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觀光華語導遊教材設計之原則 

 本章主要內容是根據第二章的文獻探討中，關於「文化教學」、「專業語

言教材編寫原則」、「韓國的觀光華語導遊教學現況」、「現有教材分析」以及

「針對學習者的需求分析」等討論項目，整理而歸納出觀光華語教材設計規

劃中，所涉及到的重點。 

第一節 教學目標 

 觀光華語導遊課程為專業語言教學之一，專業語言教學的重點可以分

「實務性教學：工作目的」與「理論性教學：學術目的」兩種。本研究追求

的是根據專門大學的教育目標，即「培養中等專業職業人員」，強調的是讓

學生具備將學過的教學基礎理論與實際靈活地運用在實際的工作場合上。因

此本研究所設計的觀光華語導遊教材之教學重點在於「實務性教學：工作目

的」。 

 一般觀光華語導遊課程的教學目標為：透過學習華語，增強溝通能力，

並且在正確接受目標語國家文化的同時，發展自己國家的文化，把它介紹給

華語圈的遊客。更細部的目標為： 

1. 對華語有興趣而且有信心，培養可以溝通的基本能力； 

2. 針對日常生活以及焦點話題與華語人士自然地談話； 

3. 透過了解華語圈國家的文化，重新認知韓國的文化而培養對韓國文化的

正確價值觀。 

 至於此教材的教學目標，因本研究所設計的觀光華語導遊教材為追求實

務性的教材，而教學目標基於實務性的目標設定。其設定如下： 

 透過學習觀光華語導遊專業詞彙、文化對比性的閱讀以及情境對

話，提高學生的語言應用能力。 

第二節 教材設計原則 

 從第二章第二節的專業語言編寫原則及教學目標，「針對性」，以及「真

實性和實用性」的原則。此外，研究者從學習者的需求與文獻探討歸結出其

他原則，即「文化性」、「對比性」、「趣味性」與「整合性」。最後，經過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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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教材評估後，導出「代表性」原則。內容如下： 

1. 針對性：觀光華語導遊教材的主要教學目的，在於具針對性且有效率地

培訓出具備高度語言應用能力以及導遊專業知識的華語導遊人才。根據

研究者的調查，學習者的需求與教學目的相同。因此教材設計時，應針

對教學目的與學生的需求所設計。 

2. 真實性與實用性：觀光中國語系的學生希望能將所學過的教材內容，立

即運用在實際工作場合或情境上，因此教材的內容一定要具備真實性與

實用性。 

3. 趣味性：觀光華語導遊教材的內容，常和國家的政治、經濟、歷史、文

化等較為沉重的內容有關，因此容易忽略趣味性而編寫出呆板的內容，

而讓學生容易失去學習的動機以及興趣。此外，學生實際運用在帶團

時，有趣的解釋不會讓遊客感到無聊，因此趣味性是設計觀光華語導遊

教材時一定要考慮到的設計原則。 

4. 文化性：「傳播優秀文化的功能」是觀光華語導遊要發揮的主要功能，

因此為培訓這樣的導遊而設計的教材應包含文化性。 

5. 對比性：觀光華語導遊教材的主要特徵是它包含了文化性，但與一般語

言文化教材不同的是，其文化指的是學習者國家的文化，而非目標語國

家的文化。所以，此教材為了突顯該國文化的優秀性及獨特性，必須與

目標語國家的文化進行對比，找出其特色。 

6. 整合性：根據本論文的第二章第二節，已顯示語言與文化的密切關係，

也提到觀光華語導遊需要具備的能力，其內容包括，導遊需要具備跨文

化交際能力以及口語翻譯等語言應用能力，因此在觀光華語導遊教材設

計時，一定要導入文化層面，而且在第二章 Hutchinson 所說的語言與內

容的整合以及閱讀與口語的整合。 

7. 代表性：觀光華語導遊一定會面對不同社會階層、不同年齡、不同性別，

亦於不同時間接待各種各樣的遊客，也會帶遊客到具有不同特色的地

區，一本教材無法收容那麼多的內容，尤其是隨著時間的變化而改變的

題材。因此教材設計時，要選出具有代表性的教材內容，讓學生可以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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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類似的情境上。 

第三節 教材設計的對象 

 本研究所設計的教學對象，目前韓國專門大學的觀光華語導遊課程因其

內容包含知識文化等的內容，需要具備一定程度的華語水準，因此大部分的

專門大學從第二年級開始安排此課程，因此本論文所設想的主要對象為： 

 在專門大學以觀光華語導遊為主修的第二年級的學生。 

 但，具有以下需求的學生也可使用： 

1. 要在韓國從事觀光華語導遊的人； 

2. 大學的專業為觀光中國語相關科系的學生； 

3. 想要把韓國的觀光勝地或文化，介紹給華語人士的學習者。 

 至於教材所設定的學習者之華語水準，針對第二年級的學生調查，他們

的華語水準為佔 90%以上的學生回答初級（36%）或初中級（55%），大概

HSK 五級左右的程度以及 CPT2 的程度。因此此教材預設的華語水準為 HSK

五級左右的程度以及 CPT2 的程度。 

 

圖 五-1：CPT與HSK等級分數對照表

資料來源：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http://cpt.mtc.ntnu.edu.tw/ch/intro_v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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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教材的角色 

一、 教材的來源 

 在第二章第二節 Hutchinson 與 Brown 提出教材形成的方式為：1.選用既

有教材 2.自行編寫教材 3.改編現有教材。本研究試圖採取「自行編寫教材」

的方式，但仍透過「評估現有教材」，找出長處與短處，作為編寫教材時的

參考。 

 以下為研究者決定選用的教材內容的來源： 

1. 韓國的歷史、政治、經濟、等整體文化； 

2. 生活方式、風俗習慣等交際文化； 

3. 兩國之間的共同焦點話題； 

4. 時代風行的潮流； 

5. 可隨時更改的情況、事實及制度； 

6. 韓國的特產及購物資訊； 

7. 韓國特有的文化； 

8. 飲食、交通、教育等。 

二、 教材的編排順序 

 教材的編排順序可以數種方式安排，比如，按照整個旅遊行程、情境、

主題等編排方式，都有各有各的長短處。王松（2002）說「結合學習者的需

求，教材內容的難度要適宜，數量上貪多求全，編排體例也要合理」。張百

佳（2002）針對觀光外語導遊教材的編排方式提出：教材按「題材」編排，

有利於體會擴充專業詞語，豐富表現力。經研究者調查發現，目前韓國觀光

華語導遊教材的編排順序是以「主題」為主。 

 但根據第四章需求分析，學生希望以「情境」為教材編排的原則。研究

者亦認為按「實際旅遊順序」編排，學習者將對旅遊步驟有系統的認識，並

且可以間接地體驗到實際旅遊行程順序，最後學生可以自行安排模擬旅遊行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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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教材將採用的編排方式，是從學習者的需求以及研究者的設計原則導

出以下方式： 

1. 整體編排順序：按實際旅遊行程順序； 

2. 細部單元：按情境編排。 

 首先按照實際旅遊行程順序作整體架構編排之後，再把細部的單元按情

境別編排。 

三、 教材內容的構成 

 第二章第四節 Hutchinson 說，教材構成因素包括「內容焦點」與「語言

焦點」，這兩個因素一定要導出任務；同時，這兩個因素在教材中，可先利

用「課文」來呈現，再透過「練習」將任務導引出來。 

(一) 準備活動 

 看圖說話：研究者將與課文相關的圖片放置在每課之初，圖片下面放置

重點詞彙，研究者預期之教學效果如下： 

1. 引發動機：透過此活動，學習者很快速地進入單元內容； 

2. 熟悉感：透過此活動，能夠增加進行課文教學之前的熟悉感。 

3. 期待感：該活動過後，學生希望能儘快知道可以運用在圖片情境或景點

上的詞彙以及句型，讓學生產生期待感。 

(二) 課文 

 根據第二章第五節，觀光華語導遊教材應重視「讀、說」，因此本教材

的課文包含「閱讀與情境會話」兩個部分。在選題上遵循四項原則：個性原

則、創新原則、整體原則、市場原則和時代色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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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際進行內容編寫時，應反映

課文與會話情境的現場氣氛。 

(三) 詞彙、語法 

 研究者所蒐集到的教材裡，眾多教材為針對導遊考試而編寫的教材，因

此著重於考試內容，如：問答題與專業用語解釋，在課文裡出現的詞彙，若

不涉及考試內容，這些詞彙的解釋較弱，幾乎是找到相對應的韓文翻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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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進一步的舉例解釋。至於語法解釋，有些缺乏此一項目，有些即使具備，

也不像一般的華語教材那麼完整，因此本教材加強詞彙與語法的解釋與例

子，儘量遵循華語教材的例子設計，即學校使用的觀光華語導遊教材。 

(四) 練習 

 在第二章第四節 Hutchinson（1987）所提及的：教材應該設計成任務導

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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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任務。

這些任務教材設計時應在練習部分呈現，並按照課文內容設計，即要映射課

文內容。其練習內容可包含以下項目： 

1. 造句、完成對話等； 

2. 翻譯：口譯與筆譯； 

3. 筆譯：透過中翻韓、韓翻中練習，了解兩種語言之間在表達方式上的異

同點。 

4. 口譯：透過課文所建立的語言知識，運用在類似的情況上，以增強導遊

詞的創造能力，以及運用能力。 

5. 角色扮演(分組活動)：針對不同內容、不同主題、不同地點，設計實際

導遊情景，模擬導遊講解以及與旅客的溝通方式。 

四、 文化注釋 

 作為一名導遊，不僅要熟練該語種，包括熟練該語種國的政治、經濟、

地理、文化和風俗民情等多方面知識，更重要的是了解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

（歐陽莉、趙萍，2002）。研究者在第二章第二節已經陳述過文化教學最好

的方法是「對比」，也提及各學者對語言教學與教材中導入文化的方法。並

且在第二章第四節找出最適合觀光華語導遊教材的文化導入模式是雙向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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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2：觀光華語導遊教材之文化導入模式 

  

 本教材所採用的文化導入方式如下： 

1. 圖片使用：在教材裡展現出與課文有關的圖片，讓學生容易了解其教材

內容要介紹的文化以及要對比的文化部分。 

2. 文化相關故事講解： 

A. 描述文化交際的具體情景； 

B. 介紹突顯當地景點的歷史背景或文化特色以及名稱典故。 

3. 融合於課文：把文化簡單融合於課文裡，學生可以學到導遊如何把文化

融合於課文。 

五、 語言使用 

 根據第二章第五節的討論，本研究所設計的教材將使用韓中兩種語言解

釋教材內容，但根據第四章的需求分析，將採納學生的意見，課本的韓文翻

譯將以附錄的方式呈現。 

 研究者在教材中同時使用韓中兩種語言，可預期的效果為： 

1. 觀光華語導遊學習者透過這兩種語言的解釋，可以比較語言使用上的差

別，進一步透過這些語言上的差別可以了解兩者之間的文化差異。 

2. 在短短的時間裡可學習很多內容，有母語（L1）解釋讓學習者很快進入

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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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專業詞彙有時需要直接翻譯而對應它的意思，這會花更短的時間學到觀

光華語導遊專業詞彙。 

六、 評量 

 根據第四章需求分析的結果，目前觀光華語導遊的評量方式以筆試為

主，以發表與報告為輔。但研究者認為這樣的評分方式不太適合評量觀光華

語導遊課程。觀光華語導遊課程的重點教學目標為培養語言的溝通能力以及

運用能力，因此評量方式應以口語訓練為主，以書面形式為輔。研究者希望

本教材的評量方式主要以下內容組成： 

1. 口頭報告（oral presention）（50%）：分組模擬導遊練習（情境對話）、個

人模擬導遊詞練習（觀光景點、文化、典故等介紹） 

2. 書面報告（midterm paper& final paper）（30%）： 

A. 觀光華語課文的翻譯：在書上未介紹的觀光景點、學生認為值得開

發的觀光景點等，激發學生講解導遊詞的運用能力 

B. 針對華語圈的觀光客模擬設計旅遊行程，讓學生認知目前華語圈觀

光客對韓國旅遊行程的需求 

C. 觀光華語導遊專有名詞翻譯：讓學生找出可以對應的中文翻譯名

稱。 

3. 課堂參與度與發言（participation）（10%）：觀光華語導遊相關知識的交

流 

4. 出席（presentation）（10%） 


	第一節教學目標
	第二節教材設計原則
	第三節教材設計的對象
	第四節教材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