎幾個原因，包含教材中閱讀的部分以對話為

主，使得學生不熟悉文章的形式(T26)、學習者本身的作文組織能力不佳

(T19)及為了使用指定語法所以產出不合邏輯的句子或段落(T1)等等。綜

上問題可以推知影響學習者的文章架構和段落的因素並非單一，因此在

進入篇幅較長的寫作前，分段漸進式的引導及練習是相當重要的。 

填答的35位教師中，有一位教師的回答包含了「標點符號」，一位教

師提出「學習者對話題不感興趣」的難點，以上兩個回答研究者將其分

類於「其他」。而關於「漢字」方面的問題並沒有被任何一位教師提及，

可看出這個階段寫作能力的核心已非漢字，雖不代表中初級的學習者不

會有寫錯漢字的問題，但在與其他因素相權衡下，寫作技能更取決於學

習者對語法句型、詞彙、文章架構等等的掌握。雖然並無教師提及漢字

方面的問題，但是在學習者的需求分析問卷中有8位學習者提及了漢字為

其寫作時的難點，故研究者仍將漢字單獨列為一個分類，並將於第三節

中與學習者的統計比較分析。 

五、 小結 

本節透過教師問卷來分析教過中初級華語之教師於寫作教學的相關經

驗。其中包含四大面向，分別為：(1)基本資料; (2)對於中初級寫作教學及

教材的看法; (3)對於台灣旅遊主題結合中初級寫作教材的看法；(4)學生於

寫作時常遇到之難點。 

(1) 教師基本資料 

三十九位教師全數教過中初級程度的學習者，其中有十七位教過中

初級華語寫作課或讀寫課，另外二十二位雖沒教過獨立的華語寫作課，

但都透過綜合課程指導中初級學習者進行過寫作相關練習或教學。 

(2) 教師對中初級寫作教學及教材的看法  

77%的教師認為寫作技能所受重視程度不如聽說讀三種能力，而進一

步調查原因，「課程時間緊湊」、「學習者對寫作缺乏動機」與「沒有合

適的寫作教材」為最主要的三個原因。研究者認為提供教師合適、編排

清楚有步驟的寫作教材將能使教師在有限的課程時間內靈活地運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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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資源，而具實用性與趣味性的教材亦能提高學習者對於寫作能力訓

練的動機。 

接著在寫作教材內容方面，62%的教師認為範文數量應為兩篇，字數

應在300-400字的範圍，並具有實用性與趣味性等特點。而大部分教師

(88%)皆認為每課的生詞數量應不超過30個。語法的部分有54%的教師認

為應在3-5個。此結果也將作為本研究教材的編寫規範之一。 

在調查中初級華語寫作教材中所需具備的體例中，有十二個平均得

分超過三的體例，分別為「課前引導問題」、「課文/範文」、「根據以上範

文內容提問」、「生詞解釋」、「語法/句型解釋」、「語法/句型例句」、「語法/

句型練習」、「口語及書面語的轉換練習」、「閱讀短文」、「根據上述短文

討論問題」、「分享經驗:根據指定主題，跟同學分享或者討論該主題下的

任務」以及「寫作練習」。而雖然「生詞例句」與「生詞練習」在教師方

的得分不高，但在學習者問卷中卻顯示生詞練習對學習者在寫作方面的

幫助程度大，故研究者認為生詞例句以及生詞練習也應該包含在中初級

的寫作教材當中。 

寫作練習方面結果顯示研究者所調查的八種練習題型皆對增進寫作

能力有幫助，而得分最高的前三名為「1. 將對話改寫成一段記敘文」、

「2. 寫作前先針對幾個相關問題和同學一起討論」、「3.對課本上的範例

文章做大意摘要練習」。而其中幫助程度最大的「將對話改寫成一段記敘

文」卻不常出現在課堂上或是教材中的練習。故研究者認為該練習題型

應列入中初級寫作教材當中固定訓練的項目之一。 

在教師對所使用的(寫作)教材反饋中發現，《實用視聽華語》與《當

代中文課程》若以訓練寫作技能方面來看，應增加寫作引導、情境與材

料，並提供近義詞的練習。而《實用中文讀寫》的範文需加強實用性，

並提供符合實際情形的語法例句，另外寫作引導也不足。由上述評述中

可得知三套教材從提升寫作技能方面的編排都有需要調整之處。 

(3) 教師對台灣旅遊主題結合中初級寫作教材的看法 

從教師的角度評述學習者最感興趣的寫作主題中，「台灣旅遊」在興

趣程度的排名第一，在實用性方面則與「休閒活動」並列第二。接著在

「以旅遊書形式來結合中初級寫作教材是否能提高教材的真實性及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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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調查中發現教師的平均得分落在普通到同意的區間，呈現正向的

評述。然而「從旅遊書中的介紹文改寫成教材的範文，是否能幫助學習

者掌握中文的寫作架構?」的平均得分為2.97，可看出僅僅呈現範文而不

對其結構加以分解引導的話，二語學習者難以自行看出每段的目標內容

是如何安排的。因此對於範文的分析及引導亦為寫作教材中相當重要的

部分。 

(4) 學生於寫作時常遇到之難點 

從教師角度看中初級寫作難點發現「詞彙」是最常出現的問題，涵

蓋「書面語和口語夾雜」、「詞彙/近義詞誤用」、「詞彙量不足或單一」

等，而「語法/句型」與「連接詞」合併來看則為第二常見的寫作難點，

具體包含「使用錯誤」、「句子太短」及「句型使用單一」等問題，因此

研究者認為寫作教材在練習部分應把「使用不同的句型來改寫句子」及

「使用特定的句型來完成句子」納入教材當中。另外「文章架構與段

落」方面，教師發現中初級學習者對段落掌握不清楚，除了學習者本身

的作文組織能力不佳外，部分教材中閱讀部分以對話呈現，使學習者不

熟悉文章的形式也是原因之一。 

第三節 學習者與教師問卷之綜合分析 

本研究之需求分析問卷分為學習者以及教師兩種問卷，為探討教師

及學習者對增進寫作技能的相關意見，兩方的需求問卷設計了部分相同

的題目，以進一步分析比較教師與學習者的答案。 

一、 中初級寫作能力所受重視程度 

首先探討在中初級華語教學中，寫作能力及訓練相較其他三種技能所

受的重視程度。教師及學習者的選項略微不同，由於教師問卷的部分考

量到教師的回答可能較廣泛，除了「和聽說讀三種能力所受到的重視程

度相同」、「稍微不受重視」、「相當不受重視」以外，多加了「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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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供教師填答。學習者該題的選項則是「不重視」「不太重視」、「與其

他能力的重視程度差不多」、「重視」和「非常重視」。 

表 34: 教師評寫作訓練所受重視程度 

表 35: 學習者評寫作技能重視程度 

 

從教師方面的結果可看出，認為寫作技能稍微不受重視或相當不受

重視的教師百分比共為76.92%，而認為寫作技能和聽說讀三種能力所受

重視程度相同者僅佔23.08%。可看出大部分教師認為寫作技能所受重視

程度比其他三項來得低。然而在學習者方面的結果卻與之相反，完全沒

有學習者勾選「不重視」，而選擇「不太重視」也僅有23.68%，對於華

語寫作能力持「重視」及「非常重視」者一共有57.89%。 

教師方的結果也解釋了華語寫作研究及教材出版量不足的原因，但

從學習者的角度卻能發現華語寫作技能是被大部分學習者所重視的。故

研究者認為不論是中初級的寫作教材或是相關研究都應該持續的發展。 

  

教師認為寫作訓練所受重視的程度 人數 百分比 

和聽說讀三種能力所受到的重視程度相同 9 23.08% 

稍微不受重視 20 51.28% 

相當不受重視  10 25.64% 

其他 0 0.00% 

 39 100% 

學習者對寫作技能的重視程度 人數 百分比 

不重視 0 0.00% 

不太重視 9 23.68% 

與其他能力的重視程度差不多 7 18.42% 

重視 13 34.21% 

非常重視 9 23.68% 

 3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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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寫作教材內容 

以下將呈現教師及學習者對寫作教材內容看法的異同，其中包含

「每課範文數量」、「範文應具備之特點」、「九大主題之趣味性及實用

性」、「練習題型之幫助程度」等大項進行分析。 

 

圖 15: 學習者與教師對範文數量的看法 

從圖15可看出，大部分教師認為每課的範文數量應為一至兩篇，而

學習者則傾向兩至三篇。以學習者的角度來看，範文能提供其完整的中

文寫作架構，故多篇的範文能帶給學習者更多的模仿學習指標。然而以

教師方而言，越多篇的範文代表有越多的生詞及句型，在課時進度掌控

與顧及學習負荷量的考量下，範文數量不超過兩篇是較好的安排。 

研究者認為範文能提供學習者中文寫作的架構，但卻也可能增加學

習者在閱讀時的負擔。故本研究之教材採一課兩篇範文的形式編寫，力

求顧及教師及學習者之需求。 

接著表36針對寫作範文應有的特點進行師生的統計比較，大部分學

習者期待寫作範文應該具有的前三名特點依序為「實用性、故事性及趣

味性」，而教師方面雖然第二、三名的順序對調，但也同樣為「實用性、

趣味性及故事性」此三項特點。由此可看出在中初級寫作教材的範文裡

此三項特點對於學習者或是教師來說都是相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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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學習者及教師所期望之範文特點比較 

學習者期

望特點 
次數 

次數/問卷

總數百分

比 

次數/總

勾選數

百分比 

教師期望

特點 
次數 

次數/總

勾選數

百分比 

次數/問

卷總數

百分比 

趣味性 15 45.45% 16.13% 趣味性 27 69.23% 21.43% 

實用性 30 90.91% 32.26% 實用性 37 94.87% 29.37% 

啟發性 9 27.27% 9.68% 啟發性 19 48.72% 15.08% 

故事性 19 57.58% 20.43% 故事性 23 58.97% 18.25% 

爭議性 11 33.33% 11.83% 爭議性 10 25.64% 7.94% 

文辭優美 9 27.27% 9.68% 文辭優美 6 15.38% 4.76% 

其他 0 0.00% 0.00% 其他 4 10.26% 3.17% 

 93 281.82% 100.00%  126 323.08% 100.00% 

 

圖 16: 學習者及教師所期望之範文特點比較 

為設計出符合實用性與趣味性的教材，寫作主題即應貼合此兩項特

點，因此下列的表格將透過需求分析問卷中學習者和教師的角度來探討

各個主題的趣味性及實用性的程度。此二題皆採用李克氏五分量表進行

統計，學習者對每個主題進行一到五分的評判。針對趣味性評分：1=沒

有興趣；2=不太有興趣；3=普通；4=有興趣；5=非常有興趣。而實用性

評分：1=不實用；2=不太實用；3=普通；4=實用；5=非常實用。教師的

部分並不是以教師本身的想法評判，而是以教師認為學習者對各主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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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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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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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及教師認為寫作教材範文應有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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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的程度與實用性的程度來評分。以此進而比較師生對於各項主題在

趣味性及實用性方面的評價是否相近。 

表 37: 學習者與教師評九大主題之興趣跟實用性程度比較 

 主題 
學習者感興趣

程度 

教師認為學習

者感興趣的程

度 

學習者認為實

用性程度 

教師認為該主

題對學習者的

實用性程度 

家庭 3.74 3.28 3.95 3.31 

文化藝術 3.82 3.51 3.76 3.41 

社會議題 3.89 3.79 4.42 3.79 

台灣旅遊 4.21 4.31 4.29 4.31 

購物 3.71 3.82 4.03 4.10 

休閒活動 3.92 4.18 4.05 4.31 

飲食 4.39 4.21 4.42 4.15 

學生生活 4.11 3.92 4.26 4.23 

工作相關 3.97 4.00 4.32 4.36 

表36顯示在感興趣程度方面，學習者的前三名主題為「飲食」、「台

灣旅遊」以及「學生生活」，而教師則為「台灣旅遊」、「飲食」與「休閒

活動」。可看出學習者與教師皆認為「台灣旅遊」跟「飲食」兩大主題最

能引起學習者的興趣。而「學生生活」主題在學習者方面排名第三，但

教師的排名則為第五，可看出學習者對於該主題的興趣程度高於教師的

預期。在教師方排名第三的「休閒活動」則位居學習者平均分數的第五

名，由排名可得知「休閒活動」主題對於學習者的吸引力低於教師預

期。 

接著從實用性程度來看，學習者的平均評分第一名為「飲食」及

「社會議題」，第二名為「工作相關」，第三則為「台灣旅遊」。教師方的

主題平均分數排名為第一名的「工作相關」、第二名的「台灣旅遊」與

「休閒活動」及第三名的「學生生活」。從以上排名可看出「台灣旅遊」

與「工作相關」兩大主題皆被教師和學習者列於實用性程度的前三名。

而「飲食」主題在學習者方面排名第一，但從教師角度來看則為第四，

可得知「飲食」對於學習者的實用性程度相比教師的預期來得高。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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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活動」被教師評分為第二名，然而學習者評分則為第五，顯示學

習者認為該主題的實用性程度不如教師所預期的高。 

 經過兩方的統計交互比較後發現「台灣旅遊」不論從實用性或是

趣味性的角度來看，皆同時為學習者及教師評分裡前三名的主題。然而

該主題在中初級寫作教材中所佔比例卻不高，因此研究者認為提供教師

與中初級學習者一套以台灣旅遊為主題的寫作教材將能提高其趣味性與

實用性。 

 

圖 17: 學習者與教師對九大寫作主題的興趣程度判別 

 

圖 18: 學習者與教師對九大寫作主題的實用性程度判別 

除了以實用且具趣味性的主題做為教材框架外，各方各面的練習題

亦為引導學習者運用所學的重點內容。故以下針對練習題型進行教師與

學習者統計結果之比較分析。 

3.74 3.82 3.89

4.21

3.71
3.92

4.39

4.11
3.97

3.28

3.51

3.79

4.31

3.82

4.18 4.21

3.92
4.00

3
3.2
3.4
3.6
3.8

4
4.2
4.4
4.6

對各寫作主題的興趣程度判別

學習者 教師

3.95
3.76

4.42
4.29

4.03 4.05

4.42
4.26 4.32

3.31
3.41

3.79

4.31
4.10

4.31
4.15 4.23

4.36

3
3.2
3.4
3.6
3.8

4
4.2
4.4
4.6

對各寫作主題的實用性程度判別

學習者 教師



以台灣旅遊主題融入中初級華語寫作之教材編寫─以記敘文為例 

 82 

表 38: 學習者與教師評生詞練習之幫助程度 

 

(學習者評一到五分) 

對你在寫作方面有沒有幫助 

(教師評一到四分) 

中初級寫作教材中是否需

要該項體例 

生詞的練習 4.33 2.59 

首先探討「生詞練習」於中初級寫作教材的重要程度，在學習者的

需求分析問卷中，受試者依「生詞練習」對其在寫作方面的幫助程度給

予一至五分，平均得分為4.33分，介於「有幫助」以及「非常有幫助」區

間，代表該練習對於提升寫作能力的幫助程度很大。而從教師的需求分

析問卷來看，針對中初級寫作教材中是否需要「生詞練習」該項體例給

予一至四分，其平均得分為2.59，介於「不太需要」與「需要」區間，顯

示大部分教師認為生詞練習在中初級寫作教材的必要程度並不高，此結

果也反映出目前的寫作教材中普遍缺乏生詞練習的現象。因此研究者認

為中初級寫作教材應加入「生詞練習」以引導學習者將所學之生詞擴展

成句，進而精進寫作所需之能力。 

練習題型及活動繁多，但在有限的篇幅及課堂時間中，挑選出有效

幫助學習者提升寫作能力的題型放在教材當中就相當重要。接下來將從

學習者及教師的觀點探討以下八種練習題型的幫助程度。教師和學習者

均需針對每個題型判別其幫助寫作之程度(1=沒有幫助; 2=不太有幫助; 3=

普通; 4=有幫助; 5=非常有幫助)。 

表 39: 學習者與教師評寫作練習題型之比較 

練習題型 學習者所評之幫助

程度 

  教師受試者所評

之幫助程度 

對課本上的範例文章做大意摘

要練習。 3.89 4.08 

改寫課本上的範例文章並加入

自己的想法。 3.58 4.05 

將對話改寫成一段記敘文。 3.52 4.36 

使用不同的句型來改寫句子。 4.24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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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特定的句型來完成句子。 4.21 4 

寫作前先針對幾個相關問題和

同學一起討論。 4.03 4.1 

改正不良範例文章的練習。 3.97 3.62 

提供第一個段落，讓你完成下

一個段落。 3.68 3.79 

結果顯示，大部分學習者認為幫助程度前三名的的練習題型為「使

用不同的句型來改寫句子」、「使用特定的句型來完成句子」及「寫作前

先針對幾個相關問題和同學一起討論」，其中排名第一的「使用不同的句

型來改寫句子」和排名第二的「寫作前先針對幾個相關問題和同學一起

討論」雖然在教師方的排名為第四和第五，但其得分皆為四分以上，也

代表著學習者認為最有幫助的前三名練習題型於教師方的得分也偏高。

總體來說，八項練習題型在師生的統計結果皆得3.5分以上，表示對於寫

作能力的提升都有一定程度的幫助。但每課的篇幅有限，並顧及教材之

練習題型應多樣有所變化的原則下，研究者認為，每課的寫作練習應以

固定的四項題型加上一項任選的題型作為練習。為符合學習者與教師的

需求，每課固定的題型從雙方評分的前三名中挑選，其中「使用特定的

句型來完成句子」將改納入「語法/句型」的練習部分。因此本研究教材

中的寫作練習固定題型包含：「使用不同的句型來改寫句子」、「寫作前先

針對幾個相關問題和同學一起討論」、「對課本上的範例文章做大意摘要

練習」以及「將對話改寫成一段記敘文」。而為達練習題型多元的原則，

每課彈性地從以下題型選擇一種：「改寫課本上的範例文章並加入自己的

想法」、「改正不良範例文章的練習」、「提供第一個段落，讓你完成下一

個段落」。 

三、 寫作困難點 

寫作是綜合能力的表現，其困難點繁多，故在教師及學習者的需求

分析問卷中皆請受試者以開放式的回答來描述難點。研究者歸納其回答

種類後將之分為「語法/句型」、「連接詞」、「詞彙」、「漢字」、「文章架構

與段落」及「其他)」共六大項。圖表中各項類別的統計方式為次數/總勾

選數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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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0: 學習者與教師評寫作難點之比較 

學習者覺得用中文寫作最困難的部

分 
次數 

次數/總勾選數

百分比 

次數/問卷總數百

分比 

語法/句型 22 66.67% 42.31% 

連接詞 0 0.00% 0.00% 

詞彙 11 33.33% 21.15% 

漢字 8 24.24% 15.38% 

文章架構、段落、邏輯等 8 24.24% 15.38% 

其他 3 9.09% 5.77% 

 52 157.58% 100.00% 

教師覺得中初級學生於寫作時常遇

到的難點 次數 

次數/總勾選數

百分比 

次數/問卷總數百

分比 

語法/句型 14 40.00% 23.33% 

連接詞 6 17.14% 10.00% 

詞彙 22 62.86% 36.67% 

漢字 0 0.00% 0.00% 

文章架構、段落、邏輯、連貫性等 16 45.71% 26.67% 

其他 2 5.71% 3.33% 

 60 171.43% 100.00% 

 

圖 19: 學習者與教師評寫作難點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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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語法/句型及連接詞：  

從學習者的回答中顯示「語法及句型」是寫作時最常碰到的難點，

大部分填答者認為「正確地應用所學語法和句型於寫作當中」是常面臨

到的問題。而教師方將「語法及句型」與「連接詞」合併來看為第二常

見的寫作難點。教師針對中初級學習者在寫作時出現的「語法及句型」

問題細分成「使用錯誤」、「句子太短」及「句型使用單一」等面向。另

外有六名教師提出「連接詞」的迴避或是誤用會導致句子、段落過於簡

短以及語義表達錯誤等問題。王星繁(2017)也表示記敘文中必包含連接性

成分，它們可以連接多種語意關係的造句。因此在寫作教材中，也須重

視連接詞的練習。 

（二） 詞彙： 

教師認為「詞彙」是中初級學習者於寫作時最常出現的問題，分析教

師與學習者的回答時發現有三項雙方皆提及的難點，分別是「書面語用

法」、「詞彙/近義詞誤用」以及「詞彙量不足或單一」。另有教師特別提出

漢字圈學習者於中文寫作時會參雜該國漢字用法。從教師與學習者的回

答中反映出詞彙的問題多元，於中初級寫作教材中不應忽該項練習。 

（三） 漢字： 

有八位學習者認為「漢字」是其進行中文寫作時的難點之一，但在填

答的三十五位教師中卻沒有任何一位教師提及該項難點。由此可看出對

部分學習者來說，寫漢字的過程會影響其寫作之品質，然而教師方卻認

為這個階段寫作能力的核心已非漢字，雖不代表中初級的學習者不會有

寫錯漢字的問題，但在與其他因素相權衡下，寫作技能更取決於學習者

對語法句型、詞彙、文章架構等等的掌握。 

（四） 文章架構與段落： 

最後在「文章架構與段落」的方面，學習者沒有多加闡述覺得困難的

原因，而勾選此項的教師普遍認為中初級的學習者對段落掌握不清楚，

進而影響其文章的邏輯及每段的連貫性。而對段落掌握不佳可歸咎幾個

原因，包含教材中閱讀的部分以對話為主，使得學生不熟悉文章的形式

(T26)、學習者本身的作文組織能力不佳(T19)及為了使用指定語法所以產

出不合邏輯的句子或段落(T1)等等。綜上問題可以推知影響學習者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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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和段落的因素並非單一，因此在進入篇幅較長的寫作前，分段漸進

式的引導及練習是相當重要的。 

（五） 其他：  

學習者的回答中有三個歸類至「其他」，其分別為「無法判斷自己寫

的內容是否正確」、「抒發自己的感覺」及「開頭要具吸引力」。教師方

面，有一位教師的回答包含了「標點符號」，一位教師提出「學習者對話

題不感興趣」的難點，以上兩個回答研究者將其分類於「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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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初級寫作教材之設計與範例 

在整合了文獻探討、教材分析以及師生之需求調查結果後，本章將

進行教材設計與編寫。首先第一節說明教材設計大綱，包含教材特色、

教學目標以及教學對象。第二節介紹教材內容設計，涵蓋教材編寫原

則、教材單元設計與教材體例說明。最後一節將呈現單課設計範例並請

六位教師進行評鑑。 

第一節 教材設計大綱 

一、教材特色 

邵敬敏(1991:158)指出「一部優秀的教材，尤其是語言教材，首先

它的内容應應該有特色，有吸引力，能激發起學生濃厚的興趣」。從整體

來看，本教材最具特色之處為透過需求分析調查出學習者所感興趣之主

題，從而設計出以台灣旅遊主題貫串全書之記敘文寫作教材，藉此引發

學習者的興趣並進而增加其動機。編寫教材時亦考慮在地性，在進行寫

作相關訓練的同時亦能透過每課的台灣景點介紹提高教材的實用性。而

主要之內容設計緊貼使用者需求，根據學習者與教師認為的寫作難點進

行編寫。其中包含寫作方式說明、多元的寫作練習、分段寫作引導、透

過課前任務指定與課中執行任務來協助學習者建構寫作架構等等豐富之

材料。力求提供學習者及教師合適的寫作訓練材料。 

二、教材目標 

本研究教材欲透過學習者感興趣且實用的台灣旅遊主題來提升華語

學習者的寫作動機，並提供適合中初級學習者的寫作訓練，進而提高其

記敘文寫作能力，同時提供教師進行寫作教學好用的材料。本教材將記

敘文寫作方式融入範文以及練習當中，使學習者學會使用不同寫作方式

完成寫作目標。每課具體目標依學習者需求分析結果設定，其中包含

「能用中文介紹自己國家的景點」、「能用中文介紹自己台灣的景點」以

及「紀錄旅行中發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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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材對象 

以在台灣的中初級華語學習者為主，具體程度介於《當代中文課

程》三、四冊;《實用視聽華語》三、四冊; 《實用中文讀寫》第二冊。 

第二節 教材內容設計 

一、教材編寫原則 

本研究教材奠基於針對性、實用性、科學性以及趣味性等四項原則並

加入台灣旅遊的在地化元素所編寫而成。此教材針對在台灣的中初級成

人華語學習者的需求和特點設計，綜合華語教師對寫作教材內容的建議

並透過與學習環境相關的台灣旅遊題材編寫內容，力求以圍繞著使用者

為核心進行編排。 

教材的內容包含主題、範文、例句、活動安排等皆盡可能地貼近學習

者在台灣的真實生活情境，提高學習者在真實環境能運用所學的機會，

亦增加教材的實用性。科學性方面，本研究綜合寫作相關理論、教材編

寫原則等研究建立教材框架，整合教材分析與使用者需求分析以設計大

綱。並依照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所頒布的「華語八千詞」詞表

選取生詞，出現於「準備級」、「入門級」、「基礎級」之詞彙將視為學生

已知詞彙，盡量選取「進階級」詞彙作為生詞。詞類劃分標準採用鄧守

信(2018)之漢語八大詞類系統5。而語法/句型則採用國家教育研究院於

2019年建構之語法點分級標準，選取「進階第四級」與「進階第五級」

之語法點。語法功能與解釋交叉參考《當代中文課程》與《實用視聽華

語》教材編寫。此外，本教材以學習者所感興趣的話題做編排，將學習

者認為實用性及趣味性高的「台灣旅遊」主題貫串教材。每課練習題型

採四種固定題型，搭配兩個彈性變動之題型，豐富練習形式使訓練寫作

能力的同時亦增加多元性。 

                                                      
5 1.名詞(N)、2.量詞(M)、3.限定詞(Det)、4.介詞(Prep)、5.連詞(Conj)、6.副詞(Adv)、7.助詞

(Ptc)、8.動詞(V;Vi;V-sep;Vs;Vst;Vs-attr;Vs-pred;Vs-sep;Vaux;Vp;Vpt;Vp-s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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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教學法方面結合「任務法」、「過程法」以及「控制法」。透過

「任務法」與「過程法」進行寫作資料收集以及寫作引導，並在部分練

習題設計上採用「控制法」來降低語法和句型在使用時的錯誤。 

二、 教材單元設計 

本研究編寫之教材共有八課，景點部分涵蓋台灣北、中、南東部八

處，皆依需求分析結果所安排。記敘對象包含「記人」、「記事」、「狀

物」以及「寫景」。各課之大綱、生詞數量及語法數量皆依照需求分析之

結果而設計。每課重點生詞數量控制在三十個以內，語法數量為三至五

個。 

表 41: 教材單元設計大綱 

記敘對象 課次 景點 課程內容與目標 寫作方式 

人 

  

1 墾丁 - 介紹在旅行中認識的朋友。 

- 學會以事件敘述來反應該人

物的特質。 

事件式 

總分式 

2 九份 - 旅行中遇到令自己印象深刻

的人。 

- 從人物各面向或特點來敘述 

因果式 

並列式 

物 

 

3 阿里山 - 學會以順序法介紹景點歷

史。 

- 介紹景點美食。 

時間式(順

敘) 

方位式 

4 中正紀念堂 - 學會以倒敘法介紹景點歷

史。 

- 學會介紹景點外觀及環境。 

時間式(倒

敘) 

並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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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5 淡水 - 敘述第一次自助旅行的經驗

與規劃。 

- 敘述旅行中所發生的一件好

笑的事。 

事件式 

方位式 

6 西門町 - 記錄旅行中一件印象深刻的

事。 

- 介紹旅行中所參加的有意思

的活動。 

因果式 

事件式 

景 7 日月潭 - 透過遊記描述景色。 

- 描述一天中景色的變化。 

事件式 

時間式 

8 太魯閣 - 自然景觀的刻畫。 

- 與自己國家的景觀進行比

較。 

並列式 

三、 教材體例說明 

本教材每課的體例都按照同一順序編排，每一課都有課前任

務，一課共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與第二部分皆涵蓋:範文、執行任

務、生詞、語法/句型、寫作練習、寫作功課。體例內容設計依照需

求分析結果以及綜合寫作難點後編寫而成。體例具體說明如下所列: 

(一) 課前任務： 

此部分結合過程教學法的「寫前準備」。課前的兩項任務分別對

應到範文一和範文二的內容方向，目的在於先讓學習者收集好本課

的寫作材料，在之後進行寫作相關訓練時，能將注意力集中至材料

的運用方法，而不是找材料。 

(二) 範文一： 

範文開始前，先簡述本文所使用的記敘文寫作方法再呈現範文。

使學習者在簡單瞭解該寫作方法後能立即對應到下方的範文。範文

結束後進行問題討論並將討論內容寫下來，而此處所設計的討論問

題皆對應到上方範文中各段的內容。透過對範文做摘要的練習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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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學習者對文章中各段的內容框架。範文旁也輔以與內容相關之真

實圖片，以提高教材之趣味性並幫助學習者產生與內文的連結。 

(三) 執行任務一： 

在瞭解該寫作方法的架構後，學習者將第一項任務所收集到之材

料填入其適合的段落中。此時學習者必須對手邊的材料進行篩選及

整理，但並不要求一定要使用規定之詞彙及語法，也沒有字數的要

求。這個步驟主要是協助學習者整合其思維與中文寫作架構，以及

改善教師提出之寫作架構與段落的問題。 

(四) 生詞一：  

生詞分為重點生詞以及補充生詞兩類。兩者皆有拼音、詞性以及

英文翻譯，但重點生詞多了例句呈現。再接著進行完成句子的生詞

練習。重點生詞例句及練習幫助學習者掌握重點生詞，改善學習者

寫作中詞彙方面的問題。生詞練習設計使學習者不只要選出詞彙，

還要看上下語境完成句子。 

(五) 語法和句型一： 

語法或是句型皆包含英文的功能或意思解釋，並提供兩至三個例

句。再針對該語法進行練習。語法練習題型多樣，結合控制法確保

語言運用的準確性以及依照語法或句型本身的特性設計「完成對

話」、「運用連接詞把兩個短句擴展為一個長句」、「透過時間詞排順

序」等等之練習。語法練習設計欲改善教師提出之「語法/句型使

用錯誤」、「句子太短」、「句型太單一」以及「缺乏連接詞」等問

題。 

(六) 寫作練習一： 

寫作練習題型依照需求分析之結果編排，包含固定題型「使用不

同的句型來改寫句子」、「將對話改寫成一段記敘文」、「寫作前先針

對幾個相關問題和同學一起討論」再加上一種彈性的寫作練習題

型。 

(七) 寫作功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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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分為課後作業，讓學習者重新審視「執行任務」中的寫作材

料，整理以及加入合適的生詞、語法或是句型於文章中，並依規定

字數完成完整的文章。 

接下來第二部分的體例大體與上述的第一部分相同，唯因課前任務

指派在各課的第一頁就一同說明，因此不在第二部分內。故第二部分包

含「範文二」、「執行任務二」、「生詞二」、「語法和句型二」、「寫作練習

二」以及「寫作功課二」。需要注意的是第二部分力求將教學重點更聚焦

於寫作方式，故「範文二」盡可能降低新生詞的加入，並大量複現第一

部分的生詞。 

第三節 教材編寫範例與教師評鑑 

本節將以第三課「台灣有個阿里山」作為示範教材。該課的兩大方

向為「阿里山歷史故事介紹」與「阿里山景點美食介紹」。分別訓練記敘

文中時間式與方位式的寫作方式。接著請六位教師審閱示範教材並給予

評分及建議。 

一、 教材編寫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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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台灣有個阿里山 

課前任務: 

1. 找一個你喜歡的景點，這個地方有什麼故事和歷史? 

2. 這個景點附近有什麼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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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嘉義縣的阿里山是一個自然資源非常豐富

的地方，你可以從一棵棵高大的神木上看見這裡千

年的歷史。 

傳說從阿里山神木掉下來的葉子變成了原住

民鄒族的祖先，鄒族語的「鄒」就是「人」的意

思，他們在這塊土地上快快樂樂地生活。到了1906

年左右，日本政府為了運送樹木到山下，開始在阿

里山建鐵路。鐵路建好後，阿里山火車不只運送樹

木，也變成當地人上山、下山時重要的交通工具。 

隨著時間過去，現在的阿里山已經不能砍樹

木了，交通工具的選擇也越來越多。慢慢地阿里山

小火車變成了遊客照相的景點。現在的我們可以選

擇搭著小火車，看看窗外的風景，也可以和朋友在

阿里山森林裡散步，聽聽自然的聲音。 

這裡就是我最喜歡的阿里山，一個充滿故事

的地方，也是一個讓我忘記煩惱的地方。 

 

阿里山 
的過去與現在 

在我們介紹一個地方時，可以按照時間順序

來寫，先發生的事情先寫，後發生的後寫，最後

再說一說你對這個地方的感覺或是想法。 

請你和同學討論下面的問題並寫下來:           

阿里山在哪裡?阿里山有什麼呢?  

阿里山有什麼傳說? 

阿里山什麼時候開始建鐵路? 

為什麼需要鐵路呢? 

 

以前的阿里山火車跟現在一樣嗎? 

現在去阿里山旅遊可以做什麼呢? 
 

這個人喜歡阿里山嗎?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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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找到的景點資料應該放在哪裡? 

 
 

 

 

1. 自然 zìrán   (Vs) natural  

 大部分國家的自然資源都越來越少了。 

2. 資源 zīyuán  (N) resources 

 這些東西是公司的資源，你不應該帶回家自己用。 

3. 豐富 fēngfù  (Vs) abundant; plentiful 

 小安的工作經驗非常豐富，你有問題可以問他。 

這個景點在哪裡?

這個景點有什麼故事或是歷史嗎?

現在大家都去這裡做什麼呢?

你覺得這個景點的故事怎麼樣?你喜歡這裡嗎?

執行任務一 

生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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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傳說 chuánshuō (V)  

(N) 

legend has it that  

myth; folk 

tale;legend 

 傳說這間學校每天晚上都會有奇怪的聲音。 

 這間學校有一個傳說，每天晚上都會有奇怪的聲音。 

5. 葉子 yèzi  (N) leaves 

 這個公園的地上到處都是葉子。 

6. 變成 biànchéng  (Vpt) to become 

 他從一個喜歡唱歌的小孩變成有名的歌手了。 

7. 原住民 yuánzhùmín  (N) indigenous 

 台灣的原住民大部分都住在東部和東南部。 

8. 祖先 zǔxiān  (N) ancestors  

 有很多美國人的祖先是從不同國家來的。 

9. 土地 tǔdì  (N) land 

 你看到的這一大塊土地都是陳先生的。 

10. 生活 shēnghuó  (Vi;N) to live;life 

 他從小就和奶奶開心地一起生活。 

 我現在已經習慣了在台灣的生活。 

11. 政府 zhèngfǔ  (N) government 

 他在台中市政府工作很多年了，一直都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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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運送 yùnsòng  (V) to ship 

 不是每間郵局星期六都會運送東西，你得先上網找一找。 

13. 樹木 shùmù (N) trees 

 水和樹木都是很重要的自然資源。 

14. 建 jiàn  (V) to build 

 大城市裡到處都在建房子。 

15. 鐵路 tiělù  (N) railway 

 他們花了二十年才建好這條鐵路。 

16. 當地 dāngdì  (Vs-attr) local 

 我去旅行的時候，都會試試看當地的小吃。 

17. 工具 gōngjù  (N) tool 

 這些工具又多又重，你可以幫我拿一些嗎? 

18. 砍 kǎn  (V) chop 

 樹木越來越少了，所以現在大部分的森林都不能砍樹了。 

19. 選擇 xuǎnzéi (N) choice 

 手機的選擇太多了，我不知道要買哪一支。 

20. 遊客 yóukè  (N) tourists 

 這裡冬天非常冷，所以夏天的遊客比較多。 

21. 充滿 chōngmǎn  (Vst) be full of 



 

 98 

 他的冰箱裡總是充滿著食物和飲料。 

22. 忘記 wàngjì  (Vpt) to forget 

 我忘記這個漢字怎麼寫了，你可以告訴我嗎? 

23. 煩惱 fánnǎo (N) vexation; 

annoyance 

 哥哥最近有很多工作的煩惱，每天看起來都不太開心。 

    

1. 嘉義縣 Jiāyìxiàn  (N) Chiayi County,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Taiwan 

2. 阿里山 Ālǐshān (N) The Alishan area is 

surrounded by high 

mountains on all 

sides 

3. 棵 kē (M) measure word for 

trees. 

4. 神木 shénmù  (N) giant trees in 

Alishan 

5. 鄒族 Zōu zú (N) The Tsou tribe 

mostly lives in 

Alishan Township 

of Chiayi County. 

 

 

 

 

補充生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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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選適合的生詞並完成句子(一個句子可能不只一個生詞): 

選擇 自然 豐富 忘記 資源 

樹木 生活 運送 變成 充滿 

 

一、 他__________________，所以不習慣住在交通不方便的地方。 

二、 台灣飲料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你想喝什麼都有。 

三、 我聽說花蓮______________，所以我下次放假想去那裡旅行。 

四、 他年輕的時候是一個服務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 那輛火車不是載人的，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為了… 
 

Function:為了 refers to “ in order to, for the purpose of”. The object of 為了 

can be either a noun phrase or a verb phrase. 

(1) 為了女朋友的生日，他訂了一間很貴的餐廳。 

(2) 為了在台灣找到好工作，他每天都花很多時間學中文。 

請用「為什麼」問下面的問題，用「為了…」回答: 

 來台灣 存錢 買新衣服 

我    

同學    

 

 

 

語法和句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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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隨著時間過去，… 

      as time goes by. 

(1) 十年前這裡沒什麼房子，隨著時間過去，這裡的大樓越來越多了。 

(2) 同華一開始不認識心如，隨著時間過去，他們慢慢地變成了朋友。 

請把下面的句子按順序排好: 

。/六歲的時候跟家人搬到英國生活/，/。/他已經忘記那些在台灣的朋

友了/，/隨著時間過去/。/小又在台灣出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用指定的句型再寫一次下面的句子: 

 

1. 因為他想多練習中文，所以每天都看台灣新聞還有聽台灣音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為了) 

2. 過了很多年以後，這家小店已經變成有名的大餐廳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隨著時間過去) 

將對話改寫成一個段落(paragraph) 

  妹妹:我下個月要去旅行兩個星期，這是我第一次自己去旅行，你可以 

    給我一些建議嗎?  

    

  你:我覺得景點的選擇很重要，如果你想看看自然的風景，你可以去山 

   上走走。但是你得先找好交通工具，有的地方的交通不太方便。 

 

前幾天妹妹問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寫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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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和同學討論下面這段內容: 

「這棟樓一開始是西班牙人建的，西班牙政府在這裡工作了很多

年。到了1642年，這裡變成荷蘭人的地方，一直到三十多年後才離

開。」 

 這可能是文章裡的第一、二、三還是四段呢? 

 有哪些人在這裡生活過? 

 你覺得這棟樓現在變成怎麼樣了呢? 

根據上面討論的內容，請你自己完成下一段: 

 隨著時間過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再看看你一開始寫的「執行任務一」，

可以用哪些生詞和語法?請先整理好再寫下來: 

(請寫300字左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寫作功課一 

 

這個景點在哪裡?

這裡有什麼故事
嗎?

現在變成怎麼樣
了?

你覺得這個景點的
故事怎麼樣?你喜
歡這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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奮起湖車站是阿里山鐵路的中間站，這裡不只

有百年老街，也充滿著當地的美食。 

很多人都說，到奮起湖一定要試試看鐵路便

當，就像到法國一定要吃法國麵包一樣。一打開便

當，就看到美味的菜、滷蛋和又香又好吃的肉。以

前買鐵路便當的人大部分是乘客或是在車站工作的

人。但是這種好吃、便宜又方便的鐵路便當慢慢地

變成了旅客來奮起湖一定要吃的美食。 

除了美味的鐵路便當，奮起湖還有一種好喝而

且健康的飲料，就是「愛玉」。喝起來冰冰涼涼的

愛玉是這裡傳統的飲料。在天氣很熱的夏天，你會

看到很多遊客一邊喝著愛玉，一邊走在老街上。 

鐵路便當和愛玉都是讓我忘不了的奮起湖美

食，你準備好要去試試看了嗎?你一定會跟我一樣

喜歡這裡好吃又便宜的美食的!   

如果你想介紹一個地方的美食，可以先簡單

說一下這個地方，再把美食介紹放在第二段和第

三段，最後再說說你對這些美食的感覺。  

阿里山美食 

請你和同學討論下面的問題並寫下來: 

這些美食在哪裡?  

第一個美食是什麼? 

裡面有什麼?為什麼很多人

想吃吃看? 

 

第二個美食是什麼?喝起來

怎麼樣? 

大部分的遊客喜歡嗎?你怎

麼知道? 

 

這個人喜歡那些美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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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到的美食資料應該放在哪裡? 

 

 

1. 美食 
měishí (N) delicious food 

 在台灣你可以吃到不同國家的美食。 

2. 美味 
měiwèi  (Vs) delicious 

 一看到這麼多美味的菜，我就肚子餓了。 

3. 以前 
yǐqián  (N) in the past 

 以前這間餐廳的客人很多，可是因為東西越來越貴，現在沒什麼人去了。 

4. 乘客 
chéngkè (N) passenger 

 捷運上有的乘客在看手機，有的乘客在睡覺。 

這個美食在哪裡?

第一種美食/飲料是什麼?吃起來怎麼樣?為什麼一定要吃吃看?

第二種美食/飲料是什麼?吃起來怎麼樣?為什麼一定要吃吃看?

你喜歡這個美食嗎?你會推薦朋友吃嗎?

執行任務二 

生詞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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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涼 
liáng  (Vs) cool 

 今天早上下雨了，所以現在天氣涼涼的，很舒服。 

6. 傳統 
chuántǒng  (Vs) traditional 

 臭豆腐和滷肉飯都是台灣傳統的小吃，在很多地方都吃得到。 

 

1. 奮起湖 
Fènqǐhú  (N) Fenqihu,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Taiwan 

2. 便當 
biàndang  (N) bento lunch; a boxed meal 

3. 滷蛋 
lǔdàn (N) spiced corned egg 

4. 愛玉 
àiyù (N) aiyu jelly 

 

請選適合的生詞並完成句子: 

涼 以前 傳統 

美味 乘客 美食 

 

一、 ______________________在火車上吃著便當，味道太香了! 

二、 我很久沒回國了，最近很想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這個地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現在變成了一間衣服店。 

補充生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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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就)像 B 一樣 
  

Function: The pattern is used when we wish to point to the resemblances 

between two things or between two situations. A/B may be NP, VP or Clause. 

(1) 他很有錢，買車子就像買衣服一樣容易。 

(2) 台灣人喜歡喝茶，就像美國人喜歡喝咖啡一樣。 

(3) Negation:台灣的紅酒不像法國的紅酒那麼好喝。 

請用「A(就)像/不像 B 一樣」比較阿里山和你住的地方: 

 交通 風景 自然資源 

阿里山    

你住的地方    

 

2. 除了…還… 

  

Function:this pattern introduces additional elements to what is specified by 

the preposition 除了. 

(1) 他除了會說英文，還會說中文。 

(2) 除了台灣，我還去過日本和泰國。 

請完成下面的對話: 

 

 

 

 

語法和句型二 

除了________，我還____________。  

你來台灣是因為想學中文嗎?  

你覺得在台灣生活方便嗎?  
很方便啊！ 

我家附近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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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用語法把兩個句子變成一個句子: 

1.   我們在台南吃了很多傳統的小吃。 

  我們在台南喝了不少當地的飲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法國到處都有麵包店。 

  台灣到處都有便利商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用指定的句型再寫一次下面的句子: 

1. 姐姐比我喜歡買衣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A 不像 B 一樣) 

2. 我覺得現在的手機和電腦都很方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A 就像 B 一樣) 

3. 台灣的水果我喜歡吃芒果和西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除了…還…) 

將對話改寫成一個段落(paragraph) 

我媽媽:你上個週末去阿里山好玩嗎? 

 

我:非常好玩!我去搭了小火車還有在森林裡散步，風景很漂亮。我也在奮

起湖吃了很多小吃!我們下次應該一起去。 

 

今天和媽媽聊天的時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寫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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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和同學討論下面這段內容: 

「士林夜市是台北市一個很熱鬧的夜市，每個週末都有很多人喜歡

來這裡逛逛。這裡不只有很多衣服店，還有不少傳統的台灣小吃。」 

 這可能是文章裡的第一、二、三還是四段呢? 

 士林夜市在哪個城市?這裡只賣台灣小吃嗎? 

 你去過的夜市裡有哪些小吃?吃起來怎麼樣? 

根據上面討論的內容，請你自己完成下一段: 

「士林夜市是…台灣小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再看看你一開始寫的「執行任務二」，

可以用生詞和語法?請先整理好再寫下來: 

(請寫300字左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寫作功課二 

 

這些美食在哪裡?

第一種美食/飲料

第二種美食/飲料

你覺得這些美食怎
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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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評鑑教師基本資料 

下表呈現六位評鑑教師之基本資料： 

表 42: 評鑑教師基本資料 

教師編號 性別 華語教學資歷 
是否教過中初級之

學習者 

是否教過中初級專門的華

語寫作課或者讀寫課? 

T1 女 四~六年 教過 沒教過 

T2 女 四~六年 教過 沒教過 

T3 女 四~六年 教過 沒教過 

T4 女 六~八年 教過 教過 

T5 女 一~兩年 教過 沒教過 

T6 女 十年以上 教過 教過 

6 位評鑑教師皆為女性且全數教過中初級程度之學習者。華語教學資

歷方面「一～兩年」1 位；「四~六年」3 位；「六~八年」1 位；「十年以

上」1 位。有兩位教師教過中初級專門的華語寫作課或讀寫課，另外 4 位

教師則透過綜合教材進行寫作練習。 

三、 教材評鑑 

6位教師在審閱示範教材「台灣有個阿里山」後，填寫附件三的教材

評鑑單。先針對十三個封閉式問題進行評分，1=非常不同意; 2=不太同意; 

3=普通; 4=同意; 5=非常同意。最後第十四題則為開放式問題，調查教師

對本教材之建議或想法。 

表 43: 評鑑項目與得分 

問卷題目 
平均

分數 

1. 此教材的「課前任務」能引導學習者收集寫作材料。 4.17 

2. 先簡述寫作方式再呈現範文能使學習者更瞭解記敘文的寫作方

式。 
4.83 

3. 對範文進行分段提問的摘要練習，能使學習者瞭解文章中各段的

內容框架。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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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此教材的「執行任務」能引導學習者將「課前任務」所收集之材

料放入適合的段落中。 
4.5 

5. 「生詞練習」能訓練學習者依上下文選出適合的生詞並完成句

子。 
3.83 

6. 語法/句型練習能訓練學習者使用指定語法或是句型。 4.5 

7. 語法/句型練習能訓練學習者運用連接詞把兩個短句擴展為一個長

句。 
4.5 

8. 語法/句型練習題型多元。 4 

9. 整體練習涵蓋詞彙、句子到段落及篇章的訓練。 4.83 

10. 寫作練習提供學習者從對話到段落寫作的訓練。 4.83 

11. 學生間的問題討論能協助產出接下來的寫作內容。 3.5 

12. 從「課前任務」、「執行任務」到「寫作功課」能引導學習者從

「資料收集」、「結合資料與寫作架構」、到完整「書寫文章」。 

4.67 

13. 整體編排採循序漸進的寫作引導。 4.83 

14. 對本教材之建議或想法: 

上述結果指出十三項平均得分皆在 3.5 分以上，4 分以上共有十一

項。得分最高的 4.83 有五項，分別為：「先簡述寫作方式再呈現範文能使

學習者更瞭解記敘文的寫作方式」、「對範文進行分段提問的摘要練習，

能使學習者瞭解文章中各段的內容框架」、「整體練習涵蓋詞彙、句子到

段落及篇章的訓練」、「寫作練習提供學習者從對話到段落寫作的訓練」

以及「整體編排採循序漸進的寫作引導」。可看出教師對於本教材在「寫

作方式與範文呈現」和「練習題型」的設計上給予程度相當高的認同。

而「學生間的問題討論能協助產出接下來的寫作內容」的平均得分為

3.5。因為有兩位教師以為題目所指的體例僅侷限於「範文下方的問題討

論」，所以他們認為學生間的問題討論在於課文內容的討論，與學生所蒐

集到的資料較無關聯。然而此題目亦包含寫作練習中的「和同學討論下

面這段內容」以及「根據上面討論的內容，請你自己完成下一段」，故此

題的得分相對較低，但仍介於普通到同意的區間。 

綜合討論第十四題教師對本教材的建議及想法，顯示本教材能引導學

習者收集寫作材料，並在介紹記敘文寫作方式後，引導學習者了解並將

所收集之材料寫進適合的段落中。其中關於收集材料的部分，T2 建議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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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提供段落框架讓學習者去找資料，然研究者於此部分的設計是希望讓

學習者先大量地收集資料，再依照寫作框架去篩選材料。 

接著在「生詞練習」方面 T3 表示該設計有一點複雜，建議每個句子

針對一個目標生詞就好；T4 則認為這樣的生詞練習對剛學完生詞的學習

者來說有其難度。綜合教師意見，研究者認為可以考慮在此生詞練習題

前多加入一組段落生詞填空練習，讓學習者先掌握好詞義再做較複雜的

完成句子。 

「語法/句型練習」部分題型多元，能訓練學習者使用指定語法以及

運用連接詞將兩個短句擴展為一個長句。不過 T4 提醒在指導語的部分需

再精確些，例如將：「請用指定的句型再寫一次下面的句子」，改成「請

用語法改寫句子」。 

本教材整體之練習涵蓋詞彙、句子到段落及篇章的訓練，並採循序漸

進的寫作引導。微觀來看本教材提供學習者從對話到段落、根據討論內

容寫下故事發展等等的寫作練習；宏觀來看本教材的設計逐步引導學習

者從「資料收集」、「結合資料與寫作架構」、到完整「書寫文章」。而 T5

認為「執行任務一」已將文章各段的架構區分好，或許將該體例直接放

在課前任務之後會比較連貫。然研究者欲讓學習者先參考範文中的寫作

架構，再實際對照自己的材料，在理解後才運用，能更好地鞏固寫作架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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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結果與建議 

本章立基於第一至第五章的研究方向、文獻探討、教材分析、需求

分析與教材設計。分為三個部分來分別回應本研究第一章所提出之研究問

題、本研究進行時所遇之限制以及提出未來相關研究可進行之方向與建

議。 

第一節 研究結果 

本研究共有四個研究問題，其一，台灣現行中初級寫作教材中以台

灣旅遊為主題的分布狀況為何;其二，在台灣的中初級華語學習者對「以

台灣旅遊為寫作主題或材料」的興趣程度為何以及實用性程度為何;其

三，哪些寫作引導及練習對中初級寫作能力的提升有幫助;其四，以台灣

旅遊主題結合中初級記敘文寫作教材的編寫要點為何。 

(一) 台灣現行中初級寫作教材中以台灣旅遊為主題的分布狀況為何? 

在第三章的第三節中分析一共六本之台灣現有教材，調查後發現目前

台灣與華語寫作教材相關的僅有《讀寫學中文》及《實用中文讀寫》兩

套系列教材，加上許多華語中心並沒有特別開設寫作課，大部分學習者

的寫作技能訓練來自於綜合課程，因此本研究亦將具有代表性的綜合教

材《當代中文課程》與《實用視聽華語》納入教材分析當中。綜合本研

究設定之程度後，最後選定《實用中文讀寫二》、《讀寫學中文三》、《當

代中文課程三》、《當代中文課程四》、《實用視聽華語三》、《實用視聽華

語四》六本教材進行分析。在整理教材中主題後發現以「旅遊」為主題

的課數鮮少，《當代三》僅有一課;《當代四》沒有;《視華三》一課;《視

華四》沒有;《實用中文讀寫二》一課;《讀寫學中文三》沒有。由結果可

得知「旅遊」主題在台灣中初級寫作相關教材或材料中並不受重視。 

(二) 在台灣的中初級華語學習者對「以台灣旅遊為寫作主題或材 

料」的興趣程度為何?實用性程度為何? 

研究者從《當代中文課程》第三冊第四冊、《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

第四冊、《實用中文讀寫》第二冊和《讀寫學中文》第三冊教材中分類整

理出九大主題。並用該九大寫作主題進行「趣味性」的調查。由結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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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台灣旅遊」得分相當高，只略低於「飲食」主題。研究者進一步

依學習者來台灣的居住時間分為一年以下與一年以上來看，發現來台一

年以上的受試者給予「台灣旅遊」主題於興趣程度的平均分數比一年以

下的受試者高。從統計數字可以看出，以台灣旅遊為寫作主題在興趣程

度方面，不會因為來台時間越長而降低。而在「實用性」調查方面，從

「台灣旅遊」排名第三的結果可看出該主題對中初級學習者來說的實用

性程度很高。同時研究者亦將結果分為來台灣的居住時間一年以下與一

年以上進行分析，其結果與「趣味性」程度一致，來台一年以上的受試

者平均分數都比一年以下的受試者高。因此不論從趣味性或是實用性程

度方面看來，以台灣旅遊為寫作主題都是能吸引中初級學習者之材料。

然而在中初級華語教材中，以台灣旅遊為主題的內容卻相當不足，故研

究者認為中初級寫作教材應該多增加該主題的課數。 

(三) 哪些寫作相關練習對中初級寫作能力的提升有幫助? 

在第三章第三節的教材分析中，研究者探討了六本教材在寫作相關

練習方面的設計，發現不論是綜合教材或是讀寫教材於寫作架構說明、

引導成段寫作等等方面之訓練皆不足。因此為了改善現有教材於寫作練

習方面的不足以及編寫出適合中初級寫作教材的寫作練習，研究者整理

了下列八項題型，並於需求問卷中調查教師及學習者認為這些題型對於

寫作能力的幫助程度。結果發現八項練習題型在師生的統計結果皆得 3.5

分以上(滿分五分)，表示對於寫作能力的提升都有一定程度的幫助。因此

本研究教材中的固定練習題型一共四種，皆為師生評分中的前三名題

型，分別為「使用特定的句型來完成句子」、「使用不同的句型來改寫句

子」、「寫作前先針對幾個相關問題和同學一起討論」、「對課本上的範例

文章做大意摘要練習」以及「將對話改寫成一段記敘文」。另外每課彈性

地從以下題型選擇一種:「改寫課本上的範例文章並加入自己的想法」、

「改正不良範例文章的練習」、「提供第一個段落，讓你完成下一個段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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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以台灣旅遊主題結合中初級記敘文寫作教材的編寫要點為何? 

教材之目標應依循學習者所期望的「能用中文介紹自己國家的景

點」、「能用中文介紹台灣的景點」以及「紀錄旅行中發生的事」為設定

方向。 

在編寫原則方面遵循針對性、實用性、科學性以及趣味性等四項原

則，透過「過程法」進行寫作資料收集以及寫作引導，並在部分練習題

設計上採用「控制法」來降低語法和句型在使用時的錯誤。 

結合師生需求分析結果後的每課教材內容應分為兩部分，皆包括「課

前任務」、「寫作方式說明」、「依照該寫作方式所編寫之範文」、「根據範

文各段內容所設計之討論問題」、「將課前任務之材料放入適合的段落

中」、「生詞、例句與練習」、「語法、例句與練習」、「多元且循序漸進的

寫作練習」以及「寫作功課」。整體之練習應涵蓋詞彙、句子到段落及篇

章的訓練，並結合前述對中初級寫作能力有幫助之練習，採循序漸進的

寫作引導以利學習者能真正掌握記敘文寫作方式。編寫各體例內容時須

控制語言難度及生詞語法數量，每篇範文字數介於300-400字;每課不超過

30個生詞、5個語法或句型，並在第二部分的範文中盡可能複現第一部分

之生詞。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節將針對本研究進行過程中所面臨的困難與限制進行說明，再提

出未來相關研究之方向建議。 

一、 研究限制 

在本研究之進行過程中，面臨了一些困難與限制，說明如下: 

1. 問卷調查的侷限性 

   由於人力以及地緣的關係，本研究所發放之學習者需求問卷多集中於

台北，所得到的結果可能會因為區域性而有所差別，希望未來相關研究

能深入台灣各區的華語機構進行。此外，填寫問卷之學習者有較高比例

為國際學位生，而教師問卷之填寫者則多為語言中心的教師，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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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所屬單位的不同可能會造成結果差異。建議未來相關研究在發放問

卷時也應注意發放對象之背景。 

2. 教師手冊及作業本的編寫 

羅青松(2002)提出好的教材應該顧及練習的深度、延伸廣度，需要編

寫配套的教師用書和學生用書。本研究教材以課本為例，雖已涵蓋了生

詞、語法的練習，但礙於整體篇幅限制以及設計重點聚焦於寫作引導與

寫作練習，故生詞和語法的練習篇幅不多，此部分的練習應安排於作業

本中。然而本研究因為時間與人力之限制，無法另外編寫作業本以及教

師手冊。 

3. 未能實際用於教學 

   由於時間因素及今年的特殊情形6，導致不易尋得願意參與試教之學習

者，故本研究教材未能在中初級寫作課堂實施教學。若能實際運用於教

學即能得到學習者第一時間的課堂反饋，將更有利於教材後續的調整。 

二、 研究方向建議 

 本研究嘗試將台灣旅遊主題與中初級華語寫作教材相結合，以下將提出

對相關研究的方向與建議。 

1. 發展全套教材 

    本研究以訓練不同「記敘文寫作方式」串聯全書，而議論文則更適

合用來訓練中文程度為高級的學習者。中初級的學習者礙於詞彙跟語法

之限制，對議論文的掌握會更加困難。因此若能發展第二套以台灣旅遊

主題結合高級華語寫作的教材將能使得寫作訓練更加完善。比方說探討

                                                      
6 2020 年全球所爆發之新冠肺炎疫情使得來台的華語學習者數量下滑，並大幅降低學習者至實

體教室上課之意願。 



第六章 研究結果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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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溪天燈之於環保議題的寫作，或是老街商業化的優劣等等。另外，輔

以教師手冊及作業本亦能更好地協助教師與學習者在課前課後的準備。 

2. 將更多吸引學習者的主題與寫作教材做結合 

   寫作訓練相較其他能力來說是更難且稍嫌無趣的過程，故若能從學習

者出發找出其感興趣的主題與之結合，將能提升學習之動機。並使得寫

作教材發展更為多元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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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學習者問卷 

在台中級華語成人學習者對寫作教材之意見調查 

您好： 

    此問卷之目的在於了解在台灣學習中級華語的成人學習者對中文寫作教材的

意見，以及對於台灣旅遊主題結合寫作教材的想法。這份問卷以匿名的方式進

行，這些資訊只用於本研究不會公開，請放心地用最真實的想法來填寫。感謝您

的協助，祝您健康快樂。 

  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研究生葉書羽   

★本問卷除了標明「可複選」外，皆為單選題，謝謝。 

第一部分： 

1. 性別：○1 □男  ○2 □女 

2. 年齡：○1 □18-20歲  ○2 □21~30歲  ○3 □31~40歲  ○4 □41歲以上 

3. 電子信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國家：請問您來自哪個國家？ 

  ○1 □日本  ○2 □韓國 ○3 □美國 ○4 □法國  ○5 □越南 ○6 □其他_______ 

5. 您來台灣多久了？ 

   ○1 □6個月以下  ○2 □6個月~1年 ○3 □ 1~2年 ○4 □2年以上  

6. 您是在哪裡學中文的? 

○1 □台灣  ○2 □你的國家 ○3 □台灣和你的國家 ○4 □其他__________  

7. 您學中文學了多久? 

○1 □一年以下  

○2 □一年~兩年  

○3 □兩年~三年 

○4 □三年以上 

8. 您每個星期上多久的中文課? 

○1 □一個小時 ○2 □兩個小時 ○3 □三個小時 ○4 □四個小時 ○5 □五個小時 

○6 □十個小時 ○7 □十五個小時 ○8 □其他______ 

9. 您覺得自己的中文寫作能力怎麼樣?(手寫或者打字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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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全不會寫漢字     

   ○2 □能寫出簡單但是不連貫的短語和句子。 

   ○3 □能用簡單的連接詞(例如:因為…所以…;可是…)寫出簡短的文章， 

       表達你的需求或是想法，如：感謝、道歉、邀請等。 

   ○4 □能寫出詳細的私人信件，透過描述經驗、情感、事件等，來傳達跟自己

相關的訊息。 

   ○5 □能寫出述說自己論點的文章或報告，對特定觀點提出支持或反對的理

由，並解釋優點和缺點。 

   ○6 □能大概完整地寫出貼近原意的摘要，對各種主題的長篇文章資料，能重

新組織，並能使用多種句型 

       與常用書面語。文章整體脈絡清楚且文句通暢。 

第二部分： 

10.您現在使用的是哪一套中文教材？ 

○1 □《當代中文課程》↓ ○2 □《實用視聽華語》↓ ○3 □《時代華語》↓ 

○4 □《遠東生活華語》↓○5 □其他________ 

           

11.呈上，是哪一冊的教材? ______________ 

12.您覺得這本教材對你最有幫助的部分是什麼？ 

    ○1 □課文 ○2 □生詞 ○3 □語法 ○4 □例句○5 □練習活動 ○6 □寫作 ○7 其他__ 

13.您覺得這本教材最沒幫助的部分是什麼？ 

    ○1 □課文 ○2 □生詞 ○3 □語法 ○4 □例句○5 □練習活動 ○6 □寫作 ○7 其他__ 

第三部分： 

14.比起中文的聽說讀這三種能力，你對寫作能力的重視程度為: 

○1 □不重視  

○2 □不太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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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聽說讀寫能力的重視程度差不多(請到第 16題)  

○4 □重視(請到第 16題) 

○5 □非常重視(請到第 16題) 

15.為什麼你比較不重視寫作能力?(可複選) 

○1 □缺乏實用性○2 □缺乏趣味性○3 □寫作能力對提升中文能力沒幫助○4 □

工作不需要○5 □其他_______ 

16.您有沒有使用過中文寫作教材? 

○1 □沒有使用寫作教材，但是會用第 9題的教材進行寫作練習。(直接到第

19題)  

○2 □沒有，我從來沒做過中文寫作相關的練習(請直接寫第 24題-第 29題)   

○3 □我有中文寫作教材。 

17.您的寫作教材是哪一本? 

    ○1 □《實用中文讀寫》○2 □《讀寫學中文》○3 □《中級看圖寫作》○4 □老

師自編○5 □其他_______ 

                   

18.這本教材在寫作的部分對你最有幫助的是什麼？ 

    ○1 □課文 ○2 □生詞 ○3 □語法 ○4 □例句 ○5 □練習活動○6 □寫作○7 其他___ 

19.一般來說，生詞的練習對你在寫作方面有沒有幫助? 

○1 □沒有幫助 ○2 □不太有幫助 ○3 □普通 ○4 □有幫助○5 □非常有幫助 

20.一般來說，圖片或者圖畫對你在寫作方面有沒有幫助? 

○1 □沒有幫助 ○2 □不太有幫助 ○3 □普通 ○4 □有幫助○5 □非常有幫助 

21.你覺得寫作教材中每一課最好有幾篇範文比較好? 

○1 □一篇 ○2 □兩篇  ○3 □三篇  ○4 □其他_________ 

22.你希望寫作教材的範文有哪些特點? (可複選) 

 ○1 □趣味性○2 □實用性○3 □啟發性○4 □故事性○5 □爭議性○6 □文辭優美○7

其他_____ 

23.你使用的(寫作)教材範文有哪些特點？(可複選) 

 ○1 □趣味性○2 □實用性○3 □啟發性○4 □故事性○5 □爭議性○6 □文辭優美○7

其他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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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24.你對下面的寫作主題有沒有興趣? 

主題 1沒有興

趣 

2不太有

興趣 

3普通 4有興

趣 

5非常有

興趣 

○1 家庭      

○2 文化藝術      

○3 社會議題      

○4 台灣旅遊      

○5 購物      

○6 休閒活動      

○7 飲食      

○8 學生生活      

○9 工作相關      

 

25.你覺得下面的寫作主題實不實用? 

主題 1不實用 2不太實

用 

3普通 4實用 5非常實

用 

○1 家庭      

○2 文化藝術      

○3 社會議題      

○4 台灣旅遊      

○5 購物      

○6 休閒活動      

○7 飲食      

○8 學生生活      

○9 工作相關      

 

26.你對以台灣旅遊景點為主題的寫作教材有興趣嗎? 

○1 □沒有興趣(直接到第 30題)  

○2 □不太有興趣(直接到第 30題) 

○3 □普通  

○4 □有興趣 

○5 □非常有興趣 

27.你對哪些台灣旅遊景點的介紹有興趣呢？（可複選） 

○1 □日月潭 ○2 □九份 ○3 □墾丁 ○4 □太魯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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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阿里山 ○6 □野柳 ○7 □淡水 ○8 □故宮 

○9 □西門町 ○10□平溪 ○11□中正紀念堂  

○12□台北 101 ○13□其他________________ 

 

28.你對台灣旅遊的哪些次主題有興趣呢?(可複選) 

○1 □美食 ○2 □住宿 ○3 □購物 ○4 □該景點相關故事或者歷史  

○5 □行程規劃  ○6 □其他__________ 

29.你希望從台灣旅遊為主題的寫作教材中學到什麼? (可複選) 

○1 □學會怎麼用中文來寫短文介紹自己國家的景點 

○2 □學會怎麼用中文來寫短文介紹台灣的景點 

○3 □學會怎麼用中文來計劃旅行 

○4 □學會怎麼用中文來記錄旅行中發生的事 

○5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五部分： 

30.你在用中文寫作時是否有以下的情況? 

 

★★ 後面還有 ★★ 

 

 

 

 

31.以下這些練習活動對增進你的中文寫作能力是否有幫助? 

 1從來沒

有 

2很

少 

3有時

候 

4經

常 

5總是 

○1 寫作前會先寫出幾個關鍵字      

○2 寫作前會先寫出每一段的大意

或重點 

     

○3 寫作前會先再看一次範文並模

仿範文的結構 

     



 

125 

 1沒有

幫助 

2不太

有幫助 

3 

普通 

4有

幫助 

5非常

有幫

助 

○1 對課本上的範例文章做大意摘要

練習 

     

○2 練習改寫課本上的範例文章並加

入自己的想法 

     

○3 練習將對話改寫成一段記敘文 

我媽媽:你上個週末去台南好 

玩嗎? 

我:非常好玩!我們去參觀了安

平古堡和赤崁樓，還吃了很

多台南小吃!我們下次應該

一起去。 

今天和媽媽聊天的時候，說到我

去台南旅行的事情。台南真是一個

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我和朋友去參

觀了安平古堡和赤崁樓，還吃了很

多台南小吃!我下次想跟媽媽再去

一次。 

     

○4 練習使用不同的句型來改寫句子 

例如:因為他想加強中文能力，所

以他每天都看台灣電影。 

(請用「為了」改寫句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練習使用特定的句型來完成句子 

例如: 

A:你覺得那件衣服怎麼樣? 

B:那件衣服很漂亮，______。 (請

用「不過」完成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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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寫作前先針對幾個相關問題和同

學一起討論 

例如: 

     作文主題:在台灣旅遊的經驗 

討論問題 1:你去過台灣哪些地方? 

討論問題 2:你最喜歡台灣哪個地

方?為什麼? 

     

○7 改正不良範例文章的練習 

(標點符號的錯誤、詞彙語法使用

錯誤等等) 

     

○8 提供第一個段落，讓你完成下一

個段落。 

例如: 

上個禮拜是台灣新年，我們放了一

個星期的假。我和同學決定去台中

旅遊。(完成下一個段

落)……………… 

     

 

32.你目前的寫作教材或者老師教學時經常使用什麼方法來引導寫作?(可複選) 

○1 □對已有的範例文章做大意摘要練習 

○2 □練習改寫已有的中文作文範例並加入自己的想法 

○3 □練習將對話改寫成一段記敘文 

○4 □練習使用不同的句型來改寫句子 

○5 □練習使用特定的句型來完成句子 

○6 □寫作前先針對幾個相關問題和同學一起討論 

    ○7 □改正不良範例文章的練習(標點符號的錯誤、詞彙語法使用錯誤等等) 

○8 □提供第一個段落，讓你完成下一個段落。 

33.你覺得用中文寫作最困難的部分是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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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教師問卷 

在台華語教師對中初級寫作教材之意見調查 

親愛的老師們好： 

    本問卷之目的在於了解台灣華語教師對於中初級寫作教學的看法、對目前寫

作教材的意見，以及對於台灣旅遊主題結合中初級寫作教材的想法。這份問卷不

會要求您留下姓名，一切皆以匿名的方式進行，這些資訊將只用於本研究不會公

開，所以請放心並用自己最真實的想法來填寫以下問題。由衷感謝您的配合與協

助，並祝您健康快樂、闔家平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研究生葉書羽 敬上  2019年3月   

聯絡人：葉書羽 
 

★本問卷除了標明「可複選」外，皆為單選題，提醒您注意，謝謝。 

★本研究的中初級程度為「當代中文三、四」及「實用視聽華語三、

四」之程度(TOCFL B1)。 

第一部分：教師基本資料 

1. 性別：○1 □男  ○2 □女 

2. 年齡：○1 □30歲以下 ○2 □31~40歲 ○3 □41~50歲 ○4 □51歲以上 

3. 工作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 

4. 華語教學資歷：○1 □一~兩年  ○2 □兩~四年 ○3 □ 四~六年 ○4 □六~八年 

              ○5 □八~十年  ○6 □十年以上  

5. 請問您是否教過中初級程度之學生? ○1 □教過  ○2 □沒教過 

(註:本研究的中初級程度為「當代中文三、四」及「實用視聽華語三、

四」之程度) 

第二部分： 

6. 您是否教過中初級的華語寫作課或者讀寫課? ○1 □教過  ○2 □沒教過 

7. 在一般中初級華語教學課中，您認為比起中文的聽說讀這三種能力，寫作

訓練是否較不受重視? 

○1 □和聽說讀三種能力所受到的重視程度相同(請到第 9題) 

○2 □稍微不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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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當不受重視  

○4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您覺得寫作訓練相對不受重視的原因為何?(可複選) 

○1 □學生對寫作缺乏動機   ○2 □課程時間緊湊   ○3 □沒有合適的寫作教

材 

○4 □學校沒有提供相關課程 ○5 □其他______ 

9. 您覺得中初級的寫作教材中每一課最好有幾篇範文比較好? 

○1 □一篇 ○2 □兩篇 ○3 □三篇 ○4 □其他______ 

10.您覺得中初級寫作教材中的範文字數應為多少比較好?(請參考附件範文) 

○1 □300~400字 ○2 □400~500字 ○3 □500~600字 ○4 □其他__________ 

11.您覺得中初級寫作教材中每一課的生詞數應為多少比較好? 

○1 □15~20個 ○2 □21~30個 ○3 □31~40個 ○4 □其他__________ 

12.您覺得中初級寫作教材中每一課的語法數量應為多少比較好? 

○1 □3~5個 ○2 □6~8個 ○3 □9~11個 ○4 □其他__________ 

13.您覺得中初級寫作教材的範文應該有哪些特點?(可複選) 

○1 □趣味性○2 □實用性○3 □啟發性○4 □故事性○5 □爭議性○6 □文辭優美○7

其他_____ 

第三部分： 

14.您覺得中初級學習者對以下的寫作主題有沒有興趣? 

主題 1沒有興

趣 

2不太有興

趣 

3普通 4有興趣 5非常有興

趣 

○1 家庭      

○2 文化藝術      

○3 社會議題      

○4 台灣旅遊      

○5 購物      

○6 休閒活動      

○7 飲食      

○8 學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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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工作相關      

 

15.您覺得以下的寫作主題對中初級學習者來說實不實用? 

主題 1不實用 2不太實用 3普通 4實用 5非常實用 

○1 家庭      

○2 文化藝術      

○3 社會議題      

○4 台灣旅遊      

○5 購物      

○6 休閒活動      

○7 飲食      

○8 學生生活      

○9 工作相關      

 

16.您覺得以旅遊書的形式結合中初級寫作的教材是否能提高教材的真實性? 

○1 □不同意 ○2 □不太同意 ○3 □普通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以下擷取自真實台灣旅遊書作為示意圖:) 

 

 

17.您覺得以旅遊書的形式結合中初級寫作的教材是否能提高教材的趣味性? 

  ○1 □不同意 ○2 □不太同意 ○3 □普通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18.您覺得將旅遊書中的介紹文改寫成教材的範文，是否能幫助學習者掌握中

文的寫作架構? 

  ○1 □不同意 ○2 □不太同意 ○3 □普通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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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19.中初級華語寫作教材中是否須包含以下體例? 

體例 1完全不需

要 

2不太需

要 

3需要 4非常需

要 

○1 課前引導問題     

○2 課文/範文     

○3 回答問題(根據以上範文內

容提問) 

    

○4 生詞解釋     

○5 生詞例句     

○6 生詞練習     

○7 補充生詞     

○8 語法/句型解釋     

○9 語法/句型例句     

○10語法/句型練習     

○11口語及書面語的轉換練習     

○12閱讀短文     

○13根據上述短文討論問題     

○14根據上述短文進行文章理

解練習(是非題、連連看等) 

    

 1完全不需

要 

2不太需

要 

3需要 4非常需

要 

○15分享經驗: 

根據指定主題，跟同學分享

或者討論該主題下的任務。 

    

○16寫作練習     

○17文化點補充     

○18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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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以下這些練習活動對增進中初級學習者的寫作能力是否有幫助? 

 1 

沒有

幫助 

2 

不太有

幫助 

3 

普通 

4 

有幫助 

5 

非常有

幫助 

○1 對課本上的範例文章做大意摘要練

習 

     

○2 練習改寫課本上的範例文章並加入

自己的想法 

     

○3 練習將對話改寫成一段記敘文 

我媽媽:你上個週末去台南好玩 

嗎? 

我:非常好玩!我們去參觀了安平

古堡和赤崁樓，還吃了很多台

南小吃!我們下次應該一起

去。 

今天和媽媽聊天的時候，說到我去

台南旅行的事情。台南真是一個非常

有意思的地方，我和朋友去參觀了安

平古堡和赤崁樓，還吃了很多台南小

吃!我下次想跟媽媽再去一次。 

     

○4 練習使用不同的句型來改寫句子 

例如:因為他想加強中文能力，所以

他每天都看台灣電影。 

(請用「為了」改寫句子) 

_________，_________。 

     

○5 練習使用特定的句型來完成句子 

例如: 

A:你覺得那件衣服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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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那件衣服很漂亮，______。  

(請用「不過」完成句子) 

(★★後面還有★★)      

 1 

沒有

幫助 

2 

不太有

幫助 

3 

普通 

4 

有幫助 

5 

非常有

幫助 

○6 寫作前先針對幾個相關問題和同學

一起討論 

例如: 

     作文主題:在台灣旅遊的經驗 

討論問題 1:你去過台灣哪些地方? 

討論問題 2:你最喜歡台灣哪個地方?

為什麼? 

     

○7 改正不良範例文章的練習 

(標點符號的錯誤、詞彙語法使用錯

誤等等) 

     

○8 提供第一個段落，讓你完成下一個

段落。 

例如: 

上個禮拜是台灣新年，我們放了一個

星期的假。我和同學決定去台中旅

遊。(完成下一個段落)……………… 

     

 

21.您經常使用什麼方法來引導學生寫作?(可複選) 

○1 □對已有的範例文章做大意摘要練習 

○2 □練習改寫已有的中文作文範例並加入自己的想法 

○3 □練習將對話改寫成一段記敘文 

○4 □練習使用不同的句型來改寫句子 

○5 □練習使用特定的句型來完成句子 

○6 □寫作前先針對幾個相關問題和同學一起討論 

    ○7 □改正不良範例文章的練習(標點符號的錯誤、詞彙語法使用錯誤等等) 

○8 □提供第一個段落，讓學生完成下一個段落。 

○9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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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您覺得中初級學生於寫作時常遇到什麼難點或是需要加強練習的地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後面還有最後一題★★) 

 

23.以訓練寫作技能的方面來看，您所使用過的(寫作)教材裡，有沒有需要修

改或是新增的地方? (若都無須修改或是新增，此大題可不作答) 

教材名稱 1:___________________ 

課文/範文:  

○1 □無  ○2 □需要修改或是新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生詞(解釋、例句、練習等):  

○1 □無  ○2 □需要修改或是新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語法(解釋、例句、練習等):  

○1 □無  ○2 □需要修改或是新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寫作引導:  

○1 □無  ○2 □需要修改或是新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寫作練習:  

○1 □無  ○2 □需要修改或是新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  

○1 □無  ○2 □需要修改或是新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材名稱 2:___________________ 

課文/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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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無  ○2 □需要修改或是新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生詞(解釋、例句、練習等):  

○1 □無  ○2 □需要修改或是新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語法(解釋、例句、練習等):  

○1 □無  ○2 □需要修改或是新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寫作引導:  

○1 □無  ○2 □需要修改或是新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寫作練習:  

○1 □無  ○2 □需要修改或是新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  

○1 □無  ○2 □需要修改或是新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卷結束，非常感謝您的回答。  

 

 

 

 

 

  



 

135 

附件三 教材評鑑單 

填答教師基本資料: 

1. 性別：○1 □男  ○2 □女 

2. 華語教學資歷：○1 □一~兩年  ○2 □兩~四年 ○3 □ 四~六年 ○4 □六~八年 

              ○5 □八~十年  ○6 □十年以上  

3. 請問您是否教過中初級程度之學生? ○1 □教過  ○2 □沒教過 

(註:本研究的中初級程度為「當代中文三、四」及「實用視聽華語三、

四」之程度) 

4. 您是否教過中初級專門的華語寫作課或者讀寫課? ○1 □教過  ○2 □沒教過 

第二部分: 請在審閱示範教材後，針對下列十三個問題進行評分，1=非常不

同意; 2=不太同意; 3=普通; 4=同意; 5=非常同意。並煩請在第十四題寫下您

對本教材的建議。 

問卷題目 分數 

1. 此教材的「課前任務」能引導學習者收集寫作材料。  

2. 先簡述寫作方式再呈現範文能使學習者更瞭解記敘文的寫作方式  

3. 對範文進行分段提問的摘要練習，能使學習者瞭解文章中各段的

內容框架。 

 

4. 此教材的「執行任務」能引導學習者將「課前任務」所收集之材

料放入適合的段落中。 

 

5. 「生詞練習」能訓練學習者依上下文選出適合的生詞並完成句子  

6. 語法/句型練習能訓練學習者使用指定語法或是句型。  

7. 語法/句型練習能訓練學習者運用連接詞把兩個短句擴展為一個

長句。 

 

8. 語法/句型練習題型多元。  

9. 整體練習涵蓋詞彙、句子到段落及篇章的訓練。  

10. 寫作練習提供學習者從對話到段落寫作的訓練。  

11. 學生間的問題討論能協助產出接下來的寫作內容。  

12. 從「課前任務」、「執行任務」到「寫作功課」能引導學習者從

「資料收集」、「結合資料與寫作架構」、到完整「書寫文章」。 

 

13. 整體編排採循序漸進的寫作引導。  

14. 對本教材之建議或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