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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外語聽力發展 

接收訊息需將語言轉變為思想，產生訊息需將思想轉變為語言。口語

交際包括了「聽」與「說」兩項語言技能，即「溝通」，包括了至少兩個

人收、發有意義的訊息。楊惠元（1996）指出聽力理解的本質，是「人們

利用聽覺器官對言語信號接收、解碼的過程。」 

聽力（listening）包括了兩階段，除了「聽到（hear）」聲音訊息外，

還需進一步的「理解」，當說話者的聲音被接收之後，聽者先識別聲音，

根據已有之語言知識將分析後的聲音加工成有意義的語言單位，再與腦中

儲存在記憶中的各種信息、基模進行聯繫。究竟聽力理解是屬於被動還是

主動的語言能力？聽力究竟是一種主動的還是被動的能力？以下列出學

者的看法： 

（一）Broughtom（1980） 

Broughtom指出，一般認為聽力是被動的，說話是主動的語言技能並

非全然是事實，因為要將訊息解碼，例如聽，需要聽者主動的參與對話者，

而善於接納的技巧與理解訊息有關。 

 

（二）Rost（1991） 

Rost指出，聽力是被動而說話是主動不完全正確。Rost認為，對於解

碼語言的接受是一項技能，並且如同產出技能一般，是可被訓練與藉由教

導而發展的，他並且強調說話者被持續地確定著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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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楊惠元（1996） 

楊惠元指出，聽基本上是被動的行為，聽力訓練若只限於聽與做些應

試練習則不能活躍課堂氣氛，難以發揮學生的積極主動性。但楊惠元也看

到了聽者在處理理解過程中積極的一面，其指出交際雙方都參與了編碼與

解碼的活動，聽者不完全是被動消極的，可以邊聽邊主動思考。接收並解

碼的速度與下列因素有關：1. 言語信號的清晰度；2. 聽覺器官的靈敏度；

3. 已儲存在大腦中的經驗成份之數量；4. 解碼操作的熟練程度。 

 

（四）吳勇毅（2003） 

吳勇毅指出，長期以來，第二語言教學或對外漢語教學一直把聽力當

成是一種被動的技能，其舉二例證明並非如此，一是聽廣播新聞時我們邊

聽邊做事，其信息似乎不被聽進去，但重要新聞卻不會流失而能引起注

意；另一聽力過程中主動性外顯的例子是，聽者在理解話語時能「拾遺補

缺」，利用猜測、預期或推理的能力推測出說者目的或下文，聽者已有之

經驗與背景知識是其「拾遺補缺」能力之基礎。 

由上述各種說法可知，過去一般認為聽力是被動的語言技能已漸不被

學者採用，聽者聽到語音之後所進行的活動足以證明其「注意」的能力是

有意識且主動的。 

一、聽的生理基礎 

靳洪剛（1994）指出，語言的發展進化，與大腦的發展、聲道變化、

大腦分工等因素都有關係。Lenneberg（1967）提出「語言發展的關鍵期理

論」，他認為人在兩歲以前，左右腦具有相同的語言能力，從兩歲開始大

腦逐漸分工，各司其職。兩歲以後，人類開始進入語言發展關鍵期，到青

春期前後，左右腦的分工基本建立。Krashen（1973）認為語言關鍵期到五

歲即停止。Kinsbourne（1975）認為大腦一出生就已分好工，只是嬰兒的

可塑性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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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們尚不能證實任何一種理論，但諸多的科學實驗與事實，可以

證實，百分之九十的人的語言中心在左半腦，靳洪剛（1994）、Brown（余

光雄譯，2002）指出左、右半腦的主要功能如下： 

表三-1 左右半腦的主要功能 

左半腦 右半腦 

語言 

分析推理 

時間順序安排 

閱讀寫作 

數學 

智慧型的事物 

反應口頭指示 

在思考、記憶方面更依賴語言

外界語言聲音的感知 

音樂 

視覺空間技能 

整體概念 

模型辨認 

直覺式的事物 

回應圖例的、象徵式的指示 

在思考、記憶方面更依賴圖象 

 

此外，左半腦的中下部靠近聽覺中樞，有一語言中樞「維尼克區 

（Wernicke’s Area）」主要控制語言的接收與理解。另一個語言中心是「尖

形腦回（angular gyrus）」，位於維尼克區下方，它將視覺材料轉換為聲覺

材料。人們理解一個口頭表達的路線，是由維尼克區右下方的聲覺區送到

維尼克區進行理解。如果該詞語是一具體物件，信息可傳到尖形腦回區將

其轉換為視覺材料以便提出相應的模式。 

 

二、聽覺訊息的處理過程 

（一）回聲記憶（echoic memory） 

聽覺訊息是如何處理與保留的？人是如何將輸入（input）轉變成為吸

收（intake）的呢？ 

Reed（1988）認為訊息處理模式（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最常

包括的階段是「感官儲存」、「過濾」、「型態辨認」、「選擇」、「短期記憶」

與「長期記憶」，可以下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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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1 Reed（1988）訊息處理模式 

來自環境的訊息，經由感官記錄器接收，作短暫的儲存，稱作「感官

儲存」或「感官記憶」，此階段保留訊息的原始形式一至兩秒鐘，以供個

體辨認，若訊息沒有引起個體的注意，則很快消失，被後面的訊息所取代。

「型態辨認（pattern recognition）」階段是指我們認出進入的訊息是什麼，

若我們辨認的是熟悉的訊息，是在使用先前儲存在記憶中的知識，若我們

無法辨認出此訊息，我們可能就必須儲存此新訊息於記憶中。記憶可分為

短期記憶、長期記憶兩個階段。短期記憶的特性是維持的時間短，且容量

有限，長期記憶即是一般所說的記憶，訊息經過複述可進入長期記憶，處

理過程的深淺程度會影響訊息是否進入長期記憶（鄭麗玉，1993）。 

來自環境中的訊息，經由感官接收，此階段若保留訊息的原始形式，

則稱為感官訊息的儲存（sensory information store）或感官記憶（sensory 

memory）。聽覺訊息的儲存又稱為「回聲記憶」。在回聲記憶方面有過的探

討，包括 Darwin, Turvey& Crowder（1972）曾利用與 Sperling（1960）1相

似的過程，讓受試者同時聽到來自左邊、右邊、中間的聲音並報告，比較

「全部報告程序」與「部分報告程序」結果後發現，部分報告程序優於全

部報告程序，有較多項目被報告出來。Neisser（1967）曾舉外語學習的例

子說明，當語言教師矯正學生發音時說：「不，不是 zeal，是 seal」，若我們

                                                 
1 收錄於 Anderson, J. R.（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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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保留「z」的音跟「s」比較，那麼我們就無法從這些訊息中獲益。 

Rose等（戴保羅譯，1999）提出，在吸收資訊的「聽覺策略」上，

有助於我們將訊息牢記的方法有四：1.戲劇化的朗誦；2.朗讀摘要；3.影像

可以讓人有較深的印象；4.利用音效來強調訊息。有助於我們將訊息牢記。

因此，回聲記憶與聲音訊息本身是否有戲劇性及音效有關，聽時有音效及

聽後作摘要可促進學習。 

綜上所述，雖然人容易暴露在環境中充斥的外語語音訊息，但卻並非

所有聽力知覺到的訊息皆能轉換成為語言吸收，必須經過聽者有意識的過

濾，辨識出其型態，加以選擇並處理，才能將聽覺訊息保留並理解其意義。 

 

（二）注意力理論 

聽者接收外界各種聽覺訊息，而「注意力」是學習過程中第一個重要

的因素。在認知心理學中，有許多關於注意力的理論發展出來，鄭麗玉

（1993）指出約有以下兩類： 

1. 瓶頸理論（Bottleneck theories）： 

研究者利用雙耳分聽不同訊息的實驗，早已發現受試者很難同時注意

兩種訊息，因此提出了瓶頸理論，其中有 Brodbent（1957）的「過濾模式

（A filter model）」，Treisman（1964）的「減弱模式（An attenuation model）」，

及 Deutsh－Norman（1963，1968）的「選擇模式（A memory selection 

model）」。前兩者的模式是將瓶頸放在型態辨認之前，認為過濾器摒棄不

受注意的訊息，或是將其減弱，Deutsh－Norman的選擇模式則將瓶頸放在

型態辨認之後，「注意」相當於訊息的選擇階段。 

 

2. 容量理論（Capacity Theories）： 

Kahneman（1973）提出「容量模式（A capacity model）」，認為注意

力的容量有限，不同的工作或心理活動對容量的需求也不同。Johns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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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nz（1978）提出「多元模式（A multimode theory）」，綜合瓶頸理論和容

量理論的模式，認為個體可以選擇將瓶頸置於何處，「後選擇（a late mode 

of selection）」比「前選擇（an early mode of selection）」需要耗費較多的心

理資源或容量。 

注意力理論的發展，由早期的瓶頸理論，認為記憶提取有情感過濾及

消退現象或選擇提取，到後期的容量理論，即注意力有限之說，到最新的

綜合瓶頸與容量理論，除了使我們了解學習者在聽的過程上更多元的解釋

外，也具有教學上的啟發性。 

 

（三）由下而上（The bottom-up processing）與由上而下（The top-down 

processing）的訊息處理 

訊息處理有兩種取向，指的是不同的處理歷程，一是由下而上的處

理，一是由上而下的處理。由下而上的處理又稱為「資料導向（data-driven）」

的處理，是由低層次訊息開始處理，如此逐步向上，最後辨認出輸入刺激。

其相對歷程，就是由上而下的處理，又稱為「概念導向（conceptually driven）」

處理，指依據期望或標籤，幫助我們詮釋不完整的輸入。 

 

（四）互動的訊息處理（The interactive model） 

鄭麗玉（1993）、Richards（2005）指出，在正常情況下，由下而上和

由上而下的兩種處理是同時運作的，若聽力包括由下而上與由上而下兩種

處理，即稱為「互動的」訊息處理，因為有時輸入的刺激不完整，由下而

上的處理無法運作，必須依賴由上而下的處理，有了整體的脈絡，可以彌

補本身的不足。此外，由下而上的處理有時是較自動化或機械化的，由上

而下的處理則由儲存在記憶中的知識引導，較具有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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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輸入理論 

外語的習得是經驗性與實踐性的，但學者們仍試圖找出一套有系統可

解釋語言輸入的理論，與輸入相關的理論有包括基模理論，以及從八○年

代開始，引起不斷討論的「i+1」模式理論。 

（一）基模（Schema）理論 

基模理論
2
屬於認知心理學的範疇，其概念最早是由康德（Kant）提出

的。現代基模理論的代表人之一是 Bartlett。Bartlett認為，基模是指每個

人過去獲得的知識在頭腦中儲存的方式，是大腦對過去經驗的反應和積極

組織，是被學習者儲存在記憶中的信息對新信息起作用的過程，以及怎樣

把這些新信息豐富到學習者知識庫中的過程（高霞，2003）。 

根據基模理論，Devine（1986）指出聽力理解失敗的三個原因：一個

是聽者缺乏恰當的基模。二是聽者有恰當的基模，但聽到的語音材料不能

提供足夠的上下文線索來激活基模。三是聽者激活的基模與說話者本意所

指的內容不符，即聽者激活的錯誤的基模。 

 

（二）「i+1」模式 

美國心理語言學家 Stephen Krashen（1982）認為，習得是藉由可懂輸

入產生的，教授第二語言最好的方法是給學習者可理解的輸入，他提出可

理解輸入的模式是「i+1」的模式，「i」是學習者現有的語言程度，「i+1」

是在學習者現有水準的基礎上再提高一步的輸入，此輸入必須讓學習者可

理解。簡化輸入的語言是語言習得的過程之一，太難的輸入對語言習得並

無助益，因此降低教材難度並增加輸入量是必要的。 Krashen強調語言輸

入先於輸出，教師應從學習者的語言程度出發，循序漸進。 

                                                 
2 大陸學者翻譯為「圖式（schema）」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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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聽外語與聽母語之差異 

（一）雙語定義與種類 

全球人口中有大部分的人說雙語（bilingualism），雙語可說是世界潮

流，也引起許多學者探討的興趣，然而有關「雙語」的定義頗為分歧，以

下列出四種定義： 

1.《韋氏字典（Webster’s New World College Dictionary）》定義「操雙

語者（Bilingual）」為：「能使用兩種語言，尤其有相等或幾乎相等的流利度。（using 

or capable of using two languages, esp with equal or nearly equal facility.）」 

2.《語言教學及應用語言學辭典》定義「操雙語者（Bilingual）」為： 

掌握並使用兩種語言的人。操雙語者一詞通常所指的是一個人對於兩種語言

的口語、閱讀和理解具有相同的水平，但操雙語者對於兩種語言的知識往往有上

下。（a person who knows and uses two languages. In everydau use the word bilingual 

usually means a person who speaks, reads, or understands two languages equally well, 

but a bilingual person usually has a better knowledge of one language than of the 

other.） 

3.《美國傳承字典（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定義「操雙語

者（Bilingual）」為：「屬於、有關或以兩種語言表達（of, pertaining to, or 

expressed in two languges）」。廣義的雙語可以包括一種語言裡的兩種方言，

或方言裡的變化。 

4. 鄭麗玉（1993）認為雙語與否不應是兩極的，而是連續性的，心理

學者評量雙語的程度，區分為「均衡雙語者（Balanced bilingulas）」與「不

均雙語者（Nonbalanced bilinguals）」，「均衡雙語者」指兩種語言同樣流利

的人，「不均雙語者」則指一種語言較另一種語言流利的人。對雙語者的

定義，從另一方面來說，不強調「流利」，而強調「使用」。 

 

（二）第二語言習得（acquisition） 

第二語言習得研究，目的在研究第二語言使用者如何習得第二語言，

第二語言學習者所表達的各種類型的第二語言，Corder（1967）稱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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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語言（transitional competence）」，Nemser（1971）稱為「近似語言

（approximative system）」，Selinker（1972）稱為「中間語言

（interlanguage）」。Corder的「過渡語言」強調第二語言學習者的語言系統

是處於一個不斷變化的、上下浮動的動態過程，每當有新的第二語言訊息

加入到語言系統中，即不可避免有語言調整。Nemser的「近似語言」概念，

指出第二語言學習過程如同一個由零開始到不斷進步的過程，直到最後進

步到具有母語使用者的水平。Selinker的「中間語言」概念，與前二者的

語言理論有相似之處，也企圖說明第二語言獲得的語言體系的特殊性，既

不是完全基於第一語言，也不完全基於第二語言。Selinker指出中間語言

產生的基礎有以下五個程序：1.母語的影響；2.語言訓練的影響；3.學習策

略的影響；4.學習者交際策略的影響；5.第二語言材料所引起的規則擴大

化使用。其中，第 1、2、5項可歸納視為一種廣義的規律。 

 

（三）自動化 

靳洪剛（1994）指出，廣義的學習，可以區別為兩種學習：一種是要

求對所學的東西進行有意義的應用，例如語言學習；另一種則要求對所學

的東西進行接近下意識的應用，例如打字。鄭麗玉（1993）指出，一個程

序或工作需要多少注意力，視其熟練程度而定，越熟練的程序，需要的注

意力越少，極度熟練的程序可以完全不需要注意力，而達到這樣極度熟練

的程序就稱為「自動化」（automaticity）。Posner & Snyder（1975）曾提出

一項技能是否為自動化的三個標準：1.不需意圖就發生；2.不引起意識知

覺；3.不干擾其他心智活動。他們並認為，認字不只要準確，還要達到自

動化，才有助於我們的閱讀，在聽力上亦然。 

 

（四）心理詞庫 

不同類型的雙語者，或不同習得過程之操中介語者，是如何存取不同

語言的詞語呢？Weinrich（1953）將雙語者分為三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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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等類型（Coordinative Type）：兩種語言的文字完全分開，各有其

特殊的涵義。 

2. 複合類型（Compound Type）：雙語者知道和酒兩個字，卻只有一

個共同的涵義。 

3. 從屬類型（Subordinative Type）：雙語者透過強勢語言的文字來詮

釋弱勢語言的文字。 

 

鄭麗玉（1993）將三個類型的語義系統表示如下圖： 

 

圖三-2 對等、複合、從屬類型雙語者的語義系統 

（引自鄭麗玉，1993，頁 211） 

關於雙語者在心理上儲存兩種或以上的語言單位的形式，有些學者主

張「共同儲存（Common Storage）」，認為雙語者只有單一的語義系統。有

些學者則主張「獨立儲存（Independent Storage）」，認為雙語者分別儲存不

同語言的語彙，透過翻譯的過程獲得另一種語言。鄭麗玉（1993）把對於

雙語者的心理詞彙庫的看法分為以下三種： 

1. 共同儲存（common storage） 

共同儲存又稱「相倚儲存（interdependent storage）」，是指雙語者的語

言訊息儲存於單一的語意系統內。 

2. 獨立儲存（independent storage） 

獨立儲存又稱「語言特別儲存（language-specific storage）」，是指雙語

者有兩個語彙庫，兩種語言分別儲存。以一種語言獲得的訊息只有透過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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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的過程才能在另一語言中得到。 

3. 三個詞彙庫 

Paradis（1978）認為應區別獨立於語言之外的概念儲存和語言的語意

儲存，他提出三個儲存庫的假設：一個是有關雙語者的經驗與概念訊息，

包括事物的功能、特徵、品質等心智表徵。另兩個是雙語者的兩種語言，

各自不同地聯繫於概念儲存。 

雖然目前尚無法證實雙語者是如何將獲得的詞彙儲存於心理詞彙庫

中的，但可考慮語族或語言距離
3
因素，不同的語言距離可能造成學習該語

言上不同的有利度與困難度。綜上所述，學習者無論是正式的學習或自然

的習得第二語言，其間所形成的特殊語言系統，都是不斷變動、修正調整

的動態過程，聽力是一種將輸入訊息解碼的過程，母語者與非母語者的差

異在於將訊息解碼速度的快慢，及所需注意力的多寡，此解碼過程的自動

化是可經由熟練而逐步達成的。 

                                                 
3 「語言距離」是指兩種語言之間相似性的相對程度，其被認為是影響學習語言難易度
的因素之一（Richards，管燕紅譯，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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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外語聽力學習與教學 

 

「聽」的能力是發展「說」的能力之先決條件。但一般人往往認為是

去「學說」某外語，而非要去「學聽懂」某外語，但事實上從我們一開始

學某種外語就離不開聲音訊息，一直到高程度的語言學習階段，聽力仍是

一種較難突破的語言技能。Chastain（1988）認為，造成「聽」的重要性

往往被忽略的原因約有四： 

1. 「聽」是內部的（internal）而非外部的（external）。 
2. 「聽」不是能命令、指示的項目或主題。 
3. 「聽」並非外顯的、可觀察、測驗及糾正的，也沒有立即可觀察到

的輸出。 

4. 傳統上認為「聽」不重要，相沿成習。 

聽力做為語言理解的技能之一，需要聽者的注意力來解碼，聽外語的能

力無論是學習或習得而來的，重複在外語語音的刺激下，確實能使得聽力

能力增進，在記憶與理解上均有強化與發展的可能。語言教師與學生都需

要建立可達到之聽力理解目標。Chastain (1988)認為，教師應考慮的因素

包括：1.專注力。2.真實語言情境，切近日常生活。3.不能記得全部；初級

學習者可能了解卻無法描述或討論。4.應需的背景知識，不能毫無經歷過，

可預先準備。5.不熟悉的字彙或語言形式，可抓出大意。6.容忍歧義與不

確定。7.應了解「語言理解力會高於語言產出力」；溝通賴於聽力技巧。8.

避免超載（overload），順著語流，忽略不理解部分。9.像母語者般做聰明

的猜測。10.建立上下文（context）或情境，讓語言發生，會導致較完整的

了解。 

外語聽力的特性包括：有目的的聽、帶有某些期待，在溝通的情境下，

能見到說話者並能夠回應；有短的段落（chunks），通常有視覺線索與上下

文線索，一旦學習者聽懂某些片段，能維持住信心與動力繼續下去。

Chastain（1988）認為，語言教師首要目標應是：建立基本的認識與取向

（orientation）開始向初級階段的學生傳授所需的基本步驟；其次，教師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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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地意識到此需要以穩定地擴展速度、長度及聽力任務的彈性；第三，學

生的聽力一允許，就包括進母語者發音之聽力材料。 

 

一、聽力理解之要素 

（一）Chastain（1988） 

Chastain提出理解之要素有四： 

1. 辨別力（Discrimination）：初接觸外語的學習者常會用母語或對應

詞來辨別所聽到的外語，亦會忽略不熟悉的語音差異，直到熟悉，能知道

母音、子音合理的排列位置。在快速說話中有些語言特性會被省略。聲音

之外，其他語言特性例如：音高（pitch）、重音（stress）、連接處（juncture）

及音質等，也都提供了語意線索。 

2. 對訊息之感知力（Perception of message）：語言教師要令學生

「聽」，且專注於語流中說了什麼。必須要「聽到」，並帶著要「做些什麼」

的意圖。要令學生去聽，包括認知與情感兩個成份。首先，學生要覺得聽

懂所聽的是可能的；其次，學生必須意識到活動背後的目的；第三，他們

必須「想要」聽所說的並了解內容。聽第二語言需要高度專注，教師不應

花長時間在此一技巧上。 

3. 聽覺記憶力（Auditory memory）：材料呈現的速度與難度必須視學

生而定。教師需維持適當的活動系列與難度，讓學生挑戰但不挫敗。在早

期階段，句子宜短，若句中包含太多音節或訊息，學生無法處理。以母語

者的速度，並非最有效；速度必須正常，即是：有母語者的重音、發音、

語調、連音（liaisons）、省略音（elisions），之後再加快，增加語言上的複

雜度。所有語言活動必須令學生可了解是為促進增加聽覺記憶的。當學生

進行了課程，他們變成熟悉此語言的聲音系統，並且聽覺記憶力也擴展

了。記憶的重點，是對於進步的想法。從較簡易到較難及冗長的句子的進

展，必須要慢而持續。 

4. 理解力（Comprehension）：Kaspar（1984）認為包括語音、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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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語用、篇章各層面。Chastain認為，此階段可分為五項步驟：(1)建

立溝通的框架，即上下文，來產生真實的語言。(2)聽者活化（activate）相

關的背景知識，並有用之以加入訊息的想法。(3)預測該訊息一般的內容。

(4)試用材料中最重要的、有意義的成份。(5)用小樣品（sample）來證實

或拋棄先前做的預測。其中「預測」、「試用」、「證實或拋棄」不斷循環以

增強理解力。 

 

（二）Rost（1991） 

Rost認為「聽」必須包括的成分有： 

˙ 分辨聲音 discriminating between sounds 

˙ 認出詞語 recognizing words 

˙ 確認詞組 identifying grammatical groupings of words 

˙ 確認語用單位 identifying ‘pragmatic units’－expressions and sets of 

utterances which function as whole units to create meaning 

˙ 連結語言線索與如語調、重音等超語言線索及非語言線索以建構意義 

connecting linguistic cues to paralinguistic cues(intonation and stress) and 

to non-linguistic cues in order to construct meaning 

˙ 使用背景知識來預測並確認意義 using background knowledge to predict 

and then to confirm meaning 

˙ 回憶重要的詞與想法 recalling important words and ideas 

綜合以上兩種說法，外語聽力除了感知到聲音訊息並利用音韻知識

（phonological knowledge）來分辨聲音單位與特徵外，還必須具有句法知

識（syntactic knowledge）、語意知識（semantic knowledge）、語用知識

（pragmatic knowledge）甚至非語言的訊息如肢體語言知識（kinesic 

knowledge）等，運用預測與嘗試、磋商直到確認掌握語言成分的充分知識

或得知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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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聽力理解之學習策略 

Oxford（1989）將語言學習策略分為直接策略與間接策略兩大類，其

中與「聽力」有關之策略，「直接策略」有二十六項，「間接策略」有二十

六項，表列如下，最右一欄標示與其策略相關之語言技能：L表示聽力，S

表示說話，R表示閱讀，W表示寫作，A表示前述四項技能全部。 

表三-2 Oxford（1989）與聽力相關之學習策略 

分組歸類（Grouping） L、

R 

聯繫/詳述

（Associating/Elaborating） 

L、

R 

創造心理連結

（Creating mental 

linkages） 

將新詞語放入上下文中

（Placing new words into a 

context） 

A 

利用影像（Using imagery） L、

R 

語意地圖（Semantic mapping） L、

R 

利用關鍵字（Using keywords） L、

R 

運用意象與聲音

（Applying images 

and sounds） 

 

在記憶中重現聲音

（Representing sounds in 

memory） 

L、

R

、W

相當的複習

（Reviewing well） 

結構化的複習（Structured 

reviewing） 

 

A 

使用身體反應或知覺（Using 

physical reponse or sensation） 

L、

R

記憶策略

（Memory 

strategies） 

雇用型的活動

（Employing action）

使用機械式的方法（Using 

mechanical techniques） 

L、

R

、W

直接策略

（Direct 

strategies） 

認知策略 

（Congnitive 

練習（Practicing） 重複（Repeating）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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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及書寫系統的正規練習

（Formally practicing with 

sounds and writing systems） 

L、

S、

W 

認出並使用慣用語及句型

（Recognizing and using 

formulas and patterns） 

A 

 

自然地練習（Practicing 

naturalistically） 

A 

快速抓到重點（Getting the idea 

quickly） 

L、

R 

收發信息（Receiving 

and sending 

messages） 為收發信息使用資源（Using 

resources for receiving and 

sending messages） 

A 

推理地思考（Reasoning 

deductively） 

A 

分析詞語（Analyzing 

expressions） 

L、

R 

對比地分析（Analyzing 

contrastively） 

L、

R 

翻譯（Translating） A 

分析與理解

（Analyzing and 

reasoning） 

轉換（Transferring） A 

書寫筆記（Taking notes） L、

R

、W

摘要（Summarizing） L、

R

、W

strategies） 

為輸入、輸出創造

結構（Creating 

structure for input 

and output） 

予以強調或注意

（Highlighting） 

L、

R

、W

 

補救策略

（Compensation 

strategies） 

聰慧地猜測

（Guessing 

intelligently） 

使用語言的線索（Using 

linguistic clues） 

 

L、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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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其他線索（Using other 

clues） 

L、

R 

綜覽並與已知材料聯繫

（Overviewing and linking with 

already known material） 

A 

專注（Paying attention） A 

集中你的學習

（Centering your 

learning） 

延後發言以專注聆聽

（Delaying speech production to 

focus on listening） 

L、S

發現、獲知出語言學習

（Finding out about language 

learning） 

A 

組織化（Organizing） A 

設定目標與目的（Setting goals 

and objectives） 

A 

確認出語言任務的目的

（Identifying the purpose of a 

language task） 

A 

計畫語言任務（Planning for a 

language task） 

A 

安排並計畫你的學

習（Arraging and 

planning your 

learning） 

尋找練習機會（Seeking 

practice opportunities） 

A 

 

自我監控（Self-monitoring） A 

後設認知策略

（Metacognitve 

strategies） 

評估你的學習

（Evaluatioon your 

learning） 

自我評鑑（Self-evaluating） A 

用漸進的放鬆、深呼吸或沉思

（Using progressive relaxation, 

deep breathing, or meditation） 

A 

使用音樂（Using music） A 

間接策略

（Indirect 

strategies） 

情意策略

（Affective 

strategies） 

降低你的焦慮

（Lowering your 

anxiety） 

使用笑聲（Using laughte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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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地陳述（Making positive 

statements） 

A 

聰明地冒險（Taking risks 

wisely） 

A 

鼓勵自己

（Encouraging 

yourself） 

報償自己（Rewarding yourself） A 

傾聽自己的身體（Listening to 

your body） 

A 

使用查核清單（Using a 

checklist） 

A 

寫語言學習日誌（Writing a 

language learning diary） 

A 

 

測量你的情緒體溫

（Taking your 

emotional 

temperature） 

與他人談論你的感受

（Discussing your feelings with 

someone else） 

A 

 

問問題（Asking 

questions） 

要求澄清或證實（Asking for 

clarification or verification） 

L、

R

與同儕合作（Cooperating with 

peers） 

A 與他人合作

（Cooperating with 

others） 與熟悉該語言者合作

（Cooperating with proficient 

users of the new language） 

A 

 

發展文化了解（Developing 

cultural understanding） 

A 

 

社會策略

（Sociel 

strategies） 

設身處地

（Empathizing with 

others） 變為意識到他人的想法與感

受（Becoming aware of others’ 

thoughts and feelings） 

A 

與聽有關之策略佔語言學習策略的大部分，由此可知語言學習很難脫

離聽力理解；在教學上，可將此五十二項策略分次、逐步教給學生，也可

讓學生以自評方式或討論會之方式助其自覺使用這些策略的效果。 

張殿玉（2005）針對中國人學習英語，也整理出英語聽力學習策略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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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關注生詞策略、逐詞聽懂策略、聽讀策略4、筆錄策略、想像策略、預

測策略、背景知識策略、主題預聽策略、聽覺形象策略、整理歸類策略、

推斷策略、選擇注意策略、聯想發揮策略、情境策略、互動聽力策略
5。張

殿玉所提出的聽力學習策略，包括了「由下而上」與「由上而下」的訊息

處理方式；除了未有「情意策略」的部分外也，包括 Oxford（1989）其餘

五項策略類別。 

綜上所述，可知聽力是一認知的過程，語言學習的過程是不斷運用學

習策略而完善自己的語言能力，學習策略並不總是可被觀察到或自覺的，

因此造成了探討聽力策略上的困難度。 

三、影響聽力理解之因素 

影響聽力理解的因素，可分別從聽的材料、學生與教師三方面探討。 

（一）聽的材料 

聽的材料可分為在教室內與教室外。Chastain（1988）認為合適的聽

力材料有兩個特性，第一是有絕對的溝通目的，第二，對本身是重要的。

語言發生在面對面的情況或經由機械的裝置如：電話、收音機、電視等，

在面對面與電話的情況下，說者可收到聽者的回饋，使他調整說話以適合

聽者，因此聽者的任務較簡單，最難即是聽者被迫要處理一段語流。

Chastain認為，百分之三十到五十的自然語言有：停頓、猶疑（hesitation）、

錯誤開始及改正等現象。也常帶有主觀意見與不合語法的形式與結構。 

Byrnes（1984）整理出語言教師可進行的聽力理解活動可能包括至少

四種不同形式：1.主動的、自由的發言。例如：在家中或社交的喚起（social 

gathering）、電話會話⋯⋯等。2.仔細地討論之自由發言。例如：訪問、討

論。3.寫好的文本之口頭演出（oral presentation）。例如：新聞廣播、演講。

                                                 
4 「聽讀策劃」是指邊聽邊默讀或出聲讀所聽到的內容。 
5 在聽力活動中保持雙向或多向交流以促進語篇能力、社會語言能力和策略能力的生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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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固定的、排演好的腳本之口頭演出。例如：戲劇、電影。 

此外，媒體（medium）因素例如：縮減的形式（reduced forms）、傳

送率（rate of delivery）、不合語法的形式、停頓及語言錯誤（speech errors），

也是使用上要考慮的。 

 

（二）學生因素 

聽力材料的難度可視材料之語法結構、字彙、句子之複雜性而定，教

師可能會考慮到要排除學生尚未學到的字彙及語法，並針對學生母語進行

兩種語言的對比，其候再測驗聽的片段以決定學生是否了解內容。此外，

學生的母語、興趣、年齡與學習語言目的均是影響其聽力理解的因素。 

 

（三）教師的技巧 

影響學生的理解力之因素除了材料之外，尚包括：教師介紹主題的詳

盡程度、學生被指派何種類型的任務與聽後活動。教師的技巧在於讓學生

準備去參與真實語言的情境，並設計符合學生程度與需要的語言教學活

動，活用各種教學方法，提升學生的理解力並維持聽的注意力與興趣。教

師也應該留意並慎選學生聽的材料，了解學生聽力上的困難處。此外，由

於聽力是一內部的能力，需要要求學生以說或寫、作答或是動作的方式回

應，才可確保教學的成效。 

 

四、聽力理解發展 

（一）聽力理解發展特點 

楊惠元（1996）指出，成人在學習第二語言之前，都已經牢固地建立

一套包括語音、語法、語義的母語語言系統，在學習第二語言的初期，往

往要借助於母語的語言系統來感知目的語的語音、語法和語義，而不是直

接把接收到的語言信號跟目的語建立聯繫。這種借助母語的聯繫，會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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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上的緩慢與可能的失誤，要協助學生建立起目的語的語言系統，直接

用目的語思維，才能解決學生聽不懂目的語的問題。 

王魁京（1998）提出第二語言學習在目的語語音掌握過程上，有以下
特點： 

1. 第二語言的語音不能自發地、無意識地獲得。 
2. 發音能力已定向發揮，發音器官的活動已成相應的定勢。 
3. 語音感知能力已定向發揮，缺乏目的語語音「範疇知覺」的敏感性。 
4. 學習環境條件不同，刺激情況不同，語音聽辨與發出能力不同。 

我們是以「範疇」的形式知覺語音的，也就是「音位」，是區別意義

的最小語音單位，在兒童學習母語語音的過程中，此種範疇知覺能力已朝

向特定方向發展了，因此能夠很快區分不同音位的音區。但第二語言學習

者聽辨目的語的機會與經驗有限，缺乏對目的語音位知覺的敏感性，即使

處於目的語環境中有許多可感知的語音材料，但其發音能力也已朝定勢發

展，若在不能有效利用環境條件的情況下，仍需接受正規的或非正規的教

育途徑，以掌握目的語語音方面的知識。此外，根據語音知覺的範疇性的

特點，可以發現，成年人在學習第二語言的語音時存在以下普遍的規律：

母語裡沒有的而在第二語言語音系統裡才有的音，或在母語裡是同一音位

而在第二語言裡卻是不同音位的音，學習者在分辨上就會有困難。 

Miyawaki6研究了不同母語的語音感知聽辨，發現母語是英語的受試

對於從“ra”到“la”變化的一系列語音刺激能以範疇的形式進行知覺，

而母語是日語的受試卻以非範疇的形式來知覺同樣的語音刺激，這說明了

在日語裡不把“r”和“l”看成不同的語音範疇。對於母語是漢語的人來

說，“r”和“l”也是兩個不同的音位，在聽辨和發音上都不成問題。然

而對於學漢語的日本人來說，由於缺少聽辨“r”這個捲舌音的經驗，也就

很難分清兩者之間有何不同。 

此外，例如送氣音與不送氣音的辨別，也是一般外國人在學習漢語時

的難點之一，辨音是人的聽覺方面的事，聽清楚了聲音上細微的差別，明

                                                 
6 見於彭聃齡編（1991），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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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了其區別字義的作用，才能逐步形成範疇知覺，形成辨音的能力。 

 

（二）聽力行為的類型 

Brown（施玉惠等譯，2003）、在外語課堂中學習者的聽力可分為以下

六種類型： 

1. 反應式（Reactive）：聽者聽後重述，不需表達意思。 

2. 密集式的（Intensive）：練習單獨的語言成分，屬於由下而上的技巧。 

3. 回應式的（Responsive）：教師提出簡短的問話使學生立即回答。 

4. 選擇式的（Selective）：聽較長的言談，學生選擇性地掃瞄（scan）某些
訊息。 

5. 廣泛式的（Extensive）：屬於由上而下的過程，選材廣，目的在獲得某
一信息。 

6. 互動式的（Interactive）：總合前述之各類型，學生討論、辯論、角色扮
演或小組活動，實際的溝通對話。 

根據對聽力行為的分類，可以在明白不同的教學技巧下，學習者能聽

懂的程度，教師可視情況改變教學技巧以使學生有不同的聽力行為，達成

不同階段的聽力目標。 

 

（三）聽力微技巧 

聽力技能可被細分為微技巧（moroskills），Richards（1983）與楊惠

元（1996）均將聽力技能細分為數種聽力微技能，以下列表比較兩者之異

同，聽力教學的重點在提高學生的各種聽力微技能。 

表三-3 聽力理解微技巧比較 

Richards（1983） 楊惠元（1996） 

1. 把各種不同長度的語句暫記下來。

2. 明辨英語的不同語音。 

3. 認識英語的重音、句中的輕重字和

1. 辨別分析能力：首先對於收到的聽
覺訊息進行分析、辨別、歸類，要注意

到訊息的共性與特性，也要掌握語音的

排列組合，包括：聲、韻、調、停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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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奏、句調，並了解這些音律現象在意

義表達上的重要性。 

4. 認識字詞的簡化形式。 

5. 區別字詞的界限，並明白字序的類
型與重要性。 

6. 處理各種速度的口語。 

7. 處理含有停頓、語誤、修正以及其
他表達因素（performance variables）的
談話內容。 

8. 認識文法類別，如：名詞、動詞等，
系統如：時態、複數等，句型、規則及

省略句法。 

9. 偵察句子成構成成分，並區別主要
和次要的構成成分。 

10. 明白一個意思可以用不同形式的
語句表達。 

11. 辨識口語言談中的連貫標記。 

12. 辨識語句中的溝通功能。 

13. 用生活知識（real-world 
knowledge）來推測情境、參與者及目
標。 

14. 從所聽事件來預測結果、推測線索
等。 

15. 區別表面意義與弦外之音。 

16. 利用表情、手勢、肢體語言等來解
讀意義。 

17. 發展一套聽力策略，如：探索關鍵
詞、求助、表示懂或不懂等。 

重音、語氣等。 

2. 記憶儲存能力：語言訊息解碼的速
度與已儲存在大腦中的經驗數量有

關：若是無目的語的經驗成份，聽力理

解也就不可能。在精讀課之後安排聽力

教學，可透再現與重覆，將信息由短期

記憶進入長期記憶中。 

3. 聯想猜測能力：聯想猜測可分為兩
種，一是內容方面，包括主題、觀點、

情節等，二是詞語方面，包括人名、地

名、方言、術語等非關鍵性生詞。在交

際情境中，有時編碼表達的過程尚未結

束，聽者已能理解其意，因此，聽者並

非完全消極被動，而是能夠一邊聽一邊

積極主動地思考。 

4. 快速反應能力：語言行為的速度在
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刺激與反應的連

結，因此要使學生聽的機會多，並給予

大量聽的材料，不斷地反復提取與運

用，可提高熟練程度。 

5. 邊聽邊記能力：聽力理解不僅要求
學生懂，而且要能記憶，應養成此一習

慣，將聲音訊息變為文字符號，以便複

習與查閱。 

6. 聽後模仿能力：在實際交際中，當
聽不懂詞或句子時，有聽後模仿能力的

人可以藉此反問對方「是什麼？」或「在

哪裡？」，可增加學習的機會。 

7. 監聽能力：檢索監聽就是帶有明確
目的性的聽，或是帶著問題聽大段話

語，如此便能集中注意力在特定方向

上。 

8. 概括總結能力：聽力與閱讀的共通
教學目的便是培養概括總結的能力，要

能抓出句子的關鍵部分，或是話題與要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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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外國人學習與使用漢語的情況方面，高彥德等（1995）調查了對

聽、說、讀、寫、譯五種基本語言技能的運用情況與主要困難，針對七百

八十五名學習漢語的外籍學生作調查，發現在各項技能中，「說」最受重

視，「聽」次之。外國學生對各種內容聽懂的程度，在六項內容中，聽講

課與電話的內容聽力理解水平最高，其次是講座與電影電視劇，而業務交

談與廣播電視新聞是聽懂程度最差的內容。在聽不懂的主要困難方面，「生

詞多」是影響外國學生漢語聽力的最大障礙，同時也發現，若在中國學習

和工作的時間較長，「速度快」較不構成太大困難；若所聽內容較廣泛，「內

容不熟悉」對理解的影響較大。王曉澎等（1991）表示，高級階段的漢語

教學，其在聽力上的困難是無法聽懂新聞播報。因此，新聞聽力是聽力較

高難度的目標。 

 

五、聽力教學 

楊惠元（1996）認為聽力教學的目的是：通過一定的練習和刺激，通

過可懂輸入增強儲存在大腦中的詞彙的可感應性，增強使用語法規則的熟

練程度，建立目的語的言語系統，擺脫對母語的依賴性。 

呂必松（1993）認為，處理聽說和讀寫的關係之原則和方法，不一定

完全相同，加上多數人覺得漢字難認、難寫，有些語言的教學採用「聽說

領先」的方法，先學說話，到一定的階段再學讀寫，此與學習環境也有關

連，一般在國內仍採用基本上是聽、說、讀、寫同步發展的方法，因為教

學對象多半是成年人，可同時學習幾種語言技能，多數成年人也不能全憑

聽覺學習第二語言，借助視覺，可以幫助記憶所學的內容。 

（一）聽力教學課型 

大陸對外漢語教學界將「課程」與「課型」分開，呂必松（1993）認

為，教學內容有相對獨立系統的叫課程，屬於一門課程的分支叫課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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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以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課程，包括有：1.語言課；2.翻譯課；3.

其他課程7。 

現代漢語課的課型，包括：1.綜合課；2.專項技能課；3.專門目標課。

綜合課的主要任務是藉由一種教材，進行聽、說、讀、寫的全面訓練，以

及文化背景知識和語用規則的教學。七○年代中期，北京語言學院進行了

一項按技能、分課型的教學試驗，獲得初步成功，此後又繼續得到了推廣。

專項技能課劃分了語言技能以進行訓練，其特點就是專門性，專門訓練一

兩項語言技能和相應的語言交際技能，例如：聽力、說話、閱讀、寫作等

課型。專門目標課是特殊的課型，其特點是教學內容結合有關的專業內容

或專門的語體和文體，有專門的教學目標。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文學閱讀、

外貿口語、報刊閱讀、新聞聽讀、科技漢語⋯⋯等，均屬之。 

劉頌浩（2001）指出，聽力與說、讀、寫、譯等技能均有關係，而與

「說」關係最密切。大陸許多院校都設立了聽說課或視聽說課，無論視、

聽、說，何者是目的與手段，各佔比例是多少，三者關係應不是固定不變

的，教學步驟以及學生語言程度均會影響對視、聽、說關係的處理。與聽

力直接有關的其他課型還有電視新聞、新聞聽讀、廣播新聞聽力等。馬燕

華（1999）的調查表示，不少日韓學生做聽力練習時，首先憑借語音找出

對應的漢字，然後再進行意義方面的加工，因此漢字可能有助於提取所聽

到語音的意義。 

聽力有階層性的難度，發音者的清晰度、速度，對所聽內容的熟悉程

度等都會隨語言能力四技能並進而逐步發展。在課堂中，學生除了能聽懂

教材內容的標準發音，其次是語言教師的語言、課堂中同學的發言與對

話，延伸至教室外的外國人口語，甚至是各種場合或專業的外語發言。 

                                                 
7 其他課程跟語言課和翻譯課不同，這些課程的教學內容是有關的知識而不是語言本

身，教學方法也是著重於知識的傳授而非技能的訓練。例如：語言知識課、文學課、文

化知識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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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聽力教學原則 

呂必松（1993）認為，語言教學的教學原則必須綜合考慮語言規律、

語言學習規律和語言教學規律，以此為基礎加以制定。楊惠元（1996）認

為，聽力訓練的原則之一即是提供可懂輸入，而可懂輸入可以有兩種要

求：一種是要求聽懂全部內容，從整體到細節，包括每個詞語，即所謂「精

聽」。教師在選材上要特別慎重，生詞不能過多、沒有新的語法點、篇幅

不可過長。另一種要求是只需聽懂主要意思，不要求聽懂所有的細節和詞

語，即所謂「泛聽」。選擇這樣的語言材料，條件可以放寬。這兩種要求

應以前者為主，後者為輔。 

 

（三）聽力教學步驟 

1. 早期階段：教學需注重由淺至深的順序，在聽力教學的早期階段，

教聲音系統的兩個方式：一是個別地教分離的音；另一是在令學生參與溝

通活動中學習發音，目標是可接受的（acceptable），而非完美的發音。注

重全體性（totality）而非個別的成份。此階段任務兩個基本步驟是：第一，

當專注於個別的語言成份的聲音時，同時有意識地學習語法與字彙。第

二，當學生參與溝通活動時，去「獲得（acquire）」它們。 

2. 聽力活動順序：一般信息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聽與說的形式

實踐，王健、周永平（2004）認為，要使學習者更好地掌握聽、說技能，

可注意以下幾點：第一，預聽活動：在學生聽懂一段錄音教材之前，需要

一定的語言知識，以及背景知識，預聽活動讓學生做好準備，儲存好必要

的、相關的知識。其次，正確理解：在聽外語材料時，不需要百分之百聽

懂、記住每一個詞句，只要抓住所聽材料的主要思想約達七成，就可以回

答問題了，教師可傳授各種技巧並提供練習引導學生把注意力集中在聽力

材料的中心上，例如，可以重點理解主題句、找出重覆的詞或重讀的詞可

幫助學生清楚主題。教師可問些概括性的問題，而具體的、細節的問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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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學生掌握了主題後再提問。第三，口頭表達：在課堂中，教師應鼓勵學

生開口用外語表達，如此可訓練學生用外語思考，以及組織外語的能力，

並更能集中精力聽講，積極運用外語。 

（四）回應輸入的方式 

聽力特性之一即是需要回應才知其理解程度，維持注意力，課堂上為

了解學生聽力理解程度而做的活動很多，Chaudron（1985）則進一步分析

了回應輸入任務的維度如下圖： 

語  言  產  出 

 

圖三-3 Chaudron（1985）回應輸入任務的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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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udron（1985）的分析可做為教師考慮學生學習特性並平衡教學活

動側重點之參考，依照學生年齡與程度調整所要進行的語言教學活動，再

以回應輸入的任務來評估確保學生聽懂的程度，並以此做為進度規劃與補

救加強教學的方針。 

 

（五）聽力教材 

聽力教材在台灣地區少有專門性教材的出版，大陸方面，劉頌浩

（2001）統計了自 1954年 1994年間，大陸共正式出版對外漢語教材 114

種，聽力教材只有 13種，占 11%。這種情況與許多學者強調的聽力理解

領先原則是不相襯的。 

綜上所述，聽力因為非外顯的特質，其為語言學習技能之首卻往往不

被重視。影響聽力理解的因素包括學生的語言學習策略、母語遷移、教師

與學生的課堂因素，及聽力材料本身等，我們相信聽力是能被教導或訓練

的，除了聽、說技能的強調訓練以外，讀、寫、譯仍是非常重要的技能，

同樣需要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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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外語詞彙學習與教學 

詞彙學習為語言學習中重要的一環，可大分為輸入與輸出兩類，懂得

或能運用一詞彙代表具備什麼知識？外語聽力需要多少的詞彙知識？良

好有效的聽力策略為何？聽力難點為何？詞彙教學有哪些原則？詞彙學

習與習得的主動性能如何達成？ 

以下分「詞彙知識之要項及其與聽力之關係」、「詞彙學習之策略」、「影

響詞彙學習之因素」、「詞彙學習發展」與「詞彙教學」五點來探討外語詞

彙的學習與教學。 

一、詞彙知識之要項及其與聽力之關係 

聽覺材料或語流是線性的，無法倒回；而詞彙的認知則是一個網絡，

可以不斷鞏固，並加深加廣。詞彙是承載語意的重要材料，也是語言變遷

中重要的一環，其變化容易觀察得到，學習者若選擇學習有價值且能啟發

思想的詞語，則能活化其認知能力與彈性，並從詞彙中體認不同種族的文

化。 

掌握一個詞語就是要了解它的形式、意義、位置和功能，包括了理解

性與產出性的能力，以及語言各種細項的認知，例如：字音、書寫形式、

語法結構、搭配關係、語體及語用等。 

Nation（1990）針對詞彙知識，分析了學習者應該掌握的詞彙能力，

徐曉豔等（1999）提出詞彙教學策略的幾個重點，列表比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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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4 Nation（1990）與徐曉豔等（1999）詞彙能力細目表 

Nation（1990） 徐曉豔、趙波（1999） 

1.詞的語音形式 （The spoken form 
of a word） 
2.詞的書寫形式 （The written form 
of a word） 
3.詞在語法結構上的表現 （The 
grammatical behavior of a word） 
4.詞與別的詞的搭配關係 （The 
collocation of a word） 
5.詞出現的頻率 （How frequent the 
word is） 
6.詞在文體使用上的限制 （The 
stylistic register constraints of a 
word） 
7.詞的概念意義 （The conceptual 
meaning of a word） 
8.詞與別的詞的關聯性（The 
association a word has with other 
related words） 

1.識別它的發音和書寫形式。 
2.能按照意義再現詞彙。 
3.能與相對的概念和對象建立聯繫。
4.使用時能夠在語音上為聽話者所
識別。 

5.能夠正確書寫。 
6.能夠使用相對應的語法形式 
7.能夠把它和合適的詞一起使用並
搭配得當 
8.能夠在恰當的場合使用 
9.了解認識它的內涵意義與關聯意
義 

 

 

無論從學習者應掌握的角度或以教學者側重的重點來看，詞彙知識都

包括語言理解與運用兩層面，聽力所需的詞彙知識，除了未必需要書寫系

統方面的知識外，從辨音到聯繫已有的網絡結構以彌補不完整的訊息來獲

得語音內容，學習者在概念及思考能力的發展，理解力、記憶力與社會生

活經歷等，都有助於其聽力上的理解，具備了良好的聽的動機與自學的語

言對比能力，才能進而從「學習如何聽（learn to listen）」提升至「從聽中

學習（listen to l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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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詞彙學習之策略 

張殿玉（2005）將學習者在掌握英語詞彙的過程中，整理出各語言技

能較常用的學習策略包括： 

1.記憶策略：將詞彙列表，死記硬背。 

2.練習策略：做單項詞彙練習，對單詞進行比較和識別。 

3.誦讀策略：藉由背誦目標篇章記憶單詞。 

4.查字典策略：了解詞意並紀錄學習。 

5.搭配策略：在固定短語和習語中學習詞彙。 

6.構詞法策略：藉助詞源、詞根、詞綴及其他構詞知識學習詞彙。 

7.上下文策略：在閱讀中通過上下文學習詞彙。 

8.猜測策略：根據上下文中的已知信息猜測多義詞和生詞。 

9.歸類策略：將詞彙按照語意、語用進行歸類學習。 

10.聯想策略：藉助接近聯想、對比聯想和相似聯想記憶、回憶和運用詞彙。 

11.廣泛閱讀策略：有意或無意地使用綜合策略閱讀題材和體裁多樣的可理

解性篇章。 

12.運用策略：在聽、說、讀、寫中對詞彙進行高頻運用。 

張所列出詞彙學習的策略中，與其聽力學習策略相通的策略包括：猜

測策略、歸類策略與聯想策略，而在 Oxford（1989）的分類裡主要是記憶

策略與認知策略類，學習者藉由理解詞彙內部的結構，與上下文的搭配、

查詢、廣泛地接觸並使用等方式來學習詞彙。 

 

三、影響詞彙學習之因素 

（一）中介語產生之因素 

前述「過渡語言」（transitional competence）、「近似語言」（approximative 

system）或「中間語言」（interlanguage），魯健驥（1984）說明「中介語指

的是由於學習外語的人在學習過程中對於目的語的規律所做的不正確的歸納與



 

 44

推論而產生的一個語言系統。」魯健驥（1984）也詳細地說明了中介語此系

統產生的因素，包括：1.母語的負遷移，即干擾；2.所學的有限目的語知

識的干擾；3.本族或外族文化因素的干擾；4.學習或交際方式、態度等的

影響，如避免使用某些難音、某些難用的詞和語法形式；5.教師或教材對

目的語語言現象的不恰當或不充分的講解和訓練。 

 

（二）詞語偏誤之可能因素 

魯健驥（1987）分析了詞語偏誤發生的可能情況有以下幾種： 

1. 目的語的詞與母語的詞之間在意義上互有交叉。 

2. 兩種語言中對應詞的搭配關係不同。 

3. 兩種語言中意義上有對應關係的詞語，用法不同。 

4. 兩種語言中的對應詞語，在感情色彩、語體色彩、使用場合等方面
有差別。 

高英根（2003）指出，韓國學生在學習漢語中出現的偏誤原因可歸納

為兩大方面，一方面是母語干擾，另一方面是學教方法
8失當。在韓國本地

學習外語，母語干擾是環境因素，也是客觀因素，而學教方法則是個體因

素，也就是主觀因素。高認為在無漢語環境下學習漢語，學生應掌握好科

學的學習方法，要系統掌握有關知識、精益求精並多作訓練。 

 

（三）外來語 

外來語融入漢語已超過兩千年，漢語也隨著中國文明、文化融入各國

語言中。外來語不僅豐富了語言的表達功能，彌補語言的不足，也增進文

化的交流與互動，楊旭淵（2004）整理了中文的外來語來源，包括：1. 先

秦兩漢時代：源於中亞的外來語，經絲路進入中國，如：苜蓿、蒲桃、菠

菜⋯⋯等。2. 魏晉南北朝時代：源於梵語的外來語，隨佛教傳入中國，如：

菩薩、羅漢、剎那⋯⋯等。3. 清末至民國初：源於日語的外來語，如：科

                                                 
8 「學教觀」是指從學生的實際需要出發，將教師的中心地位轉變為以學生為中心（王
曉澎等，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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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電報、派出所⋯⋯等。4. 五四運動以來：源於英美的外來語，如：沙

發、吉普、卡通⋯⋯等。5. 一九四九年後：台灣以美語的外來語為多，大

陸則有俄語的外來語。即使如此，中文可說是外來語最少的語言之一（惠

伊深，1999）。 

 

四、詞彙學習發展 

（一）主動型詞彙（active vocabulary）與認知型詞彙（recognitive vocabulary） 

主動型詞彙是指能夠在口語或書面中使用的詞語，而認知型詞彙是指

認識但還不能夠自由運用的詞彙，因此，認知一個詞語所需的知識可能只

是部分的，而主動型詞彙則需要一個詞的詳盡信息。鹿士義（2001）指出，

漢語是一種深度正字法（deep orthography）9的語言，相對應的語音符號規

則性的程度非常有限。Koda（1996）認為，在閱讀拼音文字和表意文字過

程中，所使用的加工策略有本質上的區別。因為表意文字需要心理記憶，

而對於拼音文字，語音和意義的提取只需要語音知識。鹿士義認為，漢語

正字法造成了認知型詞彙和主動型詞彙的距離增大。此外，在書面漢語

中，因為缺乏語音的通達，從語音辨認到詞語辨認到寫出該詞語，其所造

成的距離要比拼音文字的詞語習得大得多。 

 

（二）詞彙搭配 

語言學習並非簡單相加的過程，學習者必須重新去組織他腦中原有的

語言知識。心理詞彙庫也並非隨意組合的文字，詞與詞的組合出現是有預

測性的，Lewis（林文婷等譯，2002）提示出詞彙搭配在語言教學上的重要

性，他提出：「如果母語人士將大量的語言以字串方式儲存，那麼語言教師應該

採用什麼方法，才能幫助學生建立同樣由詞組組成的心理詞彙庫呢？」Lewis

                                                 
9 鹿士義認為，像西班牙語和英語等正字法為淺層文字（shallow orthography），容易見形

知音，相比之下，漢語是一種正字法為高深度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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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指出每字都有自己的文法，也表示所有以詞彙為中心的教學法，其實在

許多方面都比傳統文法教學更文法。Lewis定義「詞語搭配」為：「常常一

起出現（collocate）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單字。」詞語搭配可能有幾種形式，

以英文來說，有：動詞＋受詞、形容詞＋名詞、動詞＋介系詞、副詞＋形

容詞＋名詞等結構，在教學中宜點明。除了詞語搭配外，「慣用語」在詞

彙裡也有重要地位，Lewis定義了慣用語較寬的意義為：「一段有一定程度

的固定性與也許有一定程度的非文字性的文字。」某個詞語是否為慣用語可取

決於兩個因素，一個因素是固定及可變的程度，另一個因素是語義上的不

透明與透明的程度。 

在語言教學上，辭典中的例句及用法，可提供詞語搭配的實用資訊，

除了傳統辭典，電子辭典具有強力的、快速的查詢功能，還有詞語搭配詞

典，以及網路辭典、網路翻譯器可供使用參考。近年來網際網路的發展使

得各地的人都增加了使用電子文本的數量與多樣性，即使在非目的語環境

學習語言的人也有無止盡的語言內容可探索，不再受限於課本與課堂上提

供的語言內容。在這個電腦與電子辭典提供即時答案的時代，語言教師光

是告訴學生某件事很重要是不夠的，還要讓學生接受；認識一個字不只是

知道它基本的定義，還要知道怎麼使用它，教師可藉由有系統的與特定的

測試幫助學生。 

 

五、詞彙教學 

（一）詞彙搭配教學 

字彙教學可分為顯式（implicit）與隱式（explicit）的，傳統文法翻譯

法的教學是字彙的直接教學，而在 1970、1980年代流行於美國的溝通式

（communicative）語言教學方式不重視顯式的字彙教學，主張學生可以從

豐富的內文裡猜測與推論，但已有學者批評這種方式的問題是速度的緩慢

與習得的比例、可能的猜測錯誤、不重視個別能力與學習型態，尤其是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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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牢記新字彙等（Lewis，林文婷等譯，2002）。 

有系統的詞彙搭配應包括詞語搭配，並達到能讓學生有意義地多接觸

字彙的目的，教師要研發並調整自己的技巧以幫助學生複習課堂上教過或

用過的詞語搭配，測驗練習的型式可有以下幾種（Lewis，林文婷等譯，

2002）：1.詞語搭配欄：教師以空格方式讓學生填入原有的詞語搭配。2.補

充增進字彙的測驗：可利用「挑出不屬於這一群的字」，或是要求預期會

一起出現的字。3.反向的字彙測驗：教師準備一串字的定義，可能是更長

的描述或解釋，學生必須提供正確的詞語搭配。4.造例句：測試詞語搭配

的使用。5.詞語搭配的骨牌遊戲：以卡片組合成恰當的詞語搭配。教師也

應把詞語搭配的觀念介紹給學生，如此可增加記憶力的容量，加速思考的

流暢度，許多複雜的概念也可以詞彙表達，以使事半功倍。 

 

（二）配合語法教學 

方麗娜（2004）指出，詞具有雙重性，既有詞彙屬性又有語法屬性。

漢語中有為數眾多的固定語，尤其是四字格的固定語，包括了成語及慣用

語，透過結構或語義的分析、解釋，我們能看出其在語句中的用法，有一

定的規則可循。以動賓詞組為例，當學習者具有一定之語義概念知識，但

在聚合動詞與賓語時，順序時常是重要的。Yu, M.（2003）將中文複合詞

的五種結構：主謂結構（SP：Subject-Predicate）例如：耳鳴、偏正結構（MH：

Modifier-head）例如：大紅、動賓結構（VO：Verb-object）例如：打仗、

動補結構（VC：Verb-complement）例如：吃飽、聯合結構（CO：Coordinate）

例如：男女。結果發現日籍學生在學習「動賓結構」詞彙的表現的確較美

籍學生差。 

中文在動賓類型上究竟屬於「動賓語言（V-O language）」或「賓動語

言（O-V language）」或兼有之，學者之間尚未有定論，一般來說，在句中

是「動賓語言」形式，但中文著重表意、主題顯著與省略情況多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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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詞或句中，容易有兩者皆可也皆通的情況出現。目前已可確定屬於 SOV

的語言有：日語、韓語、匈牙利語⋯⋯等，英語則屬 SVO語言。 

李大忠（1996）認為，操同一母語的學生在學習漢語的不同階段上會

出現不同的語法偏誤；而在同一學習階段上，操不同母語的學生會出現同

的語法偏誤。韓籍學生在學習之初，若容易依賴母語翻譯成漢語，則需注

意調整其語序，教學者也應分析四字格中的詞性，句中詞彙的組合原則與

慣用的搭配，學生有了詞性概念的基礎之後，才能培養其遇到新詞句自行

解讀、帶得走的自學能力。 

 

（三）配合語篇教學 

語境是詞彙出現的語篇環境，一般可分為書面語的上下文語境，和口

語的情境語境。中文詞彙在兩種環境下的使用有融通之處，也有使用多寡

的差別，在進行書面語或口語教材的教學上，也應視學習者的不同程度與

目的有所著重與取捨。語篇才能完整表達一個想法或訊息，太過於強調詞

彙的教學會使學生難以掌握語篇的主要意義。在理解語篇時，與中心主旨

詞彙相關的詞彙應也會被激發，形成語意鏈或語意網，在教學上可訓練由

上而下的理解方式，並逐步訓練出學生的抓中心主旨、詞彙搭配之能力，

培養對漢語的語感。 

 

（四）配合文化教學 

常敬宇（2000）認為，漢語研究和漢語教學，尤其是對外漢語教學，

必須重視漢語詞彙和漢文化的關係，重視漢語的文化詞彙的研究。因為在

教授漢語詞彙的同時，必須對產生和使用漢語的文化背景知識加以聯繫和

闡述。相對於一般詞彙，「文化詞彙」的界定較模糊，文化詞彙具有常敬

宇（2000）所指出的兩個特點：一是文化詞彙本身載有明確的民族文化信

息，並隱含深層的民族文化的含義。二是它與民族文化有各種關係，有的

是該文化的直接反映，例如「龍、鳳、華表」等，有的則是間接反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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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漢語的紅、黃、白、黑等顏色詞及松、竹、梅等象徵詞語；有的和各種

文化存在著淵源關係，例如來自文化典籍的詞語及來自宗教的詞語等。 

詞彙習得是一個終生認知的過程，也是一連串的累進與發展，藉由了

解現代漢語詞彙，可以進一步了解古漢語的優美豐富，也可以了解漢民族

文化、及其對事物的思維、經驗與想像，無論是透過傳統中國語文的方法

學習漢語詞彙，還是考慮外語教學中的聽、說、讀、寫，以及語用、頻率

等因素，外籍人士產生過渡的中介語，在母語和漢語的對應上有不對等的

時候容易造成混淆，學習者容易產生偏誤。我們從兒童掌握母語的過程中

得到的啟示，是在語言輸出之前，必然需要大量的輸入，也藉由語言意識

的反思來完善自己的語言。中文詞彙的特點是漢字的孤立性與強大的表意

性、高度的構詞性，漢語為聲調語言，漢字是一種深度文字，因此，學習

者的認知型詞彙與主動型詞彙之間會有落差，在教學上宜注意並拉近兩者

之間的差距，加上詞彙搭配教學，使學生能充分運用認知型詞彙，以擴充

主動型詞彙的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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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華語新聞與教學 

德國學者Michael認為，新聞價值就是選擇新聞的標準。DeFleur & 

Dennis認為，新聞價值是新聞報導的「潛在興趣程度」。胡興榮（2004）

指出，新聞的本源是所發生的事實，一則新聞的價值基本上是由事實本身

決定的，但本質以外的判斷標準，有下列幾項：1.影響性：此報導事件影

響人數的多寡及程度的輕重；2.接近性：包括地理上與心理上的接近；3.

時性：是媒體人最大的競爭；4.顯要性：報導對象的名氣越大則此新聞價

值越高；5.異常性：越不尋常的事件越有新聞性；6.變異性：事件的變動

越大、越急，新聞的價值越高；7.衝突性：戰爭、政治事件或犯罪經常成

為媒體賣點； 8.人情趣味性：觸動人心與有趣味性的新聞往往能吸引人的

目光。 

一、新聞標題 

為了吸引閱聽人的注意，新聞標題（headline）顯得很重要，巫宜靜

（1998）整理出報紙新聞標題有「吸引讀者閱讀新聞內容」、「簡述新聞內

容要點」及「解釋新聞內容的中心意義」等重要功能。黃甲乙（2004）提

出臺灣新聞標題語言的優點包括用語淺顯易懂，並善於運用鄉土語言。目

前台灣新聞面臨到國際化、鄉土化、白文化與電子化的挑戰，也為新聞標

題語言發展的趨勢。此外，中文新聞標題常運用排比、押韻的修辭方式，

造成音韻之協調。因此，掌握一則新聞甚至多種新聞媒體的各則新聞標

題，便能夠快速地簡要得知新聞內容，熟悉新聞用語並決定是否繼續閱讀。 

 

二、新聞文體 

新聞不是和說話人或聽眾的行為相關的宏觀言語行為（Van Dijk，曾

慶香譯，2003），也就是「去語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其用語多為書

面語，新聞播報可分為唸新聞稿、採訪、專題報導、現場連線報導等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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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語體上會有書面語和口語錯落轉變的情況，除了播音者外，也可聽

到實際人民的意見表達。 

根據 Nunan（1991）對口語類型的分析，新聞報導聽力屬於有計畫的

獨白（monologue），說者常常一個人一直講，聽者必須一直聽下去，不能

從中打斷，有計畫的獨白有先行寫好的講稿，因此沒有太多贅言

（redundancy）或遲疑（hesitations）、停頓等現象，聽者必須有付出較大的

注意力才能聽懂。獨白不同於對話（dialogue），不能用來提升人際關係，

而僅是傳遞命題或事實的訊息交流，聽者若對於聽的內容有較佳的背景知

識，對其主題有較高的興趣或熟悉度，則對其理解有相當大的幫助。 

書面語與口語在多數情況下不可混淆使用，但要明確界定卻不是容易

事，Cornbleet & Carter（2001）提出以下一般人對書面語與口語會有之五

項迷思（myth），用以闡述兩者之間的特徵，其界限並非一般迷思所認定

的二分，而是一程度上的連續面。 

1. 永久的（permanent） 

迷思是，所有書面語都是永久的，所有口語都是暫時的。但例如書面

紙條就並非永久的，錄下音的言談則可長久保存。 

2. 正式的（formal） 

迷思是，所有書面語都是正式的，所有口語都是不正式的。但給友人

的電子信件就並不正式，口頭發表則是正式的。 

3. 互動的（interactive） 

迷思是，書面語是單向而口語是互動的。但演說形式的口語是較低程

度的互動，聊天才是高程度的互動，而布告是低程度的互動，文字訊息（text 

message）是較高程度的互動。 

4. 訊息的（informative） 

迷思是，書面語夾帶重要資訊而口語是個人的與社會的。但例如食譜

是較高訊息取向的，問候卡片則是高社會取向的，而氣象播報的口語是高

訊息取向的，問候或招呼的口語才是高社會取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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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依賴上下文的（context-dependent） 

迷思是，所有書面語在某程度上都是依賴上下文的。但小說作品是低

程度依賴上下文的，口語中的口頭指示是高程度依賴上下文的。 

新聞聽力包括廣播與電視形式的新聞播報，以及新聞聽力教材中的語

音材料與利用網路傳播的聲音訊息，部分網路內容較能長久保存，每日均

有更新的內容可供收聽；其正式性高，互動性低，攜帶高訊息量而無個人

或社交的取向，其理解依賴上下文的內容。 

 

三、新聞篇章結構 

新聞報導寫作的結構型式，可分為「正金字塔（The Upright Pyramid 

Pattern）」與「倒金字塔（The Inverted Pyramid Pattern）」結構，倒金字塔

式是把最重要、最新鮮、人們最關心的事情寫在前面，正金字塔則是將新

聞中最重要或最懸疑的部分寫在最後面（徐麗文，2004）。 

荷蘭學者 Van Dijk（曾慶香譯，2003）提出了「新聞基模（News 

schemata）」，即是報紙新聞的常規形式和常規範疇。Van Dijk並認為，新

聞理解包括了以下的步驟：1.感知和注意；2.閱讀；3.解碼和解釋；4.事件

記憶中再現；5.形成、使用和更新情景認知模式；6.使用和改變一般性、

社會知識和信念。其強調了人們對待新聞的方式，在舊有的新聞理解經驗

上，「更新」觀念的重要。 

 

四、新聞教學與學習 

Sanderson（1999）指出，將報紙新聞運用在課堂教學上的重要性有以

下幾點：1.一般教育價值（general educational value）；2.文化資訊（cultural 

information）；3.語言變遷（language change）；4.英語變異（varieties of 

English）；5.讀者興趣（reader interest）；6.為愉悅目的而閱讀（reading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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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ure）；7.真實材料（authentic materals）；8.特殊主題的材料

（subject-specific materals）；9.教學材料（teaching materals）；10.多重程度

（multi-level）；11.教課計劃（lesson planning）。無論從語言教師與學生，

或是母語者與外語學習者的角度來看，新聞都具有相當高的學習價值。 

 

（一）新聞詞彙之特性 

陳石安（1981）、郭伯佾（1986）、李振杰（1985）從新聞從業人員或

研究者的角度，提出中文報紙新聞語言的特徵包括：1.助詞文字省略，如：

「的、了、嗎、吧」等字；2.名詞、代名詞節縮；3.使用較短的簡縮字，

如以「稱」、「謂」代替「表示」、「說明」。4.理論術語多；5.反應社會變革

的新詞語多；6.俗語多；7.成語多。目前華語教學學者對於新聞詞彙的分

析研究尚少，于叢楊（1987）認為，中國報刊語言中經常出現的具有文化

色彩的詞語，需在教學中將其「內涵義」揭示出來。 

 

（二）新聞教學 

于叢楊（1987）認為，通過新聞教學及語言技能的訓練，培養學生對

兩種文化異同的識別能力，有下列方法，：1.猜詞悟意；2.快速尋找中心；

3.領會修飾語的含義；4.歸納報刊用語模式；5.討論和辯論。 

語言教學的基本依據就是所使用的教材，新聞教學的教材常是困擾華

語教師的問題，孫德坤（1996）指出，教材編寫必須考慮兩個因素：一是

內容的選擇上要以學習者的需求、學習者目前的水平為依據；二是內容的

安排上要以學習者的學習特點、學習過程為依據。孫並認為，對外漢語教

學的一個特點就是學習者的多樣性，學習者在知識背景、學習目的與學習

特點等方面有很大的差異性，而這對於教材編寫而言是很大的挑戰。 

新聞不同於文學作品的特性是其「即時性」，許多學者均表示，教材

所編選的篇目再好，難免成了「舊聞」，但是使用固定的新聞教材仍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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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劉士勤等（1993）表示，使用固定的教材的優點，有助於保証教

材質量，可加強語言教學的系統性和科學性，並有助於師資的培育。教師

可從最新報刊或其他媒體上選取出語言難易適度、內容新穎的新聞作為泛

讀
10或泛聽的補充材料，以收到揚兩種教材之所長，彌補兩者不足的效果。 

 

（三）新聞學習 

外籍學習者接收中文新聞的來源，可大分為教材式與非教材式。已經

由華語教師或編譯者編寫後的教材，可分為：書籍、雜誌、線上網路教材

等，可包含錄音帶、CD、MP3或影音錄影資料。非教材式的新聞資訊則

是一般不針對外籍語言學習者的新聞，可分為：報紙、廣播、電視新聞與

由網路媒體所傳遞的新聞。 

袁軍（2000）分析了報紙新聞、廣播新聞與電視新聞的傳播特點與優

劣勢，其認為報紙新聞是利用文字、版面等方式來傳播信息；廣播新聞是

以聲音為唯一傳播符號，以節目作為組織內容的基本形式，完全靠聽覺，

迅速不受空間限制，傳播範圍廣且易於深入眾多的群眾；電視新聞則是與

廣播同樣以節目為內容的組織形式，以圖像、聲音、文字為傳播符號。 

表三-5 報紙新聞、廣播新聞與電視新聞之優劣勢比較 

新聞媒體 傳播優勢 傳播劣勢 

報紙新聞 1.便於深度報導。 
2.選擇性強。 
3.保存性強。 

1.出版過程複雜，程序繁多，
時效性較差。 

2.因以文字符號傳遞信息，接
受的群眾不如廣播、電視

廣泛。 
3.雖有圖片，但不如電視生
動，文字也不如聲音富感

染力。 
4.報紙發行亦受到運輸工具
交通條件的限制。 

                                                 
10 「泛讀」是在學習精讀的基礎上，盡量多讀一些與之有關的報刊文章，與精讀課所學
的語言知識相互印證補充，提高閱讀熟巧程度。泛讀宜以精讀為基礎，精讀靠泛讀擴展

和鞏固（劉士勤等，1993）。 



 

 55

廣播新聞 1.迅速即時。 
2.覆蓋面廣。 
3.受眾廣泛。 
4.伴隨收聽，可以「一心二
用」。 

5. 聲情並茂。 

1.轉瞬即逝。 
2.選擇性弱。 
3.不易貯存。  
 

電視新聞 1.形象、直接，具有強烈的現
場感。 

2.內容及表現手段的綜合性。
3.可共同收視，融洽關係。 

1.可視性的增加，即可想性的
減少。 

2.活動畫面的局限。 
3.其對社會的負面功能往往
更為直接、深刻。 

在華語地區學習中文者，可同時與母語者一起接收各種形式的新聞，

其優點是，可與母語者交談、討論，發表見解：此外，新聞播報人員多經

正音或挑選，口齒清晰流利，然而缺點是語速過快，所載之資訊量又大，

若無畫面或圖片等輔助，要達到精聽的目標非常困難，但可在泛聽的要求

下，養成聆聽中文資訊的習慣，熟悉聲調，維持住已學的語言知識，逐漸

培養語感。此時若能有正確記音的能力，可馬上記下聽到的詞彙或短句，

於聽後學習與複習。 

除了報紙、雜誌有網站、廣播電台也可利用網路收聽，專業新聞電台

或電視台也將廣泛利用網路傳播，對外籍學習者而言，網路所呈現的新

聞，文字部分可以透過線上翻譯器做基本的轉換成母語，或加注音標以利

學習與查詢，影音部分可利用反覆的特徵加強練習與備忘。 

 

五、華語新聞課程教學原則 

理解新聞語言包括閱讀與聽力，在華語新聞教學上宜先進行報刊閱讀

之教學，再進行電視新聞教學，廣播劇課程訓練則高級階段學生口語與聽

力，最後則由學生自行發展理解新聞廣播之能力，屬於高難度目標。劉士

勤等（1993）提出下列幾項報刊語言教學的原則： 

1. 以培養語言技能為主。 

2. 使用固定教材，配合補充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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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連貫性和階段性教學相結合。 

4. 語言知識講授與文化知識介紹相結合。 

5. 單項技能與綜合技能訓練相結合。 

6. 精讀與泛讀相結合。 

新聞華語課程之教材常有難以即時的問題，劉士勤等（1993）指出，

儘管新聞事件層出不窮，情況千變萬化，但作為信息的載體──語言，卻

是相對穩定的，例如：報刊常用詞語、句式和結構等。劉士勤等人並曾對

選入北京語言學院固定教材的四篇有關外國領導人訪華的消息進行統計

分析，雖然時隔二十年之久，重覆出現的重要報刊詞語占了百分之六十，

句式變化也很少。因此，掌握特定的新聞詞彙和句式，對讀懂或聽懂此題

材的新聞消息，甚至是表達出新聞消息，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因此，只要

分析出新聞詞語的特性與句法及構詞法，對於理解同類新聞有很大助益。 

新聞聽力特點之一是無文字、畫面等視覺訊息，視覺訊息對聽力有

正、負面影響，而缺乏文字訊息與標點符號，對於新聞標題是感嘆句、疑

問句或無說明之引言，而掌握在播音員之語調表現上。華語新聞具有書面

語的特點，夾帶大量新訊息量，學生不僅要聽懂新聞中的字詞，也要理解

新聞中所傳遞的訊息，因此，學生對於新聞題材的興趣或背景知識頗為重

要。母語者用自己既有的基模與知識背景來進行新聞理解，受限於特定知

識領域，而可能比非母語者的理解速度更慢。 

新聞詞語反映了當代語言的最新變化，除了本地自行創生外，台灣新

聞因地緣關係，容易受到日本與香港等地的用語影響，產生新詞語或外來

語，反而對於大陸特有的用詞較陌生，除了詞彙，語法、語音亦然，交流

越頻繁，詞語也越容易大量流動與影響。在新聞教學上宜掌握常用、固定

的新聞詞語，提示具有文化特色的詞語，精選具有學習價值的篇章教授，

以打下良好精讀與精聽的基礎，培養學生自行泛讀與泛聽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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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韓國漢字語 

韓國屬於漢字文化圈的一環，漢字文化或漢字對韓語影響極為深遠。

陳植藩（1964）指出，韓國漢字詞是很久以來，韓語從漢語裡吸引大量的

借詞，經過長時間的積累、使用和韓語化而來，今日漢字詞已是韓語詞彙

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楊人從（1985）表示，居住在朝鮮半島的韓族因為地理位置及政治上

的關係，很早就接觸到我中華民族的文化，早在第六世紀就出現借用中國

文字的『音』和『訓』來記自己事務的文章，並於當時就曾藉漢字頒律令、

編史書、作漢詩，已達到可以自由運用漢文的程度。他們在公式場合用的

是漢字漢文，在平時日常談話用的是韓語，這種使用雙語的情形持續到十

九世紀末幾達一千餘年之久。 

以下分別從漢字語的背景、漢字語的數量、漢字語的分類與特性及漢

字語在學習中文上的影響四個方面來探討。 

一、漢字語的背景 

韓國漢字語就是借用中文入韓語的詞語，借用的種類可分為直接借用

與間接借用兩種，間接借用即是「吏讀」11，蔡連康（1978）說明了漢字

語的借用過程，中文的口語與書面語跟韓語的接觸關係可以先分成以下四

層面： 

1. 中國固有語的社會 

2. 韓國固有語的社會 

3. 能懂中國書面語，無法理解中國口語的韓國知識階層 

4. 能通中國書面語與口語溝通能力的韓國的翻譯官員 

漢字語借用之「交替使用」、「干涉」、「統合」三階段變成了漢字語的

借用過程，分為以下六種： 

                                                 
11 「吏讀」是西元七世紀末，新羅時代的薛聰發明的古代朝鮮文字，是漢字以新羅語音
表記，漢文以新羅語判讀的方法。（網路資料：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

http://www.japanresearch.org.tw/director-09.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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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1→2 

（Ⅱ）1→4→2 

（Ⅲ）1→3→2 

（Ⅳ）1→4→3→2 

（Ⅴ）3→2 

（Ⅵ）4→2 

（Ⅰ）與（Ⅱ）種屬於直接借用過程，（Ⅲ）、（Ⅳ）、（Ⅴ）、（Ⅵ）種

屬於間接借用過程。楊人從（1985）表示，在韓國沒有創製韓文字母以前，

漢字漢語是唯一的記載手段，受其影響顯而可見，舉凡家族成員的稱呼、

數詞、動植物名、器物名及其他抽象詞都利用漢字來表達，甚至本身也利

用漢字新造詞彙，如「查頓、閣氏、人君」等是。 

楊亦指出例如佛教文化語彙、地名等也都有漢字語的使用，在十二世

紀的韓國語中，基礎詞彙如「千、萬、春、夏、秋、冬、海、江、銅、青、黑」

等和純韓語一併使用。韓語中時間詞如「年、月、日、週」屬漢字語，並以

五行加上日、月，計算一週的日子。 

 

二、韓國漢字語之數量 

陳植藩（1964）指出，文世榮《朝鮮語詞典》收錄詞語八萬五千多條，

其中漢字詞五萬多條，約佔總數的60%。楊人從（1985）指出，漢字語彙

在韓語中佔約 53.02%，文教部編「韓語使用頻率調查」中占 70.53%。其

中，名詞佔 77%最多，動詞及形容詞分別佔 14%及 4%，副詞佔 2%。 

鄭秀美（2003）表示，漢字語在韓語詞彙中所佔比例很大，在《韓語

大辭典》（1957）中統計，固有詞與漢字詞分別約佔了 45.46%與 52.11%，

外來詞僅佔 2.43%；李熙昇的《國語大辭典》（1961）中，統計出固有詞與

漢字詞的比率為 24.4%與 69.32%，外來詞僅佔 6.28%。綜合以上各家說法，

漢字語約佔韓語詞彙中的百分之五十至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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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韓國漢字語之分類 

漢字語可分為漢字、漢字詞彙與漢文。 

（一）漢字 

漢字是表意文字，一字當中包括形、音、義三者。其與韓文之間的關

係可見下表： 

表三-6 韓國漢字分析 

모양（mo yang） 

【形】 

天 地 人 

소리（so ri） 

【音】 

천（ch’eon） 지（chi） 인（in） 

뜻（ddeut） 

【義】 

하늘（ha 

neul） 

땅（ttang） 사람（sa ram）

 

（二）漢字詞彙 

漢字基本上是一字一音，組成不同字數的漢字詞。一字的漢字語彙例

如：「江」、「山」；兩字的漢字詞彙例如：「青天」、「地球」；三字的漢字詞

彙例如：「太極旗」；四字的漢字詞彙例如：「大韓民國」。 

 

（三）漢文 

漢文是透過漢字寫成的語句或篇章。例如：「天不生無祿之人，地不

長無名之草。」 

 

四、韓國漢字語之特性 

陳植藩（1964）指出韓語漢字詞的幾項特點： 

（一）歷史長：朝鮮語吸收漢語借詞的時間很早，例如：「筆」、「兄弟」

等詞是早期的借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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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量多：在文世榮《朝鮮語詞典》與朝鮮語學會編的《大辭典》中，

漢字詞分別有五萬多條與八萬一千三百多條。 

（三）分布廣：科技論著與或政論性文章中漢字詞的比重可能超過百分之

七十。 

（四）構詞能力強：韓國漢字語是韓語化了的漢語成分，因此韓語可以自

然地利用和漢語相同或相近的詞素和結構形式來表達各種各

樣的新事物或新觀念。 

（五）書面性：朝鮮民族曾經長期採用漢文做為通用的書面語，很多借詞

是透過書面形式吸收的。漢語書面形式的詞比較容易被吸收，

口語形式的新詞語則不容易借入朝鮮語。 

（六）規範性：書面語是語言規範的主要對象，也是歷代教育、科舉、出

版的結果，讀音、詞義和用法較為統一。 

漢字的特點就是以表意為主、簡潔、構詞能力強，楊人從（1985）指

出，目前韓國有些學術論文幾全以韓文作成，其餘論文及商業界、經營界、

法律界等為求文意明確則仍很慎重使用漢字語彙。 

 

五、韓國漢字語在學習中文上的影響 

韓信子（1999）認為，將韓語中的漢字語進行語音、語義等方面的對

比，並應用在教學中，可以使學生清楚地認知、辨別兩國詞語的異同，避

免可能帶來的干擾，對於韓國學生的漢語詞彙教學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韓信子（1999）將《漢語水平詞彙等級大綱》中，甲、乙、丙三級詞與韓

國漢字語，依照詞義對應的原則，進行比較分析，討論了《大綱》中，甲、

乙、丙級複音詞與韓國漢字詞彙的對應情況，分四類為：同形同義詞、同

形異義詞、同形局部異義詞及異形同義詞，結果發現，同形同義詞和異形

同義詞佔絕大多數，兩者總和超過94%，同形異義詞和同形局部異義詞只

佔不到 6%。 

鄭秀美（2003）以對比分析與轉移理論為架構，探討了漢語和韓國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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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彙，採取對比分析理論的適度借用假設，推測雖然同形同素的漢字詞

之正遷移在初步階段有助於詞彙的了解，但隨著第二語言知識的增加卻會

產生學習上的干擾，尤其以形式上和語義上的近似性對學習者最為困難。 

韓語因有漢字詞的關係，按理應有學習中文上的正遷移，然而也有少

數詞彙或許在傳遞過程中發生訛誤或不明原因，有部分漢字音卻對應到現

代漢語完全不同的語意詞彙上的情況，可能造成學習中文上的負遷移。漢

語與韓語的書寫系統均是方塊孤立的字形，以雙音節的詞彙為多，亦富四

字成語。在新聞中韓語可能對應到的漢字，在現代漢語中有些是仍有書面

色彩的詞語，有些則非現代漢語裡的詞彙。圖示如下： 

 

圖三-4 韓國漢字語對應漢語圖 

圖中 A代表韓語中的漢字語，B代表漢字語具有的漢字，C代表中國

語，在此以繁體字為主。B與 C之間，可分為三種關係：第一種情形是完

全相同，可造成韓國學生學習上的正遷移；第二種情形是部分相同，因為

漢語構詞力強的特點，常有一字或部分字相同，此種類型的詞彙，如同鄭

秀美（2003）所說在形式上和語義上的近似性，造成韓國學生在詞彙學習

上的難點。例如下表： 

 

韓國漢字語之漢字 B

 

現代漢語詞彙 C 

 
對應 
 
 
語義對應 

 

韓國漢字

語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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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7 韓語詞彙對應漢語部分字相同舉例
12 

韓語 韓語拼音 韓文漢字 中文 

개발 Kae bal 開發 發展 

구조 Ku jo 構造 結構 

조치 Jo chi 措置 措施 

불황 Bul huang 不況 不景氣 

파영치 Pa yeong chi 破廉恥 寡廉鮮恥 

토착화 T’o chak hua 土著化 
本地化、本土

化、在地化 

개발도상국 Kae bal to sang kuk 開發途上國 開發中國家 

第三種情形是在對應上無相同字者，此類詞彙容易造成更大的偏誤，

或雖是漢字但卻非其所表達之意，不宜妄加對應使用。例如下表： 

表三-8 韓語詞彙對並漢語相異詞彙例
13 

韓語 韓語拼音 韓文漢字 中文 

기구 Ki gu 機構 組織 

거래 Keo lae 去來 交易 

납치 Nam ch’i 拉致 劫持 

구치소 Ku chi so 拘置所 看守所 

교도소 Kyo to so 矯導所 監獄 

차관보 Ch’a kuan bo 次官捕 助理次長 

협력 Hyeom myeok 協力 合作 

구속 Ku sok 拘束 收押、逮捕 

영장 Yeong jang 令狀 傳票 

논리 Non li 論理 邏輯 

오공비리 O kong bi li 五共非理 
第五共和貪瀆事

件 

 

韓國漢字語的特性是此類韓語詞有漢字，其語音則與中國語有程度上

的近似度，可能造成學習上的正遷移（positive transfer）14，但中文有聲調，

韓文無聲調而有語調，在無字形輔助下，韓國學習者亦難以得知是否能對

應至母語，因此課堂上的正規學習與訓練是必要的，在學生自行泛聽時，

                                                 
12 語料出自朱立熙教授課堂。 
13 同上注。 
14 正遷移（positive transfer）是指外語學習上，學習者借用母語來學習，其結果與目標
語的形式完全一致；相反地，若所借用母語之語言模式與目標語不同而產生錯誤，則為

負遷移（nagative transfer）。（鄭秀美，2003） 



 

 63

可能會注意到此類詞語，心理上可能會給此類詞語標上一個記號，日後在

提取記憶時會聯想起母語而能夠聽懂或運用。 

雖然漢韓語之間有許多詞語能夠對應，卻有細微的語意或語用上的差

異，例如「問題」在韓語中可能僅是「題」，不一定是很大的問題；反轉

詞例如：「介紹」、「命運」，以及對應上會對應到中文中其他詞彙的詞，例

如：韓文中的「氣車/汽車」不是汽車而是火車，亦容易造成學習中文上

的負遷移或混淆。韓國漢字語中，四字成語亦相當豐富，例如「有備無患」、

「東問西答」等等，但也有稍有差異之詞語，例如「竹馬故友」、「賢母良

妻」，在中文裡分別是「青梅竹馬」、「賢妻良母」。 

韓國學生學習中文的優勢是，一般接受過一定程度正規教育的韓國

人，懂得基本的漢字與漢文知識，對於新聞報導內容的書面形式可進行猜

測，其強項包括：1.漢字書寫能力高，以繁體字為主；2.組合漢字的應用

能力高，容易進行觸類旁通；3.漢字讀音的類推能力高。其弱點是可能因

此而掉以輕心，誤解或誤用了兩種語言不能對比之處，教師宜防患於未

然，將容易出錯處強調講解或多演練。 

對於上述第一類可完全正遷移至韓國人的中文學習當中的詞語，未來

可配合詞頻，做詞語分等級及評定難易度的參考。鄧守信（2004）提出了

「零教學（zero instruction）」的觀點，其認為，所謂的零教學是指那樣的

教學是不需要也不必存在的，若某個華語的語法點不用教也無需指導，這

種特定情形表示第一語言與第二語言幾乎沒有距離，其運用在教材的編寫

上，是可將這些內容放在前面幾課，鄧認為，這樣的觀點簡化了語法教學

以及教材的編寫，也是一條縮短目標距離的快捷方式，可讓學生自行進行

詞彙與語法的對比，習得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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