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將探討導遊的由來、導遊的角色以及導遊所需具備的能力，導出

教材編寫時應考慮的因素；第二節將針對文化教學進行資料陳述與討論，找

出將文化導入教材的方法，以作為編寫觀光華語導遊教材的參考；第三節則

探討專業語言教學與觀光華語導遊課程的對應關係；第四節則探討專業語言

教材編寫原則以及設計模式，經由歸納整理之後，找出編寫觀光華語導遊教

材應遵循的方向。 

第一節 觀光華語導遊 

一、 導遊的由來 

Pond（1993）在書中提及自從人類有活動以來，導遊人員就存在著，最早的歷

史記載指的是那些開拓者（Pathfainder）、或者是引導者（cicerone）、甚至在希

臘文裡“proxemos”，指陳的也是這種類似今日我們所稱的導遊。在早期，旅

行的目的不是為了旅遊或是任何娛樂，是為了生存，為了尋找更充足的食物，

或是為了逃避惡劣氣候，所以最早的導遊所進行的工作只是方向的指引而已

（邱豐德，2004.pp.6）。 

中國方面的導遊之稱是從“嚮導”一詞演化而來。“嚮導”這一稱謂，在古代

時軍隊中的一種專門名詞。《孫子兵法》中就有“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

不能行軍；不用‘嚮導’者，不能得地利”之語。春秋時期，大政治家管仲從

齊桓公北伐孤竹，春往冬返，由於沒有熟悉地理的嚮導帶路，在回家的路上迷

失道路，不知所措。後來，管仲提出一個辦法，說：“老馬之智可用也。”乃

縱老馬於軍前，任其所至，隨而從之，竟得道而歸。實際上，這老馬就是起了

嚮導的作用。因此後來留下一句“老馬識途”的成語，流傳至今。（萬事由來，

2004） 

二、 外語導遊的角色 

在 2004 年，外國訪韓人次將近 6 百萬，成長率百分之二十二點四

（22.4%），創下 21 世紀以來新高。這皆是靠日本（35.5%）、大陸（22.4%）

與台灣（56.7%）等華語圈國家的訪韓成長率累積的結果。其中，中國、香

港、新加坡、台灣等華語圈國家由導遊領隊的團體遊客各別佔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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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57.5%與 68.2%，比其他歐美國家高11，這表示華語圈遊客對導遊的

依賴性相對而言是較高的。由此可知，在這種情況下，觀光華語導遊的角色

是值的探討的，並且編寫教材時必得考慮觀光華語導遊的角色，能夠讓教材

具有針對性。以下研究者將探討一些學者對導遊角色的看法。 

翟利紅、劉百泉（2001）提出導遊事業的發展過程中，導遊工作發揮的

特殊功能和作用，其內容如下： 

1. 傳播優秀文化的功能； 

2. 頌揚祖國的作用； 

3. 經濟效益的促進功能； 

4. 旅遊質量的監督功能。 

上述的功能和作用，研究者認為，這些都是導遊需要扮演的宏觀角色。 

至於較細部的導遊角色，Cohen（1985）提出的模式（參表 二-1），較

廣泛地被接受。他說現代導遊的起源，是「探路者」（Pathfinder）與「顧問」

（Mentor）兩種，分別是現在所稱的「領導」和「傳遞者」角色。因為每一

個角色都包含內在取向與外在取向，所以可歸結為四種主要組成因素，分別

為：工具取向，社交取向，互動取向與溝通取向。從原始的導遊到專業導遊，

從鼓舞者的角色到領隊的角色，導遊所需扮演的角色非常多。 

 

 

 

 

 

 

 

 
11
 歐美國家以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法國、俄羅斯等，各別比例為 5.8%、4.3%、5.

1%、6.8%。資料來源：韓國觀光公社出版的「2004 年度觀光動向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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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1：導遊人員的角色扮演 

 Outer-Directed（外在取向） Inner-Dirrected（內在取向） 

Instrumental Primacy 

Original guide 

（工具取向-原始導遊） 

Social Primacy 

Animator 

（社交取向-鼓舞） 

Leader 

Sphere 

（領導面） 

Mediatory 

Sphere 

（協調面） 

Interactionary 

Tour leader 

（互動取向-領隊） 

Communicative 

Professional Guide 

（溝通取向-專業導遊） 

（資料來源：邱豐德（2004）譯自 Cohen,Erik.（1985）.The tourist guide:The ori

gin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Rol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Vol.12,10.） 

 

趙恩英（2003）也贊同 Cohen 的說法，並且從而發展出更具體的導遊角

色。他說，觀光外語導遊是把無生命的建築物、文化財或地區轉成有生命的，

並將之聯結在國家的傳統、文化、歷史上，讓遊客感覺到有意義的事物。以

下為他提出的六項導遊角色： 

1. 引導旅行團的領隊； 

2. 友善且公平對待的朋友； 

3. 有語言障礙之遊客的商談者和討論對象； 

4. 製作快樂旅遊行程的導演； 

5. 確保安全的保鑣； 

6. 轉達對觀光資源的知識之教導者。 

 綜上所述，導遊的角色可說是十分多元，從探路者，顧問，友善的朋友、

商談者、導演、保鑣、旅行團的領隊到頌揚祖國的角色，無一不包。 

三、 導遊所需的能力 

 導遊的角色無一不包，已於上一小節加以陳述。研究者認為，為了扮演

多樣化的角色，流利的語言能力最具有畫龍點睛的效果。根據 Cohen 的模式

（參表 二-1），得知專業導遊需要具備溝通能力。全京善（2000）也強調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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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導遊溝通能力的重要性，她認為導遊為觀光的重要組成因素，觀光導遊可

增強觀光地的魅力，加上導遊的溝通能力更會吸引遊客，進而影響到遊客對

旅行的滿意度。 

 根據韓國觀光公社的中華圈觀光市場調查（2003），中華圈的遊客對華

語導遊的看法普遍不滿意，原因可以歸納出以下三點: 

1. 專業導遊不夠； 

2. 語言能力很差； 

3. 導遊需要受語言與中華圈文化方面的教育（語言與中華文化）。 

 此研究結果顯示，華語圈的旅客希望華語導遊具備流利的語言能力以及

對中華文化的了解。張百佳（2002）的「外語導遊員的能力構成」模式（參

圖 二-1），概括上述調查的結果。他認為外語導遊員首先必須具備專業導遊

員所有的職業道德，掌握導遊業務知識和能力。在此基礎上，外語導遊員的

職業能力突出體現為口語交際能力、翻譯能力和較強的跨文化交際意識。 

 

 

圖 二-1：外語導遊員的能力構成 

（資料來源：張百佳(2002)。導遊翻譯課程中的能力訓練。鷺江大學學報，4，6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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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寶英（2002）的研究，更強調導遊溝通能力的重要性。她針對三個國

家，即中國、日本、美國的團體旅行者做問卷調查，分析出國籍與導遊溝通

能力之間的關係，其結果如下： 

1. 美國：美國遊客的旅行動機主要是為了讓自己的人生以及生活豐富一

點，他們不太重視導遊的溝通能力，而比較重視導遊非語言的因素，如

表情、手勢或動作、聆聽的態度、端莊的服裝等，因此英語導遊需要加

強「非語言方面」的溝通能力。 

2. 日本：日本遊客的觀光動機是為了享受自由、散散心等，比較偏好輕鬆

的旅行，他們與美國、中國的遊客相比，比較不重視導遊的語言與非語

言的溝通能力。針對日本遊客，導遊需要在不同情境或語境下，抓住他

們的需求，而不太需要正確的語言表達能力或解說能力。但針對追求知

識、自由、休息等的遊客，導遊要注意適當的敬語使用、微笑、同意遊

客意見的態度。 

3. 中國：中國遊客的旅遊動機遠比其他國家複雜，因此他們對導遊的語言

與非語言的溝通能力比任何國家都還要高。尤其是他們比其他國家還喜

歡導遊關心他們，如稱讚遊客、提問、叫名字等，特別重視與導遊的交

流。他們的主要旅遊動機為體驗當地的文化，因此他們對導遊的講解期

望很大，往往要求導遊仔細說明觀光資源以及與中國或名人有關的故事

等。 

 綜上所述，華語導遊的語言溝通能力比其他語言導遊還重要，因此華語

導遊需要不斷地練習語言溝通上的能力以及提升對中華文化的了解。尤其應

加強對遊客國家的文化了解，避免因文化因素而出現的語用錯誤或誤會。以

下將探討華語導遊的語言教學上需要的文化教學內容。 

第二節 文化教學 

 「跨文化交際」是指在不同的文化環境或社會背景下，人們之間互相進

行的交際。旅遊業在全球範圍內迅速發展，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進行跨文化

交際因而變成一種需要。「旅遊業之花」的觀光外語導遊在跨文化交際上扮

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然而由於文化上的差異及跨文化交際時的語言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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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常使觀光翻譯導遊在使用導遊詞時出現語用上的失誤。 

 胡文仲（1999）《跨文化交際學概論》一書中提到「只注意形式，而不

注意語言的內涵是學不好外語的」。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學習

一種外語必須了解其語言所內涵的文化，否則就不能真正掌握其語言。因

此，老師在課堂上除了教授語言知識外，還應該適時、適度地導入相關的文

化知識。在此，探究觀光華語導遊教材裡如何呈現語言在文化層面之內涵，

使學習者了解中國文化，進而排除因兩國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觀念，對學習者

在語言理解上所造成的偏差。 

一、 語言與文化 

 文化的定義已經有數百種之多，內容的劃分更是繁多，取決於定義者關

心的領域或目的而有不同的看法、解釋和定義。其中，英國的文化人類學者

泰勒的定義，最普遍而廣泛地被接受，泰勒 E.B Tylor（1962）指出，「文化

是一種複雜體，它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其餘社

會上習得的能力與習慣」。從他的定義可以看出人所創造的一切都包括在文

化之中。我們再從此說法可以歸納出語言與文化的關係。即，語言是人創造

出來的，因此語言也是文化的一部分。20 世紀美國的語言學家 Sapir&Whorf

提出的「語言相對論」裡也可見到此種看法，他們認為「一個人的認知組織，

直接受到其母語結構的限制」，顯示出不同地區有不同文化，不同文化影響

語言產生了不同結構。這表示他們把文化視為高層次，把語言視為包含在文

化底下的一種層次。此外，趙雪如（1990）也從社會語言學家赫德森（1981）

所謂「文化是從社會習得的知識」之概念中，發展出類似的看法。他說： 

 
文化是某人作為某一特定社會的成員而必然具有的知識。雖然人類大腦中或許

存在著一個語言機制，語言的習得也有生物遺傳的因素，但它基本上是從社會

上其他人那裡習得的，因而它屬於文化範疇。（ 語言與文化，1990，p.57）  

 
 如此，一般學者對文化和語言的看法為，語言是組成文化的一部分。但，

研究者認為語言與文化不能說誰從屬誰。戴昭銘（1996）在《文化語言學導

論》一書中提到的文化語言學界對此的看法與研究者的看法一致，他們給了

語言與文化之間的關係一個較平等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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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和文化誰產生誰、誰決定誰和誰影響誰，實際上不過是一個先有雞還是先

有蛋的問題，不值得、不必要也不可能求得一言以蔽之的解答。本來從宏觀上、

整體上看，二者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參透，互為因果，互相發生，

互相制約，互相推動的。（文化語言學導論，1996，p.18） 

 

 綜上所述，雖然一些學者對於文化與語言的看法不太一致，但是無論如

何，我們可以發現語言與文化之間的關係不可以切割開來解釋，談到語言

時，一定要與文化有機地結合起來。 

二、 語言教學與文化 

 學習一種外語等於是學習一種文化，這意味著學習外語時不了解其語言

的文化，就是不了解其語言的全貌，致使無法完全掌握其語言。在以往的外

語教學中，由於人們為研究宗教、史籍文化等因素而學習語言，著重語言的

書面形式與精確性，忽略了影響交際的文化因素。結果機械式句型操練培訓

出來的學生，在交際中常常會遇到困難。人們往往對外國人的語言錯誤有寬

容的態度，但對文化上的錯誤卻不允許，嚴重者更產生侮蔑其文化的誤解。

因此在語言教學上，文化教學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對於語言教學與文化之間的關係，已不少學者提出，他們都先把文化分

成幾種類型，再與語言教學搭配起來。其中，二分法的方式為主流，像

Tomalin& Stempleski、Chastain、全建強、趙賢州等，他們主要把文化分成「大

文化」與「小文化」兩類，但趙賢州則從不同的角度把文化分成兩類再和語

言教學連貫起來。以下介紹他們的看法： 

1. Kenneth Chastain（1976） 

 文化可以分成大文化（Large culture）與小文化（Small Culture），前者指

在一個社會裡一般的或出色的個人作品、對社會的貢獻，主要包含一個國家

的經濟、社會、政治、英雄、政治家、作家等，後者指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出

於溝通需求而產生的文化。他指出在外語教學上後者為文化教學的基礎，前

者為高級課程的主要內容以便讓學習者具有跨國際性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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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omalin& Stempleski(1993) 

 歷史、地理、制度、文學、藝術等稱之為大寫的文化(big C)，經語言及

文化行為而形成的信念與認知體系，稱之為小寫的文化(little C)，前者又稱

成就文化(achievement culture)，後者則稱行為文化(behavior culture)，他們主張

在語言教學方面要重視後者。然而目前在教科書裡運用的主要是成就文化，

而不是行為文化。 

3. 全建強（2001） 

 他把所謂的大寫的文化（culture with a big C）稱作「介紹性文化」，例如：

地理、歷史、文化、文藝、藝術、哲學、政治等方面的內容，把小寫的文化

（culture with a small C）稱作「交際性文化」，即普遍的社會習慣或某一社會

成員對其文化的適應能力，包括詞語文化及其他廣泛的內容。他認為介紹性

的文化課程不是以交際為目的，也不具備交際的特徵，因此教師可以直接使

用母語講授這些文化知識，但是真正的文化交際能力並沒有得到提高。對外

語教學更具有影響力的應該是具有交際性的普通文化，即「小寫文化」。 

4. 趙賢州（1989） 

有的從文化性質出發分為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兩類；有的從文化類屬出發分為

習俗文化、建築文化以及宗教文化等（每一類還可細分，如習俗文化還可分解

為飲食文化、服裝文化、禮儀文化等）；有的從功能考慮分為知識文化和交際

文化。不論如何分法，各有其長處，也總有它的缺陷，因為文化是一種極其複

雜的社會現象，所以類別之間總是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交叉。（語言教學與研究，

1989） 

但，他認為從外語教學角度來看，把文化分為知識文化與交際文化此點

值得參考。 

 關於趙賢州的文化分類，張占一（1990）也有一致的分類法，並提出「交

際文化」與「知識文化」的兩種概念，他把參與交際的文化因素，在交際過

程中所起的作用，視為劃分文化屬性標準，直接影響交際過程的，就是交際

文化因素，反之則稱為知識文化。他說語言交際時，會干擾信息準確傳遞，

並引起理解上的偏差和文化的誤解，就是交際文化。他指出「如何把握交際

文化，等於如何把握一種語言，因此我們文化教學的目標重點應放在交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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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上」。 

 雖然這些學者用不同的方式進行說明文化與語言教學的關係，但我們將

其內容歸納為趙賢州所說的「知識文化」與「交際文化」，其中「交際文化」

適合運用於外語教學上。 

 此外，Brooks（1968）與 Tinsley Jr.（1972）的分類法與上述的學者不同，

他們把文化分成若干階段，並和語言教學做聯結，其內容如下： 

1. Brooks（1968）：把文化劃分為五個等級: 

 文化一：生理的進化（Biological growth） 

 文化二：個人的提升（Personal refinement） 

 文化三：文學以及藝術（Literature and the fine arts） 

 文化四：生活模式（Patterns for living） 

 文化五：總體生活表現（The sum total of a way of life） 

 在初級階段，因為語言是與生活細節裡的交際有關，因此他認為在初級

階段的語言教學上，應先強調文化四的部份。 

2. Tinsley Jr.（1972） 

 把文化以 Level A、Level B、Level C 分成三個階段，Level A 為表面的、

物質的因素，如建築、交通工具、服裝等一般人容易接近的文化，Level B

為社會機構，即，家族、宗教、政府、政治制度，Level C 為控制習俗、信

念、慾望等的觀念與價值。他指出 Level A 為最容易學習的階段，Level B 為

在學校教育下可以部份理解，Level C 則比 Level B 更難以學習。 

 簡言之，這兩個學者只是把上面所說的兩分法更進一步細分化，主要仍

在強調「交際文化」在外語教學上的可用性。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整理出語言教學與文化的關係。在語言教學方面可

以把文化分成兩個方面，一是與目的語社會成員的日常生活有關，即「交際

文化」，二是歷史、地理、經濟、政治、社會、藝術、信念、價值觀等針對

整體社會的文化，即「知識文化」。前者可以在初中程度的語言教學上運用，

後者則在高級程度的語言教學上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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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在初、中級階段學習者已經開始接觸歷史、地理、經濟、政治、社

會、藝術、信念、價值觀等文化觀念，因此在觀光華語教學上，研究者認為

應該更重視整體社會的文化。 

三、 文化教學的目標及階段 

 外語教學的最終目標為提高聽、說、讀、寫的能力，文化教學的目標則

以目的語國家的文化為基礎更有效地加強聽、說、讀、寫這四個技能。以下

研究者探討文化教學的目標與文化習得的階段。 

 關於文化教學的目標，Seelye（1997）的說法比較普遍被接受，他將文

化教學的最終目標視為:“所有的學生都可以建立出一個對所學文化的完整

認知，進一步用此文化認知與當地人進行交流”。同時他提出細節的六項目

標： 

1. 目標一－興趣（Interest）：學生對另一種文化表示好奇，並且把對該文

化的好奇心移情至該文化圈中的成員  

2. 目標二－對象（Who）：學生了解到角色的預期和其他社會變數，如年

齡、性別，社會階層、宗教、種族、居住地等會影響人們說話與行為方

式。  

3. 目標三－什麼（what）：學生能明白有效的溝通建立在對文化的認知上，

這種認知來自於當他們對周圍的世界進行思考、行動、反應時，在心理

喚起文化上被限制的現象 

4. 目標四－地點及時間（Where and When）：學生認知到情境變化和交談行

為的重要。 

5. 目標五－為什麼（Why）：學生理解一般人的基本行為模式，是因為他

們為了滿足基本的物理和心理需要以及受社會制約的 影響。 

6. 目標六－探索（Exploration）：學生能判斷文化內涵的表現，並且具有對

與文化相關的訊息進行組織與區分的能力。  

 對於第二外語學習者的文化習得，Omaggio Hadley（1993）提出經過以

下四個階段的過程，學習者則更了解目的語國家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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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階段：文化的認知上，個人會對不同的文化感到好奇、奇怪或是詫

異，文化訊息的傳達可能來自一些特例或成見。所以個人在表達的時

候，常常會從文化差異點開始。 

2. 第二階段：學習者著重在擴展知識，學習者個人的文化認知會影響對所

學文化的看法。他們重視所學文化與自身文化的差異。 

3. 第三階段：學習者能了解所學文化，而能從其角度對此文化進行認知。 

4. 第四階段：學習者能從實際生活上感受並了解當地文化的意義。 

 上述的四個階段當中，最後一個階段是指學習者在當地文化的環境下長

大，接受當地的文化教育，而且程度跟當地人並無區別。因此，在非當地進

行文化教學，是不需要教到第四階段。因為文化教學的重點是如何讓學生能

夠了解對方國家的文化，進而接受兩者之間的偏差。 

 綜上所述，透過以上的目標與階段，可得知文化教學應包含目標語的文

化背景、目標語社會成員的日常生活以及目標語社會或國家各方面相關內

容。也可以導出編寫教材時要考慮到的文化內容。但，在教材上呈現文化內

容時，不應只重視內容，更要重視的是以何種方式將文化導入於教材的問

題。因此以下將探討教材中文化導入的問題。 

四、 教材中的文化導入 

 全建強（2001）指出： 

 
一本具有跨文化交際性的外語教材，應適合學習者的年齡、認知能力和文化背

景，系統地向學生展示外國文化，向學習者提供真實的語言背景和語言活動，

使學習者接觸到目標語社會中，不同階層的不同話題。（外語教學，2001，pp.37） 

 
 既然如此，用何種方法導入文化的研究，才能不囿於原有文化，是個值

得研究的問題。 

 楊國燕（2001）在《關於外語教學中文化導入的思考》裡提到文化導入

的七種方法，如表 二-2：文化導入方法：注解法、融合法、實踐法、比較

法、專門講解法、文化講座法、利用圖片展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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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2：文化導入方法 

類別 內容 

注解法 

教師結合所學教材內容對相關的文化知識加以注釋，有助於學生

掌握得體的交際文化。如歷史性的課文要進行補充一定的時間、

地點、政治背景的內容。 

融合法 
教師結合課堂教學融入相關的文化知識，利用課前幾分鐘，講解

主要涉及的英美國家的主要知識，尤其是文化差異方面的知識。 

實踐法 
結合教學內容讓學生改編對話進行表演，使學生身臨其境的感受

語言和文化。 

比較法 教學中通過對比兩種文化的差異來導入文化。 

專門 

講解法 

當談到歷史劇、文學小說的作品時，對人物的刻畫、背景及性格

的描寫，進行專門講解。 

文化 

講座法 

定期、限時、有的放矢結合某一章節進行一次或系列性的講座。

每門課都是由一系列相關的專題組成。 

利用 

圖片 

展示法 

以圖片展示說明某一個“文化現象＂或具體操作。 

（資料來源：楊國燕（2001）。關於外語教學中文化導入的思考。取自於 2004 年 1

月 12 號，中國校園網 http://campus.peopledaily.com.cn/gb/paper113/44/class0113000

01/hwz222306.htm.）  

 上述的內容主要涉及在課堂教學上如何導入文化的問題，但這些內容也

可以運用在教材編寫上。比如：與課文有關的圖片在教材裡展現出來，讓學

生容易了解其教材內容要介紹的文化以及要比對文化的部份，或在課文裡描

述能突顯當地景點的歷史背景或文化特色以及名稱典故等。 

 至於中高級階段教材編寫中，文化導入的方法，吳曉露（1993）指出以

下四點： 

1. 表層文化的具體展現：以小故事、小對話或中外文化衝突的某一實例來

展現交際文化的具體情景。 

2. 表層文化規則的描寫：具體地限定和描述某一文化現象的存在時間、地

點、範圍、對象、場合等規則。 

3. 表層文化的深層解釋：解釋表層文化現象和行為的原因。 

4. 表層文化之間的深層聯繫：我們應找出表層各文化現象之間的共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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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它們之間的 “一致模式”。 

 張渝役（1991）指出分析、比較、研究、找資源，拿當地的文化、節慶、

習俗、藝術、科學等當做教材，與華語文教材配合進行教學，其成效很大，

他認為教材裡文化導入可從以下面向切入： 

1. 將當地習慣、習俗、分析之後，配合中華文化，國人習慣，當做教材來

教導學生。 

2. 以當地現有的社會情形（文化之ㄧ部分），來說明華人華語目前的狀況

或生活習慣。 

3. 以當地的科學技術，說明華人（中國）的科學，發明與科學進步情形。 

4. 以當地的藝術活動，教導學生華語文中相關的題材。 

5. 鼓勵學生觀察、比較。 

6. 鼓勵家長及學生提供當地文化背景，同時也鼓勵家長提供華語文化教材

資料。 

 關於挑選一本既適合學習者學習目的語，又具有跨文化交際的外語教材

的問題，他也指出“教科書應結合所學語言的文化，多用一些從實際交際活

動中選取的真實材料，儘量反映其他文化特徵，好的教材應把跨文化交際融

入語言現實和語法體系中，不僅包括概念、結構和功能，更應包括不同的態

度、觀點和生活方式。這樣的教科書才會受到廣泛的歡迎”。 

 畢繼萬（1996）曾提到研究文化特性的正確方法是對比， 

 他提出六項對比原則： 

1. 只比異同，不論褒貶 

2. 對比的重點是差異和衝突 

3. 對比的應是每種語言民族的主導文化 

4. 對比的是交際規則，而不是社會現象 

5. 對比必須是共時對比，著眼於解決現實生活與當前跨文化交際中的現實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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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對比的有效方法是定量調查分析，調查分析必須有正確的思想方法 

 研究者認為，在編寫語言與文化結合的華語教材時，應遵循上述的六項

對比原則，做好這項研究工作，才可以設計出精確、實用的語言文化教材。

對比完文化之後，如何一一在教材中呈現，讓學生在學習目的語的同時，也

能接受目的語的文化，此一課題是值得探究的。 

五、 小結 

 根據以上的文獻得知以下內容： 

2. 語言與文化互相滲透，語言與文化之間的關係除了不可以切割開來解釋

之外，在語言教學上文化教學更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3. 在語言教學方面可以把文化分成兩個方面，一是與目的語社會成員的日

常生活有關，即「交際文化」，二是歷史、地理、經濟、政治、社會、

藝術、信念、價值觀等針對整體社會的文化，即「知識文化」。對觀光

中國語系的學生，由於在初、中級階段學習者已經開始接觸歷史、地理、

經濟、政治、社會、藝術、信念、價值觀等文化觀念，因此在觀光華語

導遊教學上，應該更重視整體社會的文化。 

4. 至於文化教學的方法，最好的方法是用對比的方式來理解目標語的文

化。但要遵守畢繼萬（1996）提出的六項文化對比原則。 

第三節 專業語言教學與觀光華語教學 

一、 專業語言教學 

 在語言教學裡有一種針對特殊目的而決定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的方

式，即專業語言教學。專業語言教學為一般語言教學的延續和補充，而專業

語言教學模式從ESP12（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開始。 

 ESP 為分析學生的需求，設計適合其需求的課程、教學大綱和教材，教

授學生英語的一種語言教學方法。ESP 主要與實際而實用性目的有密切的關

係。根據 Dudley Evans & St. John（1998）的說法，專業語言（LSP：Language 

for Specific Purposes）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臘與羅馬時代，但 ESP 源自

 
12 ESP 中文譯為專業英語，以下簡稱 E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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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韓禮德等三人（M1A1K1 Halliday，A1McIntosh，P1Strevens）所合

著的 The Linguistic Sciences and Language Teaching。此書中，他們首先提出

了政治、法律等不同專業領域的英語（高紅，1999）。如此，一開始 ESP 的

主要概念是：只要在教科書裡面包含了專門用語，就可稱之為 ESP。後來

Dudley Evans & St. John （1998）提出進一步且較多元性的概念，他們認為

ESP 具有絕對屬性和可變屬性的兩種屬性，其特徵如下： 

1. 絕對屬性： 

 ESP 要考量學習者的特殊需求而設計； 

 ESP 善用針對這些學科所設計的方法以及活動； 

 ESP 要著重適合這些活動的語言（語法、詞彙、語域、學習技巧、談話、

類型）。 

2. 可變屬性： 

 ESP 可以針對特殊學科設計； 

 ESP 可以在特殊教學環境裡，使用跟一般語言教學環境不同的教學方

法； 

 ESP 主要針對成人學習者、大學或專業人員而設計，但也可以針對中等

學校的學習者； 

 一般 ESP 針對中高級以上的學習者而設計，但可以針對初級階段的學習

者而設計。 

 簡而言之，ESP 來自 ELT（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ESP 可以在特殊

教學環境裡使用跟一般語言教學環境不同的教學方法。ESP 不是一種特殊的

英語語言，針對特殊目的的語言與特殊語言是不同的概念，ESP 便是針對特

殊目的的語言。 

 至於專業華語（CSP：Chinese for Specific Purposes）教學的研究，與專業

英語相比還不夠深入。中國的對外漢語教學工作，肇始於 1950 年，迄今已

經走過四十多年的歷程。近二十年來，對外漢語教學事業蓬勃發展，不僅在

發展速度、規模和層次上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師資隊伍、教學、科研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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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建設諸多方面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績（楊慶華，1998）。呂必松（1978）

提出： 

要把對外國人的漢語語言教學作為一個專門的學科來研究；應成立專門的機

構，培養專門的人才。（中國語文，1978） 

 研究者認為這句話裡包含了對外漢語教學走向專業化的意念。 

 從 1990 年開始，隨著中國的經濟迅速崛起，中外交流日盛一日，學生

需求趨於多樣化，對專業漢語教材的研究因而開始發展起來。根據大陸的「國

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辦公室」所規劃的教材目錄，最早編寫的專業教材

為「科技漢語教程（杜厚文，1990）」，其次有「大學醫用漢語教程」（洪材

章，1990～1991）、「中醫漢語系列教材（王硯農，1991～1992）」、「科技漢

語教程（鄭玉，1990～1993）」、「漢語外貿口語 30 課（張靜賢，1991）」、「經

貿中級漢語口語（黃為之，1992）」「經貿中級漢語聽說（遠大同，1992）」。 

 到目前為止，雖然不少學者不斷試圖開發專業漢語教材，但其種類僅侷

限於商業、貿易、中醫、科技等範疇。因此專業華語教材開發的空間還很大，

例如觀光華語導遊教材是其中一種。 

二、 觀光華語教學 

 我們都知道語言教學不只一種，按照教學的對象、教學目的、教學環境

等因素而有所變化，理所當然地要為學生找適當的教學方法。為了找出適合

觀光華語教學的教學方法與設計教材，我們應先知道觀光華語在語言教學上

的地位。 

 根據呂必松（1993），對外漢語教育的類型可以按教育性質來分：普通

教育、預備教育、專業教育、特殊目的教育，其中『專業教育』是為了使學

生具備較為全面的目的語能力而設立的第二語言教學類型，主要適應於專業

目的的職業工具目的。 

 觀光華語教育是透過華語的訓練，讓學生具備傳播韓國的優秀文化之能

力，以及在實際業務上無任何語言障礙地進行工作之能力。由此可知，觀光

華語教育著重於培養導遊工作上的語言專業能力，因此，我們可以把它歸納

在呂必松所謂的專業語言教育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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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Hutchinson用樹狀圖的方式整理出較細的專業語言之分類（參圖 

二-2），首先他把英語教學分成「母語的英語（EMT:English as a Mother 

Tongues）」、「英語作為第二語言（ESL: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與「英

語作為外國語（EFL: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然後再把EFL與ESL13

分成「一般英語（General English）」與「專業英語（ESP:English as a Specific 

Purposes）」。他們先把ESP按照專業的大類分類之後，再把它們個別分成「學

術英語（EAP: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與「職業英語（EOP:English for 

occupational Purposes）」。但，Robinson（1991）、Dudley-Evans & St. John（1998）

的ESP分類有所不同，他們先把ESP分成EAP與EOP後，再把它分成不同專

業領域（參圖 二-3、圖 二-4）。雖然他們兩者的分類方法有所不同，但他

們都把ESP分成EAP與EOP。 

 由此可知，若將此專業英語教學的分類法，套在專業華語教學上而進行

分類的話，我們就能把觀光華語視為「職業華語（COP:Chinese for Occupational 

Purposes）」。 

 

 

 

13 Hutchinson & Waters (1987):ESL can be divided in the same way as E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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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2：ELT 樹狀圖 

（資料來源：Hutchinson & Waters(1987). ESL can be divided in the same way as 

EF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ost-experience

Simultaneous In service

Pre-experience

EEP 
EAP 

For study in a 
specific discipline 

As a school subject

Pre-study 

In-study 

Post-study 

Independent 

EOP 

Integrated 

E 
S 
P 

 
圖 二-3：ESP classification by experience 

（資料來源：Tony Dudley-Evans and Maggie Jo St John（1998）.Developments in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Cambridge.London：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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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4：ESP classification by professional 

（資料來源：Tony Dudley-Evans and Maggie Jo St John（1998）.Developments in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Cambridge.London：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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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觀光華語教學上的師生角色之互動 

 Dudley Evans & St.John（1998）針對專業英語教師提出了五項角色： 

1. 教師（Teacher） 

2. 課程設計者和教材編寫者（course designer and materials） 

3. 工作夥伴（collaborator） 

4. 評估者（researcher） 

5. 研究者（evaluator） 

 根據他們的說法，專業語言教師不僅需要教學能力也需要具備專業知

識，但實際語言教學上的情況則不然，需要學習專業語言的人愈來愈多，卻

發現專業語言教師的人數常常不足。 

 Tom Hutchison & Alan Waters（1987）對專業語言教師的角色之看法有所

不同，他指出：根據學習者的需要，教師的專業知識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許

多 ESP 教師出乎意料之外地發現，他們通過講授專業材料或者通過與學生

的對話，做到「教學相長」這一項目，他並指出 ESP 教師不必要學習專業

知識，他認為教師只需要做到三點： 

1. 以積極的態度對待其所教的 ESP 內容; 

2. 了解此一專業領域的基本原理; 

3. 自己清楚地認知到對該領域的了解有多少。 

 以上可概括為：可提出具水準的問題之能力。換句話說，就是 ESP 教師

不應該成為該專業的教師，而應該成為該專業感興趣的學生。例如：教導中

醫的華語教師，不一定必須是中醫，但是可以期許自己是一個對於中醫領域

感興趣的學生。如此一來，在進行 ESP 教學時，也可增加自己提出有水準

問題之能力。 

 Brown(1995)論述對教材的重要性：他說一套教材的可行性，要看在沒有

教材編寫者的幫助下，教師能不能運用自如。如果老師能自行運用，表示教

材的解釋很有系統也很正確。換句話說，一個優秀教師背後，需有編寫優良

的教材作為後盾。研究者也同意他的說法，研究者認為編寫教材的人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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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定需要具備專業知識或是在其領域上的專家，但教師不一定要具備專

業知識，實際上也很難找到適合教專業語言的教師。 

 至於觀光華語導遊課程的教師情況也一樣，根據研究者的觀察，目前觀

光華語導遊課程的教師幾乎都沒有以觀光為專業的。由於大部分的觀光華語

導遊教師由非專業者來擔任，在這樣的情況下，教材的所肩負角色是非常重

要的。因此以編寫完整的教材之方法來彌補教師不足之處，這是目前可以解

決專業教師專業語言教師的人數常常不足此現象的最好方法。 

 另外，專業的觀光華語導遊教材也可以激勵學生對自己在課堂上所應扮

演的角色有所自覺。以下是研究者理想中的課堂學生角色。 

1. 積極的參與者： 

 學習者要認知加強溝通能力是最重要的，因此在課堂上積極參與發表，

培養對自己語言溝通能力的信心。 

2. 研究者： 

 對目標語國家的文化，能毫無成見地面對與接受，儘量去研究而了解他

們的文化與思想； 

3. 研究如何展現韓國文化的特色； 

 積極蒐集且研究兩國的焦點話題。 

4. 預備外交官或文化使節： 

 培養使命感、國家觀、人生觀、世界觀等各項價值觀。 

5. 助教： 

 在專業語言教學上不難發現，學生的專業知識常常超越專業語言教師，

因此學生在課堂上可以擔任助教的工作，補充教師不足的地方。 

 從上可知，學習者所扮演的角色十分多元，透過課室師生間的互動，可

以激發教材編寫者不同的教材編寫方向，從而發展出一套套更完整的觀光華

語導遊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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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專業語言教材編寫 

 呂叔湘（1980）提到編教材三方面的困難，即“講多少”、“講甚麼”、

“怎麼講”。這三方面的問題可謂最淺顯之編寫華語教材的規範，至此之

後，很多學者和對外華語教學單位提出關於「對外華語教材」的編寫規範問

題，也有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專業語言教學方面卻未見顯著的研究成果。 

 以下研究者將進行討專業語言教材編寫原則與過程的探討，從而找出適

合設計觀光華語導遊教材的編寫原則。 

一、 教材的定義 

 《漢語大辭典》對教材的解釋為「根據教學大綱和實際需要，為師生教

學應用而編選的材料，主要有教科書、講義、講授提綱等」。此定義只提到

教材的「核心意義」，其實教材的概念隨著社會的發展或研究領域上的差異，

而有所不同，從狹義到廣義，即從一本教科書到多媒體教材，甚至到課堂上

所使用的一切資料都可稱之為教材。以下是為外語教學之學者所定義的教材

概念： 

 
第二語言教材是一種語言知識傳授和語言技能訓練的工具，是教師施教和學生

學習、並最終以促進學生語言知識的增長和語言技能的提高為目的之教學工

具。(對外漢語教學概論，2004，pp.156) 

 

 Brown(1995)在他的一書中說：教材是把所有可以在教學課堂上使用的技

巧和練習，用有系統的解釋方法呈現出來，這就是「教材」14。此定義可以

擴展到課程計畫、書、視聽輔助教材、遊戲或在語言教學中其他進行之大量

活動”。 

 Tomlinson（1998）指出：大部分的人因為他們主要使用過的教材是書本

教材，所以一想到語言學習教材就直接聯想到教科書（course book），他並

主張“教材是為了容易學習語言，教師和學生所使用的任何東西，教材可以

 

14 本段原文為「Materials will be defined here as any systematic description of the techniques 

and exercises to be used in classroom teach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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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錄音帶、錄影帶、VCD、字詞典、語法書、閱讀資料、作業簿、補充講

義等，也可以是報紙、照片或是邀請母語者到現場說的話等，換句話說為了

增加學習者對語言的知識和經驗而所使用的一切材料15。 

 綜上所述，教材的定義不只是紙本的教科書，還包括當教學時所使用的

一切材料，這些教材有助於增強學生的語言能力。本論文將探討紙本的教材。 

二、 教材編寫的重要性 

 語言教學的四大環節是：總體設計、教材編寫、課程教學和考試。「把

這四個環節接起來，就是語言教學的全過程」（呂必松）。其中，研究者認為，

教材包含教師要教授的內容以及學生要學習的內容，因此教學的四大環節當

中，「教材編寫」是最重要的一節。 

 劉珣（2000）也指出： 

 
教材是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所依據的材料，與教學計畫和教學大綱構成學校教

學內容的有機組成部分。在教學活動的四大環節中，教材佔有很重要的地位。

它是總體設計的具體體現，反映了培養目標、教學要求、教學內容、教學原則；

同時教材又是課堂教學和測試的依據。因此在第二語言教學中教材起著紐帶的

重要作用。（對外漢語教育學引論，2000，pp.312） 

 

 Brown 也主張教材的重要性，他認為發展教材時的重點為，保證教材的

正確解釋和系統性組織，使用教材時，不會讓老師迷糊，也能讓老師花最短

的時間備課。一套教材的可行性，要看在沒有教材編寫者的幫助下，教師能

不能運用自如。如果老師能運用，表示教材的解釋很有系統也很正確。教材

的作用舉足輕重，它不僅是教師上課的重要依據，也是學生獲取知識的重要

 

15本段原文為「Most people associate the term  ‘language materials’ with coursebooks 

because that has been there main experience of using materials. However, in this book the term 

is used to refer to anything which is used by teachers or learners to facilitate the learning of a 

language. Materials could obviously be cassettes, videos, CD-Roms, dictionaries, grammar 

books, readers, workbooks or phographs, live talks by invited native speakers, instructions 

given by a teacher, tasks written on cards or discussions between learners.（2p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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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編得好的教科書，能產生顯著的教學效果。反之，使用者會感到難以

接受，制約教學效果的提高。 

 至於專業語言教材，由於使用對象與目標和一般語言教材大不相同，因

而我們必須要編寫一套能夠符合其專業需求的教材。Hutchinson（1987）指

出在專業英語教學裡，編寫教材是最能夠呈現專業英語特色的方法之一。這

表示與一般語言教學相比，在專業語言教學上，教材編寫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三、 教材編寫原則 

 以下研究者主要探討 Hutchinson（1987）的專業英語教材編寫原則，以

及各領域中的專業華語教材編寫原則，歸納出適合運用於設計觀光華語導遊

教材之原則。 

 Hutchinson 指出專業英語教材與一般英語教材在編寫上最大的差別為，

專業英語教師需要花很多時間編寫教材。他提出三項主要原因： 

1. 對出版公司而言，市場太小且出版費用太貴，因此編寫教材不划算； 

2. 就算找到此種教材，但貨幣不通用或進口困難； 

3. ESP 教材可能為非教育性的目的而編寫，例如為了提升個人或機構的名

聲，毋須顧及內容的實用性以及需要性，這些教材編寫活動只是徒具形

式。 

 這樣的現象不只發生在英語教學界，在華語教學界也有同樣的問題。因

此，目前常忽略專業語言教材編寫工作，而且相關研究也不多。但，正如杜

厚文（1993）所說的： 

 
隨著對外漢語教學事業的迅速發展，針對不同的教學對象編寫專用系列教材，

無疑是時代的需要，更是歷史的趨勢。（世界漢語教學，1993，pp.133） 

 

 專業語言教材編寫工作不但不應忽略，且應不斷進行探索與研究，以幫

助少數專業語言學習者加強專業語言能力。 

 Hutchinson（1987）為了編寫者容易進入教材編寫工作，提出六項 ESP

教材編寫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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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材提供學習上的刺激。好教材不在於「教」，而是激發學習者學習； 

2. 教材幫助組織教學過程，提供複雜龐大的語言學習之捷徑； 

3. 教材要體現真實語言和學習的觀點； 

4. 教材應反映真實的學習任務； 

5. 教材可包含可用功能（擴大教師訓練的基礎）； 

6. 教材提供正確而適當的語言使用模式。 

 研究者整理以上六項 ESP 教材編寫原則，可導出其特徵有以下六項：激

發性、科學性、真實性、實用性、功能性與明確性。 

 Hutchinson（1987）認為專業教材應包含課文的趣味性、吸引學生思考

能力的有趣活動、給學生機會使用已有的知識和技巧、教師與學生都能夠應

付的內容，也要提供明確而有連貫性的單元結構。引導教師與學生經過多元

化的活動，以利學習機會增加至最大限度。 

 至於專業華語教材編寫原則，目前沒有一貫性的專業語言教材編寫原

則，但從各領域的專業華語教材編寫原則，可以導出較一致性的觀點。以下

先簡介各領域的編寫原則： 

1. 商業華語： 

 李憶民（1999）指出商業華語與一般漢語教科書不同，它充分體現國際

商務漢語的特點，使學習者學到一定的外貿知識和大量的表達國際商務的詞

語和語言結構。商業華語教材為目前在專業語言教材編寫研究方面有最多成

果的領域，李憶民（1999）、林雪芳（2000）、黎楊蓮妮（1991）等提出商業

華語教材編寫的一些原則，其內容如下： 

 針對性：針對學習者之文化背景與學習目的、專業語言的教學性

質、語言聽說讀寫四種技能所佔的比重。 

 真實性：與真實生活與社會連結、語言交際能力、模擬實際的商業

活動。 

 豐富性：擴大題材範圍、重視練習形式與功能。隨著工業社會快速

發展與改變，應跟上時代腳步，注意題材的特色、拓寬取材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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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性：進階設計的整體性、配套教材的整體性和相關各方專家的

整體性。 

 文化導入性：內容盡量詳盡，解釋儘量充分，並編進一些商務背景

材料和中華文化（側重國情文化、觀念文化和習俗文化）以及當代

中國人的生活方面內容。 

2. 科技華語： 

 杜厚文（1993）針對來華學習理工專業的外國留學生編寫「科技漢語教

程」時提出編寫原則與設計方法： 

 針對性：學生的特點和需要是編寫教材的客觀基礎和首要依據，突出科

技漢語的語言特點，正確處理普通漢語和科技漢語的關係。 

 實用性：緊緊圍繞著學生的交際需要來選取語言材料，確定教材內容。 

 功能性：注重聽、說、讀、寫四種技能訓練，按照語言技能實行分科教

學。 

 整體性：結構、情境和功能相結合，結構法、情境法、功能法，吸取這

三種教學法理論的長處，力求將三者融為一體。 

3. 外交華語 

 石金才（1990）指出外交人員的漢語學習有三個特點：學習時間自由、

學習進度自定、學了馬上就要應用，並指出前兩點是教學方式的問題，可以

在一對一的個別教學方式中得到解決；後一點則是學習內容的問題，因此應

在教材編寫中妥善解決。他根據學生的特點提出了以下教材編寫原則： 

 針對性：所設內容要具有針對性，以外交人員來華後的真實活動為線

索，以他們在語言活動中的真實景為依據，來設計情景、組織語言材料

的。 

 實用性：所選語料要具有實用性，從外交人員的急需來看，首先是簡單

的生活交際用語，其次是各種外交場合的交際、應酬用語，最後則是遊

覽、參觀、訪問等活動中的各種用語。 

 文化導入：分析語言現象時，既要重視語法規則，又要闡明某些語言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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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社會意義。對於與社會意義緊密相關的表達方式，教材的語言材料

選用要恰當，並輔以較簡明的注釋，以學習者能夠理解某些語言材料的

社會意義為原則。 

 易學性：提高重現率，以利於學員記憶及掌握交際功能，以功能為綱要

編寫的教材，容易因為了體現功能，相同情景少，語言重現率低，而且

由於功能的需要，往往忽略結構的循序漸進，增加了學習者的學習難度。 

4. 中醫華語： 

 在中醫方面，楊靖軒（1991）、王硯農（1992）、張惠雯（2002）等提出

教材編寫原則，其內容如下： 

 真實性：所選的語料應能反映真實的生活，讓學生在真實的語境中理解

並掌握教材內容。 

 針對性：不同的教學對象對語言內容和語言技能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

所選的功能項目也應強調其針對性。 

 實用性：語法點（楊靖軒）、詞彙或語句（張惠雯）等，一個功能項目，

可以用幾種語言形式來表達。因此我們所選的功能項目應有很強的實用

性。 

 趣味性：教材內容的趣味性有助於提升學習者的學習動機與效果。 

 由此可知，Hutchinson 與各領域的專業語言教材之編寫的主要原則為：

針對性、真實性、實用性。 

 至於一般教材編寫原則，正如呂必松（1998）所說的：一部好教材至少

要具備三個條件：1.適用；2.易教易學；3.語言規範內容有趣。此三個條件

也包括了「針對性、科學性、趣味性」。已經有很多學者提出這三個條件，

趙賢州（1987）也曾經提出針對性和趣味性，再加上語言與文化的關係。如

此，兩者之間最大的差別為：專業語言教材編寫較強調「實用性」，一般語

言教材編寫則強調「趣味性」。 

 此外，研究者發現專業語言教材編寫原則在「文化導入」方面，可以分

成兩類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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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術性的專業教材，如：中醫、科技。 

2. 實務性的專業教材，如：貿易、外交。 

 學術性的專業教材，比較重視中華文化的介紹，而且是側重於單向的；

但實務性的專業教材，則重視兩國文化之間互動的結果，即透過兩國文化比

較，讓學生了解對方因文化差異所表現出的行為以及說話。這是因為實務性

的專業教材與學術性的專業教材比起來，未來學習者較需要了解在實際使用

時兩個文化之間的互動與交際，因此一定需要了解兩者的文化差別而產生的

語言與行為上的模式，只側重於單向的文化介紹是不夠的。 

 研究者針對兩種類型的專業教材分析出兩種模式：學術性的專業語言教

材，可採用單向性的文化導入模式；實務性的專業語言教材，則應採用雙向

性的文化導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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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5：專業語言教材的兩種文化導入模式 

 

 宗上所述，透過對英語與華語專業教材編寫原則之探討，研究者得出，

適合觀光華語導遊教材的設計原則，即針對性、真實性、實用性以及趣味性。

並導出實務性的專業語言教材，需要運用雙向性的文化導入模式。就觀光華

語導遊教材而言，由於是針對韓國當地的華語導遊預備人才所編寫，因此教

材的主要內容在介紹韓國文化，並輔以中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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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材編寫模式 

 確定了教材編寫原則之後，我們可以進入教材編寫工作，針對教材的成

書方式，Hutchinson（1987）與 Brown（1995）同樣提出三種方法： 

1. 選用既有教材； 

2. 自行編寫教材； 

3. 改編現有教材。 

 但，他們的教材發展模式有所不同，Brown 的模式針對一般性的而且可

以適用於任何教材的一個發展程序，具有「普遍性」。Hutchinson 的則適用於

專業語言教材的，具有「特殊性」，因此本研究著重於 Hutchinson 的教材發

展模式。Hutchinson 在這三種模式當中，只提出前兩者的教材發展模式，因

為他認為第三種模式為前兩種模式的綜合型態，因此他只探討前兩者可以導

出第三種模式的結果。研究者遵循此結果，而在以下分別探討兩種模式。 

(一) 選用既有教材 

 Hutchinson 說「選用既有教材」的方式已定要透過教材評估而找出理想

的教材，並提出教材評估的四個階段（圖 二-6）： 

1. 評估標準確定； 

2. 主觀分析； 

3. 客觀分析； 

4. 符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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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6：教材評估階段 

（資料來源：譯自 Hutchinson & Waters(1987). ESL can be divided in the same way as 

EF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London：pp.98） 

 他提出評估階段的原因為：主觀的評估會影響到客觀的判斷，這會導致

所選擇的教材與當初預期的不一樣。因此那些主觀因素，雖然無可否認扮演

重要角色，但是不應該在分析的初步階段捨去客觀性。他認為一本專業英語

教科書必須滿足各方面的成員，如：教師、學生與贊助者等，因此需要有系

統且客觀的評估標準。他認為要做好比對工作，最好是分別看主觀的需求和

客觀的解決辦法，最後分析時，應在主觀的需求上拿客觀的標準做比對。 

 因此他針對主觀與客觀分析，各列出五大項的評估標準：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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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針對層次； 

2. 目標； 

3. 內容； 

4. 方法； 

5. 其他標準。 

 大項目內又包含 21 個小項目（參表 二-3：教材評估標準）。他希望從

主觀分析與客觀分析的比對結果，找出彌補缺點的方法，以便選擇最符合要

求的教材。以下為教材評估標準的細部內容： 

 

表 二-3：教材評估標準 

主觀分析（教材相關課程分析） 客觀分析（需要評估的教材分析） 

對象（AUDIENCE） 

1A.你的學習者是誰?  1B.教材所針對的對象是誰? 

目標（AIMS） 

2A.你的課程目標是什麼？  2B.教材的教學目標是什麼? 

內容（CONTENT） 

3A.你要哪種語言形式？它應該提到：

結構、概念、功能、談話等為主；需要

一項或多項的組合嗎？ 

4A.應該包括哪些語言項目（結構、功

能、詞彙等） 

5A.你要的語言技能比例?（如：聽說讀

寫）  

6A.你需要什麼樣的細部技巧？（如：

針對有難度的詞彙進行解釋） 

7A.應包含哪種類型的課文？（如：信

函、報告書等）  

8A.你所要求的主要內容之領域？

（如：醫學、生理學等） 

你所要的教材水準?  

需要哪種類型的主題? 

你希望怎麼呈現這些主題? 

9A.你要怎麼組合整個課程的內容？  

10A.你要怎麼安排課程單元的內容？  

11A.整個課程內容應該如何排序？  

12A.一個單元的內容應該如何排序？  

3B.教材使用什麼語言形式？  

 

 

4B.教材包括哪些語言項目？ 

  

5B.教材之語言技能的比例？  

 

6B.教材採用的細部技巧? 

 

7B.教材包含哪種類型的課文？  

 

8B.教材的內容屬於哪個領域? 

 

 

 

教材主題的呈現方式？  

9B.整個教材內容的組合方式？  

10B.教材單元的內容組合方式？  

11B.教材內容的排序方式？  

12B.教材單位內容的排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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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METHODOLOGY） 

13A.該課程應該以什麼教學理論為基

礎？  

14A.課程應該要考慮學習者的哪些反

應與預期？ 

15A.你需要哪種練習/任務？  

16A.需要使用哪種教學技巧？  

17A.希望可用的輔助教材是什麼？ 

18A.教學時需要哪些引導或支援？

（如：敘述目標、詞彙索引等） 

19A.教材需要多靈活？ 

 

13B.教材所採用的基本教學理論? 

 

14B.教材基於學習者的哪些反應與預

期而設計? 

15B.教材包含哪種練習/任務？  

16B.教材可以用哪些教學技巧? 

17B.教材所需要的輔助教材? 

18B.教材提供哪種引導?  

 

19B.用什麼方法可以靈活地使用教

材？ 

其他標準（OTHER CRITERIA） 

20A.你要的價格範圍？  

21A.你希望教材應何時提供，可提供多

少數量？ 

20B.教材多少錢？  

21B.什麼時候以及用什麼方法能夠容

易獲得教材？ 

（資料來源：譯自 Hutchinson & Waters(1987). ESL can be divided in the same way as 

EF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London：pp.98） 

 

 以上的表格提供一個評估專業語言教材的模式，我們可以隨時按照自己

的需要而增減這些項目。在第四章對現有的韓國觀光華語導遊教材進行評估

時，研究者將參考上表中的重要項目。 

(二) 自行編寫教材 

 Hutchinson 提出教材編寫模式並指出其目標：提供一貫性的框架，以便

整合各種不同的學習層面，同時允許足夠的空間，以具教材編寫的創造性和

多樣性。其模式可分成四大組成要素：1.輸入 2.內容焦點 3.語言焦點 4.任務

（參圖 二-7：教材設計模式（A Materials Design model） ），其內容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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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7：教材設計模式（A Materials Design model） 

（資料來源：譯自 Hutchinson & Waters(1987). ESL can be divided in the same way as 

EF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London：pp.109） 

 

1. 輸入（Input）︰可能是一個課文、對話、影片、圖片或者任何會話資

料，取決於已經在分析過程中確定的需求。「輸入」提供許多東西︰ 

 激發活動的教材 

 新語言學習內容 

 語言使用的正確模式 

 對話主題 

 給學習者使用他們訊息處理技巧的機會 

 給學習者使用他們既有的語言與專業知識的機會 

2. 內容焦點（Content Focus）：語言不是唯一的，而包括傳遞訊息和對某

些事情的感受，非語言的內容應該在教室裡為了產生有意義的溝通而使

用。 

3. 語言焦點（Language Focus）：我們的目的是使學習者能夠使用語言，

但當學習者不具足夠且必須的語言知識時，便要求他們完成這樣的溝通

式任務和活動是不公平的。好教材應該包含使學習者分析與綜合的機

會。在語言焦點上，學習者有機會把語言分解、學習如何運作，並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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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重組。 

4. 任務（Task）：語言學習的最終目的是語言使用。因此教材應該設計成

任務導向，引導學習者使用透過該單元所建立起來的內容及語言知識。 

 Hutchinson 認為最重要的焦點是「任務（Task）」，他說“這個設計模式

就像一輛車一樣，能夠帶領學習者完成任務，從「輸入（Input）」分別出來

的「語言（Language）」與「內容「Content」是為了學習者完成任務所需要

的。該「任務（Task）」遵循著這個設計模式的重要特徵，也就是透過整個

單元建立起「語言」與「內容」的連貫性。這個模式透過建構豐富的知識和

技能，來支持更複雜的活動”。 

 具體而言，此模式所說的「輸入」即為教材的內容，正如 Tomlinson（1998）

說的：為了容易學習語言，教師和學生所使用的任何東西，如錄音帶、錄影

帶、VCD、字詞典、語法書、閱讀資料、作業簿、補充講義等，也可以是報

紙、照片或是邀請母語者到現場說的話等，換句話說為了增加學習者對語言

的知識和經驗而所使用的一切材料。「語言」指的是可以分析的語言，語言

本身的結構與語義，「內容」指的是非語言性的因素，如：情境、文化背景

等，「任務」則為透過這兩種語言形式的訓練做出來的成果。 

 目前在韓國所出版的觀光華語導遊教材較側重於「語言」，只呈現課文

與翻譯本以及詞彙解釋，幾乎忽略了非語言性的因素，而且沒有呈現練習部

分，也沒有引導學生怎麼完成該課程所需的「任務」。觀光華語導遊教材為

實務性的專業語言教材，因此需要把「語言」與「內容」整合，編出更實際、

更生動、更實用的教材。 

 研究者將把 Hutchinson 教材編寫模式中的四項要素，融合於第五章觀光

華語導遊教材的設計原則，以增強教材整體的任務導向，對語言與內容進行

有效的整合。 

第五節 觀光華語導遊教材編寫 

 根據研究者所蒐集的資料，目前對觀光外語導遊教材的研究，主要都在

探討教材內容編寫與主題選擇應遵循的原則，以及所使用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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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內容與主題之選擇 

 好的觀光華語導遊教材要有豐富道地的語言信息，因為導遊在講解時著

重的是「現場效果」，所以教材內容應注重於現場效果和氣氛。張百佳(2002)

認為： 

 
面向旅遊／導遊專業學生，以中國旅遊專題閱讀文選或對話為主線，幫助學習

者掌握明景點和文化現象的外語表現手法，具備以外語進行導遊的能力。（鷺

江大學學報，2002，pp.63） 

 

 研究者認同此說法，觀光華語導遊教材應重視「讀、說」，因此本教材

將「閱讀與情境會話」設計成課文的一部分。 

 關於如何編寫課文主題，讓學習者從課文中對導遊工作有一概況性的認

識，突顯創造導遊詞，陳剛（2002）提出： 

 
好的導遊詞應包括的特色：內容充實（informative）、生動有趣（intriguing）、

真實可信（realistic）、實用性強（practical）、文化性強（cultural）、啟迪受益

（educational）、幽默風趣（humorous）等要素。（浙江大學學報，2002，pp.67） 

 
 此外，王洪濱（1998）提出選題工作時，應遵循的幾個原則： 

1. 個性原則：一定要突出所描寫與景觀的個性，即充分揭示其本身獨有

的、不同於其他任何景觀的特色、特點，是獨一無二的東西。個性越鮮

明，則旅遊資源的價值越高。 

2. 創新原則：這就是要求所選主題的有「新內容、新見解、新材料、新角

度」。我們所要描寫的景觀，不論是自然景觀或人文景觀，都有悠久的

歷史，一般都有著大量的口頭流傳的故事或豐富的文學材料。因此，首

先要廣泛收集資料，經過認真閱讀、分析、比較，篩選出優秀的、科學

的、符合時代精神的、富有藝術性的精華，而去掉謊言的、迷信的、毫

無意義的糟粕。 

3. 整體原則：任何一個優秀的景觀，不論是自然風光或是名勝古蹟，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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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廣闊的社會政治背景、深厚的歷史文化內涵，他往往是眾多景點中最

具有特色的珍品。但是他之所以優秀，絕不是孤立的，一定具有其 “眾

星捧月”的原因。因此在編寫時，不能“就寺論寺”、“就景寫景”，

孤零零地描述單個的景點，這不但顯得單調膚淺，而且也失去由此及

彼、一重點帶一般的整體性。 

4. 市場原則和時代色彩：導遊詞創作要求具有鮮明的時代精神，應站在時

代的高度去開拓景物的本質意義，不能只囿於寫作對象的具體範圍，而

不顧及社會生活的發展和變化，反映旅遊者的需要。 

二、 使用語言 

 Dudley-Evans（1998）認為在專業語言教學上，初級階段可以使用母語

（L1）解釋教材內容，但隨著學習者的程度提高，使用母語（L1）的頻率

應該越少越好。然而在非中文環境學中文（CLF）的情況下，尤其是觀光華

語導遊教學時，不管程度高低，卻往往使用兩種語言。張百佳（2002）指出，

好的觀光外語導遊教材應該配有兩種語言的解釋，因為導遊實際工作中可能

遇到的各種題材和詞語的翻譯問題難以窮盡，因此平行進行兩種語言的解

釋，能以「授人以漁」突出在漢外比較的基礎上符合外語習慣的漢譯外訓練，

這些訓練有助於學習者擴充詞彙量，學會地道表達，口語流暢，成為有跨文

化交際意識、有文化底蘊的導遊員。 

 因此，本研究所設計的教材將使用兩種語言解釋教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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