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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與文字輔助詩歌華語學習 

之成效比較 

中文摘要 

關鍵詞：對外詩歌教學、圖像輔助教材、專業華語、學術華語 

由於全球華語學習的普及，推升了「專業華語」（Chinese for Specific 

Purposes）的學習需求。專業華語可分為「職業華語」（Chinese for Occupational 

Purposes）與「學術華語」（Chinese for Academic Purposes）兩大範疇。目前

有關職業華語的教材及教法研究頗豐，如商業華語、醫學華語、旅遊華語等；

反觀學術華語，則研究不足（翟乃剛，2009；李泉，2011）。 

以視覺圖像輔助第二語言學習，為二語教師普遍擅長的教學方法。諸多

研究已證實，在二語詞彙學習及閱讀理解方面，使用文字搭配圖像的輔助教

材，能有效提升學習成效（Chun & Plass, 1996; Kim & Gilman, 2008; Kost, 

Foss, & Lenzini, 1999; Omaggio, 1979; Pouwels, 1992; Yeh & Wang, 2003; 

Yoshii & Flaitz, 2002）。然而，當二語學習提升至高階學術知識的階段，學

習內容漸趨抽象且深奧，所用詞彙亦愈趨專業，至此階段，圖像是否仍具有

理想的輔助成效，實待驗證。 

本文以「學術華語」中的「詩歌華語」科目作為研究目標，透過實證研

究方法，比較母語、二語（即華語）兩種不同的文字輔助教材，搭配圖像與

否，對詩歌學習後的回憶表現是否造成影響。受測者的表現透過「學術分析

撰寫」、「學術分析詞彙」、「學術分析論點」三項能力指標進行評估。實驗結

果顯示，輔助教材的形式對於學習者「學術分析撰寫」的篇幅長短，及「學

術分析詞彙」的數量多寡，其影響並無顯著差異。然而，在「學術分析論點」

的闡述能力方面，當輔助教材為華語文字時，搭配圖像確實能提升學習成效。

反之，當輔助教材為母語文字時，搭配圖像則無法發揮正向效果，甚至形成

負面影響。本文亦將研究結果應用於詩歌華語的教學活動設計，為詩歌華語

教學提供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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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is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exts versus Pictures as the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for 

Chinese Poetry Learning 

Abstract 

Keywords: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CSL), supplementary 

teaching materials, Chinese for specific purposes, Chinese for academic 

purposes 

Study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recently. The number of L2 learners of Chinese for Specific Purposes (CSP) has 

grown every year. CSP has been divided into two main areas: Chinese for 

Occupational Purposes (COP) and Chinese for Academic Purposes (CAP). Many 

studies have been done on learning and teaching COP. Specific teaching 

materials have developed in response to COP topics such as Chinese for 

Business Purposes, Chinese for Medical Purposes, and Chinese for Traveling 

Purpose. However, relatively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done on CAP (翟乃剛，

2009；李泉，2011). 

The use of pictures as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is a common strategy in 

second language (L2) teaching.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textual and pictorial materials improve the efficacy of L2 vocabulary learning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Chun & Plass, 1996; Kim & Gilman, 2008; Kost, 

Foss, & Lenzini, 1999; Omaggio, 1979; Pouwels, 1992; Yeh & Wang, 2003; 

Yoshii & Flaitz, 2002). However, when L2 learners reach an advanced level of 

academic knowledge learning, the learning contents become more complex and 

abstract. It raises the concern of whether the use of pictorial illustration remain 

to be effective in an advanced L2 learning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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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various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in teaching the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by comparing participants’ poetry 

analytical abilities under the following experimental conditions—first language 

(L1) or second language (L2) text only, and combination of picture and text. In 

the study,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analyze the poetry after the learning 

sessions. Performances were based on the length of production, density of 

vocabularies, and density of argument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type of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have no effect on length of production and the density 

of vocabularies. However, it was found that the L1 text-only group and L2 text 

and picture groups performed significantly higher on the density of the 

arguments. Conclusively, the study partially supports the idea that pictorial 

materials improve the efficiency in learning CAP. This study also has 

pedagogical applications for TCSL teachers teaching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to 

foreign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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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章 緒論 

詩歌學習屬於華語作為第二語言（以下簡稱二語）學習的學科之一，無

論在國內語言中心或海外大學系所，「中國古典詩歌」常是高階級至流利級

華語學習者的必修或選修課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當代的華語教學

研究多偏重於以商業華語、旅遊華語為主的「職業華語」領域，詩歌華語所

屬的「學術華語」領域並未受到太多矚目，相關研究也較為缺乏。即便已有

部分學者提出詩歌華語的教學難點及教學對策，但對於如何運用教學技巧或

輔助教材提升教學成效，仍有許多能進一步探索的空間。 

由於前人研究相對缺乏且尚無定論，為了提升詩歌華語的學習成效，有

必要進行更多的實證研究，並將研究結果應用於詩歌華語教學，此即為本文

的主要研究方向。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闡明研究動機，並簡略概述前人研

究成果，指出研究缺口；第二節提出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第三節介紹與本

文相關的專有名詞；第四節則展示本文架構，為讀者提供閱讀指引。 

 

第一節 研究動機 

隨著全球華語學習的普及，高階華語課程的學習需求亦增。高階華語課

程中，除一般語言課程之外，專業華語（Chinese for Specific Purposes）的學

習人數亦逐年上升。專業華語可區分為職業華語（Chinese for Occupational 

Purposes）及學術華語（Chinese for Academic Purposes）兩大範疇，其中，

職業華語的教學及研究成果已豐，而學術華語則相對缺乏。有鑑於此，本文

以學術華語科目之一的「詩歌華語」作為研究目標，結合二語教學中普遍使

用圖像作為輔助教材的教學技巧，透過實證研究方式，探討輔助教材形式對

於詩歌華語習得與輸出之影響，以期對於未來學術華語的課程設計有所貢獻。

本節分為三小節，分別說明學術華語、對外古典詩歌教學，以及圖像應用於

二語學習等議題，並指出研究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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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術華語之研究現況 

「學術華語」是華語作為二語教學的分支之一，其分類架構雖借鏡於「學

術英語」，然研究現況及缺口卻與「學術英語」並不相同。為釐清「學術華

語」在「學術外語」領域中的定位，並使「學術華語」所包含的研究範圍及

問題更加清晰，本小節分為兩部分進行說明：第一，說明「專業外語」與「學

術外語」的定義。第二，參考「學術英語」的分類方式，建立「學術華語」

的組織架構，並陳述近年學術華語的研究概況及研究缺口。 

(一) 「專業外語」與「學術外語」定義 

相對於普通外語1（Language for General）而言，專業外語（Languages for 

Specific Purposes）是指在教學內容及方法上，針對學習者群體的特殊目的

及需求所設計的語言課程或教學計畫，適用於某些專業領域、特定範圍及固

定場合（Grosse & Voght, 2012; Halliday, McIntosh & Strevens, 1964）。近年來，

專業外語由外語教學中的一小分支，逐漸發展成佔有主要地位及關注的應用

語言學科之一，其原因與全球化的趨勢密不可分：受經濟危機影響，工作市

場逐年緊縮，擁有第二語言專業背景能提高就業競爭力；教育全球化的趨勢

使交換學校及海外實習機會增加，亦促進了專業外語的學習需求。此外，網

路技術的普及與發達，解決了母語地區真實材料不易尋得的問題，學習者可

透過網路社群及平台，實際模擬專業外語領域的人際互動。這些時代趨勢的

變化，皆為促使專業外語蓬勃發展的重要原因（Grosse & Voght, 2012）。 

專業外語課程在初級階段與一般的外語課程差異不大，多著重於日常生

活溝通及基本語言技能，唯一的差別在於專業外語更加重視語言學習的語境

（context）──大量使用真實材料，並模擬該專業領域中實際的溝通情境，

例如商業文書與信件往來的格式等等（Grosse & Voght, 1991; 李泉，1991）。

而到了高級階段，學習者若欲提升語言水平，除了語言能力本身，還須對二

語文化有深入了解，包括歷史、文學、當代社會議題等。有鑑於專業外語的

教學需求，「學科內容語言教學法」（content-based instruction）成為專業外

                                              

1
 一般中文文獻將“Language for General”譯為「通用外語」，本文為使詞意明確，且能與「專業外

語」對立，故將其譯為「普通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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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課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能幫助學習者整合語言習得及核心知識，以期

在二語文化中完整而有效的發揮自身長才（Brinton, Snow, & Wesche, 1989; 

Luke, Comber, & O’Brien, 1996; Moje, Dillon, & O’Brien, 2000）。 

在各語種之中，專業外語教學與研究成果最為豐碩的當屬專業英語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學者將專業英語區分為兩次領域：學術英

語（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及職業英語（English for Occupational 

Purposes）（Carver, 1983; Hutchinson & Waters, 1987; Robinson, 1991）。學術

英語是基於特定領域的學術研究而成立的學科，早期的發展重心為科技英語，

其次為醫學英語與法律英語。職業英語則有別於學術研究，更專注於該領域

中與「實務操作」切身相關的英語學習，其大宗為商業英語。Hutchinson & 

Waters（1987）指出，學術英語與職業英語之間並非全然獨立，學習者可能

同時學習及工作，也可能由於學習階段改變，由學術英語進入職業英語。 

Jordan（1997）根據「學術英語」的特性，將其再區分為「普通學術英

語」（English for General Academic Purposes）與「專業學術英語」（English for 

Specific Academic Purposes）兩次分類。前者意指學習者使用英語進行學術

研究時，口語交流及書面語寫作能力之訓練；後者則是以某一特定學科的知

識性內容為主的英語教學，如「法律英語」、「醫學英語」等。 

(二) 學術華語之研究缺口 

隨著全球華語學習的普及，專業華語2亦開始受到重視。與專業英語類

似，專業華語在語言方面與普通華語差異不大，較大的差異主要體現在兩方

面：其一，專業詞彙的運用及特定的表達方式。其二，語言的使用目的、溝

通場合及應用範圍（李泉，2011）。 

專業華語的早期發展重心與專業英語相似，皆以科技專業的華語教學為

開端（張黎，2013）。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華語教學界開始關注專業英語理

論，並將其引入華語教學領域（李泉，2011）。雖則如此，專業華語的理論

依據及教學體系至今仍尚未成熟，若依循專業英語的分類模式，可將專業華

                                              

2
 臺灣普遍使用「專業華語」的說法，中國大陸則稱之為「專門用途漢語」。本研究為易於閱讀及

理解，統一使用「專業華語」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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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分為「職業華語」與「學術華語」兩大範疇，而「學術華語」之下亦可再

區分為「普通學術華語」與「專業學術華語」（高增霞、劉福英，2016），如

圖一-1 所示。 

 

 

 

圖 一-1 專業華語教學體系 

近 30 年來，專業華語教學除了理論、體系尚未成熟，亦存在內部發展

不平衡的問題（翟乃剛，2009）。各種專業的教材教法之所以未能平衡發展，

主要是由於中外經貿交流的擴大乃是促進「全球中文熱」的重要因素，隸屬

於職業華語中的「商業華語」遂呈現一枝獨秀的趨勢，無論是教學研究或是

教材編寫，皆有豐碩成果，此外，「旅遊華語」的教材數量亦逐年增加（李

泉，2011；翟乃剛，2009；張黎，2013）。相較之下，學術華語並未受到足

夠關注，相關的研究及教材數量亦顯不足。 

隨著華語學習人數的增加，另一發展趨勢亦不容忽視──在華語地區修

習正式學位（以華語為課堂語言）的國際學生人數，亦逐年上升。表ㄧ-1

為近五年在臺國際學生修業人數的變化。其中，學位生在全臺國際學生中所

佔的比例近乎四成，而在學位生中，又以修讀學士的人數居多，高達半數。

中國大陸亦有類似的現象（高增霞、劉福英，2016）。 

表 一-1 近五年在臺國際學生修業人數之變化 

學年度 
國際學生

總數 

學位生 

人數 

所佔

比例 
博士 碩士 學士 

100 18,343 10,059 35% 
1,497 

（15%） 

3,603 

（36%） 

4,947 

（49%） 

101 19,464 11,554 37% 
1,706 

（15%） 

4,113 

（36%） 

5,726 

（50%） 

102 22,544 12,597 36% 
1,870 

（15%） 

4,113 

（33%） 

6,603 

（52%） 

專業華語 

職業華語 

學術華語 

普通學術華語 

專業學術華語 

 



第一章 緒論 

5 

103 23,067 14,063 38% 
2,092 

（15%） 

4,213 

（30%） 

7,737 

（55%） 

104 27,146 15,792 37% 
2,353 

（15%） 

4,398 

（28%） 

9,024 

（57%） 

資料來源：全國大專院校境外生生活資訊網>統計資料 

根據高增霞與劉福英（2016）的觀察，近年在華留學的大學生背景出現

新的趨勢：越來越多人屬於正常升學，沒有工作經歷；而另一方面，他們的

華語程度越來越高。然而，即使學生的華語程度已達高階級至流利級，他們

在專業方面的學習依舊存在障礙，因為他們一直以來僅著重於普通華語的學

習，缺乏專業詞彙及語法的訓練。高增霞與劉福英（2016）認為欲改善此現

況，首先應該形成重視學術華語教學的意識及氛圍，並突出大學階段華語專

業素養的培養與訓練。由此可知，學術華語的需求正在逐年上升，然而相關

研究及教材的缺乏卻成為不得不面對的缺口。 

二、 對外古典詩歌之教學問題 

「詩歌華語」屬於學術華語之中「專業學術華語」的範疇，通常是以中

文作為主修的華語學習者必須修習的科目之一。古典詩歌同時包含了中國語

言及文化的特色，有其學習價值，然而在教學過程中，往往難以避免因其特

性有別於一般華語課程而形成的教學難點。 

詩歌是中國文學的代表，對外古典詩歌學教不僅有助於國際學生增進對

華人傳統思維的瞭解（朱我芯、王兆華，2010），還有助於提升國際學生的

現代華語能力（宋曉航，2013；孫荔，2009；唐清輝，2007；錢汝琦，2010）。 

在朱我芯（2013）針對美國華語教師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高達九成的

華語教師皆認同古典詩歌在華語教學中的必要性。曲桂敏（2011）及涂文暉

（2002）的教學實驗也證實了唐詩在華語課堂的作用，以唐詩作為教材，能

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並提高其學習積極性。 

雖然對外古典詩歌教學對第二文化或現代華語的習得皆有助益，然而，

其所面臨的教學問題不容忽視。無論是對於華語教師或是國際學生而言，古

典詩歌的教學問題皆包括「詩歌背誦」、「字句解釋」、「情境體悟」等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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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琦，2010；朱我芯，2013）。詩歌的詞彙涉及中國古代的典章制度與民俗

器物，句法則具備高度精練的特色，已與現代華語書面語大不相同，故對國

際學生而言不易理解。若輔以淺顯易懂的母語或白話譯文，可幫助學生迅速

掌握字句意涵，此問題便可迎刃而解。然而，掌握字句的表面意涵，並不代

表能體悟詩歌的情境。由於「寓情於景」、「情景交融」為中國詩人慣用之文

學表現手法，詩人往往經由描寫景物以寄託自我情志，學生若不能「依詩思

境」、「即境悟情」，便難以真正地體會詩歌的旨趣。故國際學生對詩歌情境

的掌握與否，往往影響其詩歌學習之成效。（朱我芯，2013） 

縱然對外古典詩歌教學存在著不少教學問題，相關的教學研究成果卻十

分缺乏。在臺灣地區，僅有朱我芯等人（王兆華、朱我芯，2010；朱我芯，

2013；Chu & Wang, 2013）針對如何運用多媒體輔助古典詩歌教學進行。在

中國大陸地區，也僅有為數不多的期刊論文或學報就此議題進行探討，且多

半篇幅短小，長篇論述僅限部分碩士論文。既已知對外古典詩歌教學的問題

所在，現存的研究成果亦不豐富，故有必要對此議題進行更多的研究。 

三、 圖像應用於二語學習 

以視覺圖像輔助二語學習，為二語教師普遍使用的教學方法之一。尤其

當今全球科技進步、網路普及，適用於教學的多媒體材料不僅數量豐富，且

易於蒐集，教師如能善加運用，將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成效。在已

知的前人研究基礎上，可將圖像相關輔助效果主要區分為兩方面：詞彙學習

及文意理解。在詞彙學習方面，諸多研究成果證實，文字加上圖像的輔助教

材形式能達到最佳的學習效果（Chun & Plass, 1996; Kim & Gilman, 2008; 

Kost, Foss, & Lenzini, 1999; Pouwels, 1992; Yeh & Wang, 2003; Yoshii & Flaitz, 

2002; Yoshii, 2006）。因為僅有文字翻譯或說明對學生來說未必能夠理解，

而圖像能將詞彙的定義視覺化，使學習歷程較有意義。尤其當文字形式為不

易理解的二語時，圖像更能體現出其重要性（Yoshii, 2006）。此種圖文合併

優於僅有文字的現象屬於「圖優效應」（Picture Superiority Effect）的一種，

歷年來是許多認知心理學家關注的議題之一，他們試圖對此現象做出解釋，

其中最為著名的是 Paivio（1971, 1986, 1991）提出的「雙重編碼理論」（Dual 

Coding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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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意理解方面，無論是閱讀或是聽力理解，運用圖像作為視覺輔助教

材，都能達到良好的理解成效（Bransford & Johnson, 1972; Borges & Robins, 

1980; Jalilehvand, 2011; Lin, Chen, & Dwyer, 2006; Mueller, 1980; Omaggio, 

1979）。其中，圖像的「內容」及「呈現順序」是發揮輔助效果的關鍵：在

「內容」方面，若將文意理解段落視為一簡短故事，描繪故事前段劇情的圖

像，較描繪故事中後段劇情的圖像更有幫助。這是因為圖像能提供適當的語

境，幫助學習者對陌生的二語文章段落做出正確預測（Omaggio, 1979）。而

在「呈現順序」方面，先呈現圖像再呈現文字能達到最佳的理解效果。因為

圖像的內容簡單易懂，能幫助先備知識不足的學習者建構心智模式，有助於

應付後續較為複雜的二語文字內容（Eitel & Scheiter, 2015）。 

有別於其他語種，圖像應用於華語學習的相關文獻數量並不多，僅有部

分與漢字學習相關之內容，如 Kuo 與 Hooper（2004）及 Soemer 與 Schwan

（2012）的研究，皆證實圖像有助於漢字的理解及記憶。學術華語方面的研

究成果則更為缺乏，僅有 Chu 與 Wang（2013）的詩歌華語教學平台設計研

究，透過多媒體動畫還原詩歌意境，輔以詩中生詞的英語註解及白話翻譯，

幫助國際學生學習中國古典詩歌。此教學平台雖未推廣普及，然已初步得到

學生的正向滿意度回饋。上述研究成果，驗證靜態圖像或視覺動畫對於促進

華語學習的效果。 

本節的三個小節，分別針對學術華語、對外古典詩歌教學，及圖像應用

於二語學習議題，進行簡單的文獻回顧，發現學術華語需求人數有逐年上升

之趨勢，對於詩歌華語等相關科目，無論是研究或教學的探索必要性皆刻不

容緩。此外，前人文獻亦證實了在二語學習的某些面向中，圖像作為學習輔

助教材的應用價值，然而在詩歌華語等高階知識的二語學習過程中，圖像是

否仍具備應用價值，能達到理想的輔助成效？由於缺乏相關研究，至今未能

得到解答，此疑問遂成為本文的關注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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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在部分華語教學研究中（如漢字學習），視覺圖像已被證實有其輔助效

果，然而在學術華語的面向上，相關研究十分不足，詩歌華語亦不例外。本

研究針對詩歌華語此一學術華語科目提出研究問題，進行實驗設計，試圖探

究圖像和詩歌學習後的回憶表現之關聯。以下分為兩小節，分別說明研究目

的與研究問題。 

一、 研究目的 

（一） 確認圖像在學術華語中的應用價值 

綜觀過往學者的研究成果，已證實在二語學習中的詞彙學習、文意理解

及字形記憶等面向，使用圖像作為輔助教材可有效提高學習成效。然而，當

二語學習提升至高階學術知識的階段，學習內容漸趨抽象且深奧，詞彙與句

式亦愈趨專業，於此階段，圖像是否仍有理想的輔助效果令人存疑。 

在圖像的輔助成效相關研究中，二語詞彙學習方面的研究成果特別值得

注意。學習二語詞彙時，文字註解通常是不可或缺的輔助工具，前人研究指

出，除了提供文字註解，搭配圖像能產生加成效果（additional effect），幫助

學習者更容易理解及記憶二語詞彙的意義。在學術華語的學習過程中，也常

面臨需以大量文字說明，幫助國際學生理解學術知識的處境。然而，成段的

華語文字容易造成國際學生的學習負擔。因此，若能借助二語詞彙學習的研

究成果，確認圖像在學術華語中的應用價值，或有助於降低學習負擔，達成

更好的學習效果。 

（二） 探究輔助教材形式對詩歌華語學習後回憶的影響 

在學習高階學術知識時，由於學習內容通常較為抽象、不易理解，故需

借助於其他的輔助教材。以詩歌華語為例，學習古典詩歌時，應避免僅止於

單調而枯燥地背誦詩句，而是能真正地理解詩歌的意涵，並能進一步賞析作

者「寓情於景」的言外之意。欲理解由古漢語所寫成的詩歌，必然需要翻譯

精準的母語文字，或是淺易的現代華語文字作為輔助。因此，無論是詩歌教

材本身，或是教師用於課堂教學的投影片與紙本講義，皆充斥著大量的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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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華語文字說明。然而，過量的文字訊息可能造成學習負擔，若能適度加入

圖像作為輔助教材，或可達事半功倍之效。 

此外，二語詞彙學習的相關研究亦指出，當文字訊息為二語時，圖像的

加成效果優於文字訊息為母語時（詳本文第二章第二節之三）。因此，有必

要探討在詩歌華語教學中，不同圖文組合形式造成的輔助效果是否有所差異。

故本研究透過實證研究方法，分別比較圖像、母語文字、二語文字（即華語），

以及圖文搭配下產生的不同圖文輔助教材，對於學術知識理解後回憶的輔助

成效。 

（三） 發展圖文有效搭配之詩歌教學活動 

綜觀市面上的詩歌華語教材，多數以文字說明內容為主，缺乏豐富多樣

的插圖，較為枯燥乏味（教材分析詳本文第五章第二節）。若能經由本研究

的實驗結果，歸納出圖像應用於詩歌華語的教學建議，並發展圖文有效搭配

之詩歌教學活動，不僅能解決詩歌教材重文字、輕圖像的現有問題，也能使

課室氣氛更加活潑生動，提升詩歌華語的學習成效。 

二、 研究問題 

為確認圖像在學術華語中的應用價值，並深入探討輔助教材的不同圖文

組合形式，對詩歌學習後的回憶表現是否造成影響，本文提出以下四個研究

問題。 

（一） 以母語文字輔助回憶時，搭配圖像與否，是否影響詩歌學習後的回

憶表現？ 

（二） 以華語文字輔助回憶時，搭配圖像與否，是否影響詩歌學習後的回

憶表現？ 

（三） 在母語、華語兩種不同語言（文字）的輔助教材中，搭配圖像的影

響力有無差異？ 

（四） 如何應用本研究所得之成果，設計圖文輔助教材，以提升詩歌華語

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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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問題及對應之研究假設，將於第三章「研究方法」進行更為詳

細的說明，並於第四章「結果與討論」回應第一至第三個研究問題，驗證研

究假設是否成立，並探討造成結果的原因為何；於第五章「教學應用」回應

第四個研究問題，並設計教學活動範例。 

 

第三節 名詞釋義 

本文以下章節將多次出現某些專有名詞，如「圖像」、「詩歌華語」等等。

由於圖像影響華語教學的相關研究相對缺乏，以及專業華語的架構建立尚未

穩定，概念也仍未普及等因素，本節將針對這些專有名詞進行更詳細的定義

及說明，以便於後續章節之閱讀與理解。以下分別說明四個專有名詞：一、

學術華語；二、詩歌華語；三、輔助教材；四、圖像。 

一、學術華語 

「學術華語」屬於「專業華語」的範疇。「專業華語」為對外華語教學

的分支之一，與「普通華語」相對應。專業華語在語言方面與普通華語差異

不大，較大的差異主要體現於專業領域的詞彙、特定的表達方式，以及語言

的使用目的、溝通場合、應用範圍等等（李泉，2011）。專業華語研究發展

較晚，其理論體系尚未成熟，故目前的分類架構借鏡於專業英語，將專業華

語再區分為「職業華語」與「學術華語」兩次分類，並將「學術華語」再區

分為「普通學術華語」與「專業學術華語」，前者著重於使用華語進行研究

所需之口語溝通及書面表達能力，後者則為特定科目的華語學習，如「法律

華語」、「醫藥華語」，本研究的「詩歌華語」亦屬於此一類別。 

二、詩歌華語 

「詩歌華語」乃是以中國古典詩歌作為教學內容，針對華語程度為高階

級至流利級的二語學習者所設計的學科，屬於「專業學術華語」的科目之一。

教學範疇涵蓋中國歷代詩歌，但以「唐代詩歌」為主要內容，因為中國文學

以詩歌為主流，而詩歌發展又以唐代最為鼎盛，名家輩出，傑作迭現，堪為

中國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因而值得二語學習者欣賞。教學對象通常是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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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與文化為專業的漢語系、東亞系的大學生或研究生，以及對漢學或中國文

學感興趣者。 

三、輔助教材 

輔助教材意指在正式教科書之外，教師額外補充，用以輔助學習的內容。

來源包括為提升學習成效而特別設計的圖、文、影音等材料，及語言環境中

的真實材料（authentic sources），例如報章雜誌、網路訊息或影片等等。輔

助教材的用途包括：取代或補足教科書上不適宜的內容、提供適用於學習者

特定目的或興趣的材料、給予學習者額外的語言技能訓練、增加教學活動的

多元趣味等等。輔助教材的形式種類極為廣泛，諸如教師手冊、學生練習本、

電子教材、教學網站等，皆屬之，且各有其優缺點。本文所指的「輔助教材」

近似收錄於教師手冊或學生練習本中的文字或圖像材料，作為教學輔助教材，

目的在於輔助教師深入淺出地講解詩歌內涵，或輔助學生練習詩歌賞析。 

四、圖像 

廣義的「圖像」（picture）包含許多不同的種類，如照片（photograph）、

線條畫（line drawing）、組織圖（graphic organizer）、科學圖解（scientific 

diagram）等等。本研究關注之重心在於以圖像作為視覺輔助教材，對於母

語或二語文字之理解、記憶能否產生加成效果，文中所指涉的「圖像」，意

指描繪具體事物、能表現情境的照片及線條繪畫，黑白或彩色圖像皆包含在

內。 

以上說明之「學術華語」、「詩歌華語」、「輔助教材」、「圖像」等專有名

詞，將於後續章節頻繁地出現。本節針對專有名詞的定義及範疇詮釋，可協

助讀者更易於掌握全本論文的論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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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本文架構 

本文共計六章，本節簡要介紹每一章所包含的節數及內容。 

第一章為緒論，分為四節：第一節，說明研究動機，並概述前人研究成

果，指出研究缺口。第二節，提出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第三節，定義本文

中出現的重要專有名詞。第四節，展示本文架構，為讀者提供閱讀指引。 

第二章為文獻回顧，分為三節：第一節，說明古典詩歌教學之必要性、

教學難點及教學對策。第二節，說明圖像應用於二語學習的過往研究成果。

第三節，介紹圖優效應及其認知心理機制。第四節，小結本章要義，整合前

三節的研究成果及缺口。 

第三章為研究方法，分為三節：第一節，說明研究問題，並提出假設。

第二節，說明研究設計，包括受測者、實驗設計、測驗工具，及施測流程。

第三節，說明資料分析方法，包括如何選取能力指標並進行標記、採用何種

統計方式等等。 

第四章為研究結果與討論，分為四節：第一至三節分別回答本文的第一

至三項研究問題，描述統計分析結果，再就結果進行討論。第四節為總結，

以表格方式說明各研究假設是否成立，並概述本研究所得之成果。 

第五章為教學應用，分為三節：第一節，將本研究所得之成果，結合前

人研究所得之詩歌華語教學難點及對策，提出詩歌華語的教學建議。第二節，

簡介現行的三本詩歌華語教材，並使用前述之教學建議作為評估指標，對教

材進行評估，指出教材不足之處。第三節，結合詩歌華語教學建議，設計與

圖像相關的教學活動，彌補現行教材之不足。 

第六章為結論，分為三節：第一節，總結本文的研究結果，回應研究目

的及研究問題。第二節，指出本研究的限制及不足之處，以及未來研究中可

以如何改進。第三節，提出可供後續發展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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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研究關注圖像與文字輔助教材對古典詩歌學習成效的影響，涉及的領

域包含對外古典詩歌教學，及圖像於二語學習的應用，相關文獻分為四節回

顧討論：第一節，說明古典詩歌教學之必要性、教學難點，及教學對策。第

二節，說明圖像應用於二語學習的既有研究成果。第三節，介紹圖優效應及

其認知心理機制。第四節，小結本章要義，整合前三節的研究成果及缺口。 

 

第一節 對外華語之古典詩歌教學 

古典詩歌的學習價值為何？國際學生在學習古典詩歌時，容易遭遇哪些

學習困難？教師的相應對策為何？以上皆為詩歌學習的文獻論述重點，本節

分為兩小節回顧分析之：第一小節，說明詩歌學習的必要性；第二小節，說

明國際學生學習古典詩歌容易遭遇的問題，及因應的對策。 

一、 詩歌學習之必要性 

學習語言最主要的目標在於溝通，美國語言學家 Sapir（1921）曾說：「語

言不能脫離文化而存在，不能脫離社會傳承下來的習俗與信念。」不同文化

族群的成員在溝通過程中，若以自己的文化標準去衡量對方所表達的意思，

就可能形成溝通障礙，又稱為「文化缺項」（梁淑芳，2011）。比如中華文化

傳統中的「龍」是神聖的象徵，而西方文化中的「龍」則通常表示邪惡或恐

怖。若僅學習語言，而不理解文化，則恐因文化差異而導致誤解，甚至形成

文化衝突。Robinson-Stuart 與 Nocon（1996）指出，若以為第二語言的學習

者理所當然了解第二文化，是錯誤的觀念。許多二語學習者──尤其是在非

目標語環境的學習者──對二語文化知之甚少，甚至抱持較為負面的態度。

他們亦指出，成功的第二文化習得能促使學習者對二語的態度趨為正向，亦

有助於二語習得。由此可見，二語教學必須納入文化教學。 

文學是文化的重要元素，目標語文學作品適合用以輔助第二文化教學。

Chen（2009）觀察以文學作為教材的初級華語課堂，發現文學作品若依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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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句式、用語等標準，經過謹慎地挑選，學生的習得效率及課堂參與度反

而較純會話、溝通式的教學方法為高。文學作品之所以能輔助文化教學的原

因可歸納為以下幾點：第一、文學作品提供真實而豐富的語言材料，可供學

生進行口語練習。第二、文學作品反映出當代社會氛圍與人情思想，可使學

生了解並掌握目標語的文化背景。第三、文學作品通常具有豐富的意涵，能

培養並提高學生的理解能力。最後，文學作品多半饒富趣味，能引發學生的

學習興趣（宋玲玲，2005；楊俊峰，2002；朱我芯，2013）。 

中國文學最具代表性地位的便是詩歌。袁行霈（2005）曾言：「中國文

學的長河，是以詩歌為主流的。」其中「唐詩」更是古典詩歌發展的最高成

就。在中國歷史上，唐代無論政治、經濟或是文化交流皆十分繁榮，因此不

僅唐文化對海外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唐詩」亦能引發華語學習者的極大興

趣（王冬霞，2009；涂文暉，2002）。即便不論文學地位，古典詩歌的情思

優美、溫柔敦厚等特點，亦能彰顯中華文化特質，有助於增進二語學習者對

華人傳統思維的瞭解（朱我芯、王兆華，2010）。 

除上述基於第二文化教學的考量之外，學習古典詩歌還有助於提升現代

華語的能力，學者認為，其助益主要體現於語音、詞彙、句法、修辭等四個

方面（宋曉航，2013；孫荔，2009；唐清輝，2007；錢汝琦，2010）： 

(一) 鞏固發音 

朗誦詩歌有助於鞏固華語語音的發展（宋曉航，2013；孫荔，2009；唐

清輝，2007）。孫荔（2009）指出，透過略顯誇張的詩歌朗誦過程，能幫助

學習者掌握華語語音的三大要素：「聲母」、「韻母」及「聲調」，故許多華語

教材皆在課後練習的部分設置了詩歌朗誦的環節，如《漢語教程》（楊寄洲，

1999）、《漢語高級口語教程》（楊寄洲、賈永芬，2007）等。對國際學生而

言，華語聲調的困難在於調值的音高及長短的掌握，比如第一聲不夠高、第

二、四聲不夠長而難以到位等等。經過選材的古典詩歌，可成為聲調練習的

最佳材料，比如李白的〈靜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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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韻腳「光」、「霜」、「鄉」皆為第一聲，利用詩歌朗誦時必然的停頓

節奏，可幫助學生掌握第一聲的音高及音長；此外，該詩中第二、四聲的出

現頻率高，有助於練習（孫荔，2009）。詩歌朗誦亦有助於學習者掌握聲母

及韻母的發生特性，比如李白的〈望廬山瀑布〉： 

   日照香爐生紫煙，遙望瀑布掛前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 

其中「煙」、「川」、「天」的韻母皆為「an」，而「望」的韻母則為「ang」，

可幫助學生區別前鼻音韻母及後鼻音韻母（錢汝琦，2010）。再比如杜牧的

〈泊秦淮〉：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其中「近」、「酒」、「家」、「江」的聲母是不送氣音「j」，「秦」則是送

氣音「q」；「知」的聲母是不送氣音「zh」，「唱」則是送氣音「ch」。朗誦這

首詩可以練習送氣及不送氣的聲母發音（宋曉航，2013）。最後，由於古代

漢語中絕大多數詞彙為單音節詞，即一個音節就是一個意義單位，這種音節

與語義密切結合的特性，使古典詩歌的語音節奏與語義節奏協調、達成一致，

從而形成豐富多樣的詩行節奏（唐清輝，2007）。綜上所述，可見詩歌的確

是華語語音教學的有力輔助工具。 

(二) 擴充詞彙量 

學習詩歌對於理解並掌握現代華語的詞彙，無論在實詞或是虛詞方面，

皆有助益。以實詞中的「量詞」為例，詩歌中含有豐富的量詞，如「紅豆生

南國，春來發幾枝」（王維〈相思〉）、「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王之渙

〈登鸛雀樓〉）、「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杜甫〈不見〉）中的量詞「枝」、

「層」、「杯」等等，都是現代華語中常見的量詞，透過優美生動的詩境理解

並背誦詩句，可強化國際學生對於量詞的掌握能力（孫荔，2009）。再以「名

詞」、「動詞」、「形容詞」為例，詩歌因為對偶的關係，常會在上下句中出現

詞性相同、詞義相關的詞彙，能使學生易於理解詞意，並加強聯想能力。比

如「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王維〈山居秋暝〉）中，「明月」和「清泉」

對應為兩名詞詞組，「間」和「上」為兩方位詞，「照」和「流」為兩動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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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錢汝琦，2010）。 

除了實詞之外，詩歌中亦有許多虛詞的用法古今皆同。虛詞的詞性變化

多端，以「自」為例，「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王維〈雜詩〉）中「自」

為介詞，「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楊炯〈從軍行〉）中的「自」為副詞，

「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杜甫〈飲中八仙歌〉）中的「自」為

代詞等等（孫荔，2009）。這些用法和現代書面語並無二致，國際學生在學

習詩歌的同時，也能增進現代華語的書面語能力。 

(三) 增進句法理解 

唐代之後的詩歌已具備與現代華語極其相似的句法成分，以唐詩為例，

其語序、句構與現代華語大致相同，皆為「主─謂─賓」結構，如「君自故

鄉來，應知故鄉事」（王維〈雜詩〉）的句構分析： 

主語 
謂語 賓語 

狀語 中心語 定語 中心語 

君 自故鄉 來   

 應 知 故鄉 事 

由此可知，唐詩無論從句法或語義上分析，皆與現代華語差別不大（孫

荔，2009）。學習唐詩能幫助國際學生鞏固對華語語序的認識。 

(四) 培養修辭欣賞能力 

古典詩歌常展現典型的修辭效果，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李

白〈靜夜思〉）的「譬喻法」、「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崔護〈題

都城南莊〉）的「映襯法」等等。對於修辭的理解不僅能為詩歌閱讀過程增

添趣味，也能幫助記憶經典詩句，進而運用於寫作方面（孫荔，2009）。 

由教師觀點出發，亦認為詩歌教學有其必要性。朱我芯（2013）針對美

國的華語教師，進行關於古典詩歌的問卷調查，發現高達 99%的教師皆認

為華語學習內容有必要穿插部分比例的古典詩歌。在曲桂敏（2011）以唐詩

作為教材的華語教學實驗中，發現如果選材合宜，唐詩能大幅提高學生的學

習積極性，尤其是對於初級至中高級班級而言。涂文暉（2002）就自身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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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經驗，提出在古代文學作品中，唐詩最能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其中又以

名家名句尤為理想。 

詩歌教學，針對程度不同的華語學習者，教學重點亦有不同側重。在初

級階段，詩歌可作為語音教學的輔助工具，透過詩句抑揚頓挫的朗誦，能提

升華語四聲的語感，建立對華語語音系統的基礎認識；此階段無須要求學生

了解每一首詩的內容。到了中級階段，可透由字詞句意的講解，擴充當代華

語的詞彙量，也可鼓勵學生背誦名言佳句，以提高閱讀及寫作能力。高級階

段則藉由賞析古典詩歌，進而瞭解中華民族的價值觀與思維模式，有助於第

二文化習得與跨文化溝通（曲桂敏，2011；孫荔，2009；錢汝琦，2010）。 

二、 詩歌學習之難點與對策 

運用古典詩歌輔助文化教學雖於學理上已毋庸置疑，然具體落實於教學

仍存在若干難點。根據朱我芯（2013）的古典詩歌問卷調查結果，對華語教

師而言，詩歌教學的難點依序為：詩歌背誦（73%）、情境體悟（71%）、字

詞句意的解釋（59%）。錢汝琦（2010）針對國際學生學習詩歌的難點進行

問卷調查，發現主要問題有四：首先為詞彙問題，約八成的學生皆認為「詞

彙」是學習古詩最大的挑戰；其次，古詩所表現的情感與現代人不同，因而

難以體會；再者，教師的教學方式多半較為沉悶，難以引發學習興趣；最後

則是在背誦方面有困難。由以上調查結果，可知教師及學生所認為的詩歌學

習難點差異不大。除了詩歌背誦較不符合國際學生的學習風格，以及字詞句

意等語言本身的問題之外，還可發現「情境體悟」──即學生所謂「體會古

人的情感」──是一個較為特殊的學習難點，也正是詩歌教學有別於一般古

代漢語（文言文）教學的特點：要求學生在理解字詞句意的基礎之上，還能

學會欣賞、領會詩歌意境中的美與深意（高惠敏，2002）。 

朱我芯（2013）針對二語學生的詩歌學習難點，由中國詩歌的創作歷程

（圖二-1）及閱讀認知歷程（圖二-2），進一步分析了「情境體悟」之所以

難學的原因。中國的文學藝術，以不直露為美，往往藉由外在景物以寄託情

感，此即所謂「寓情於景」、「情景交融」。讀者必須突破字面語義的限制，

透過對詩歌所描繪之情境的感悟，才能與詩人情志交會，達成有效的閱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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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因此，詩歌的學習必須先「依詩思境」（依據詩歌的景物描述還原當時

情境），而後才能「即境悟情」（就此情境體會詩人當時感受），最終達到與

詩人情志交會的境地。上述的認知歷程，對從小深受中國古典文學教育習染

的華語母語者而言，是自然而然的過程。然而，國際學生所受中華文化的影

響相對較少，尤其「寓情於景」並非西方文學主要的藝術特色，故多數國際

學生對詩歌的理解僅止於字面，而難及於情境的感悟。此外，詩歌語言本具

有高度精煉及思維跳躍之特色，詩中所描繪的事件及情景往往並非線性發展，

凡此特點皆加深了詩歌閱讀理解的難度。簡而言之，學習者對於詩歌情境的

掌握能否得宜，是影響詩歌學習成效的關鍵，故應以此作為首要的教學重點

（王冬霞，2009；朱我芯，2013；高惠敏，2002）。 

 

 

 

 

圖 二-1 中國詩歌的創作歷程（朱我芯，2013） 

 

 

 

 

圖 二-2 中國詩歌的閱讀認知歷程（朱我芯，2013） 

 

綜合前人的研究結果（王冬霞，2009；朱我芯，2013；宋曉航，2013；

高惠敏，2002），試將已知的詩歌學習難點及教學對策進行整理，呈現如表

二-1。 

即境悟情 
感知作品意志 

與詩人情志交會 
依詩思境 

寓褒貶 

於敘事 

寓情於景 情景交融 

諷意自現 

即景抒情 

借事寓意 

意在言外 

抒情 

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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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1 國際學生古典詩歌的學習難點及教學對策 

 學習難點 教學對策 

1.  古典詩歌往往涉及複雜的歷史背

景及典故，學生難以理解詩意。 

使用華語或英語簡單地解釋，不做

繁複的說明，避免形成學習負擔。 

2.  詩歌語言具高度精煉與思維跳躍

的特色，有別於一般書面語的句法

結構。 

提供英語或學生母語的譯文，力求

迅速掌握句意。 

3.  詩歌蘊藏了諸如譬喻、誇飾、對比

等較為艱澀的文學表現手法。 

於每首詩中取其獨特手法一、二種

稍作說明，旨在喚起學生對文學手

法的已有認知。 

4.  詩歌常透由「寓情於景」的手法來

寄託詩人情志，學生難以融會貫

通。 

善用多媒體輔助教材（圖像或影片

等等）創造情境，將詩句內容形象

化。並透過提問，引導學生融入情

境、帶入詩人情感與立場，進而體

悟詩歌所欲傳達的宗旨。 

5.  學生不熟悉古典詩歌的內容分析

方法，對專業詞彙及句式亦缺乏認

識。 

於教材內提供賞析範文，包含分析

手法及專業詞彙、句式的範例，鞏

固學生的現代華語能力並提升寫

作能力。 

本文將透過實證研究，驗證上述提及之詩歌華語的學習難點，並結合上

述教學對策與本文的實驗結果，提出具體的教學建議及教案設計範例，以其

對於未來的詩歌華語教學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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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圖像應用於二語學習 

在二語學習中，圖像的應用價值為何？對於不同層面（如閱讀理解、詞

彙學習）的二語學習，圖像的效果是否具有一致性？而在華語學習方面，圖

像的應用效果又為何？以上皆為圖像應用於二語學習的文獻論述重點，本節

分為三小節回顧分析之。第一小節，說明圖像應用於華語學習方面的研究成

果；第二小節，說明圖像對二語文章閱讀或聽力理解的影響；第三小節，說

明圖像對二語詞彙學習的輔助成效。 

一、 圖像應用於華語學習 

在視覺材料輔助二語習得方面，前人研究成果豐碩，然其中與華語教學

相關的研究並不多，主要展現在漢字及詩詞學習方面。Kuo與Hooper（2004）

研究母語翻譯、文字說明及象形圖像等不同輔助教材對漢字字義記憶的影響。

Kuo 與 Hooper（2004）操作五個不同的實驗情境，分別為：僅有字義的母

語翻譯、僅有文字說明、僅有象形圖像、有文字說明及象形圖像、沒有任何

提示（但鼓勵受測者自行衍生記憶策略），在學習情境之後對受測者進行回

憶測驗及問卷調查。研究結果顯示，雖然使用圖像或文字輔助教材對於回憶

分數的影響並無差別，但問卷調查發現，沒有任何提示的組別在記憶漢字字

義的過程中，多數受測者會透過產生心像（mental image）的方式來幫助記

憶。研究者指出這是由於漢字具有高度圖像化的特性，故能幫助記憶字義。 

Soemer 與 Schwan（2012）使用靜態圖像及動態畫面來輔助日本漢字

（Sino-Japanese）的字義配對聯想（Paired Associative Learning）。研究結果

發現，靜態圖像組在字形字義的再認及回憶測驗中，都有顯著優於動態畫面

組的表現，而兩種情境的認知負擔並無差別，可見靜態圖像在記憶編碼方面

比動態畫面更具優勢。此外，無論是靜態圖像或動態畫面組，表現皆比僅有

漢字的控制組更為出色，研究者認為可由雙重編碼理論（Dual Coding Theory）

進行解釋──圖像為訊息編碼提供更多線索，因而促進記憶。 

Chu 與 Wang（2013）以〈天淨沙：秋思〉為例，分析詩詞中出現的元

素，包含景象及人物動作，建構情境再現的多媒體動畫，並提供字詞的英語

解釋與白話翻譯以引導學生學習，結果得到學生的正向滿意度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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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圖像應用於二語閱讀及聽力理解 

諸多學者發現，運用圖像作為視覺輔助教材，確能增進二語閱讀、聽力

的理解（Bransford & Johnson, 1972; Borges & Robins, 1980; Jalilehvand, 2011; 

Lin, Chen, & Dwyer, 2006; Mueller, 1980; Omaggio, 1979）。為此研究首開先

河的 Omaggio（1979），針對初級法語的學習者，研究母語（英語）及二語

（法語）的故事閱讀歷程，探討圖像在閱讀理解歷程中的貢獻。結果發現，

輔助圖像的有無，並未影響母語的閱讀理解，但對於二語卻影響顯著，有圖

像輔助時的閱讀理解成效較高。此外，圖像的內容亦為關鍵之一，只有描繪

故事前段場景的圖像，具有明顯的正向效果；至於描繪故事中段或後段的圖

像，則並無作用。該文結論指出，描繪故事前段場景的圖像，能提供充分且

適量的資訊，幫助讀者對即將到來段落中的陌生詞句做出正確預測，因而有

其成效。Omaggio（1979）的研究亦顯示，圖像所傳遞的資訊量極為關鍵，

倘若圖像挾帶過多資訊，反而易使讀者混淆。該研究還發現，對於高級階段

的學習者而言，圖像顯得多餘，並無顯著助益。Jalilehvand（2011）針對英

語作為二語的伊朗學習者，進行閱讀理解研究，亦得到與上述研究相同的結

果。他探討文章的長短及輔助圖像的有無，是否影響英語的閱讀理解。結果

顯示，文章的長短並無影響，但輔助圖像的有無卻有顯著效果，當閱讀的文

章搭配圖像時，受測者的閱讀理解表現較為優異。 

Lin 等人（2006）除了驗證圖像的輔助成效之外，亦就圖像的多媒體形

式在不同階段的學習成效，作更進一步的探究。他們使用靜態圖像及動態畫

面，幫助受測者閱讀以學科內容為主（心臟部位及功能介紹）的二語文章，

並透過四種不同類型的測驗，探究這兩種多媒體形式對記憶及理解能力的影

響，四種測驗分別為：屬於「低階學習產出」（lower level learning outcomes）

的繪圖測驗及選擇測驗，以及屬於「高階學習產出」（higher level learning 

outcomes）的專業術語測驗及文意理解測驗。研究結果顯示，在「低階學習

產出」測驗中，動態畫面比靜態圖像佔有優勢，然而在「高階學習產出」測

驗中，則沒有差別。意即在較複雜的學習任務中，靜態圖像與動態畫面有相

同的輔助成效。 

 

 



圖像與文字輔助詩歌華語學習之成效比較 

 22 

聽力方面的研究發現亦與閱讀相似。Bransford 與 Johnson（1972）探討

先備知識（prior knowledge）在二語聽力理解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指出透過

合適的圖像提供「語境」（即先備知識），能去除文章段落的模糊性，達到良

好的理解效果。實驗操作不同的圖像呈現情境，分別為：無圖像、合適圖像

（參照圖二-3）出現在聆聽短文之前、假圖像（參照圖二-4）出現在聆聽短

文之前、合適圖像出現在聆聽短文之後，以及聆聽短文兩次等五種實驗情境，

使受測者進行回憶測驗，並填寫關於理解能力的自評量表。其中合適圖像與

假圖像的差別，在於合適圖像呈現的景物乃根據短文的前情提要所描繪，能

提供理解陌生文章所需的先備知識；而假圖像雖呈現與合適圖像相同的場景

及物品，但物品之間的相對關係與前情提要的故事情節不符。 

 

 

 

 

 

 

 

    圖 二-3 提供語境之合適圖像          圖 二-4 提供語境之假圖像 

（以上兩圖皆出自 Bransford & Johnson, 1972） 

假圖像的設計能排除提取線索（retrieval cues）數量造成的誤差，因為

假圖像提供與合適圖像相同的物品作為提取線索（氣球、吉他、電線等），

若提取線索的數量多寡會對回憶表現造成影響，則假圖像組的測驗結果應與

合適圖像組一致。 

Bransford 與 Johnson（1972）的實驗結果顯示，合適圖像出現在聆聽短

文之前的組別，無論在理解或回憶分數上都顯著高於其他四組，且幾乎是其

他組別的兩倍。在無圖像的組別中，即使受測者能理解短文中每個二語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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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且熟悉二語句構，回憶測驗的表現仍然非常差，由此實驗結果可知「語

境」的重要性。然而，是否只要提供語境，就能增進對陌生文章的理解及記

憶能力？Bransford 與 Johnson（1972）認為並不然。若是語境本身即有影響，

那麼合適圖像出現在短文之後應也有相似的輔助效果，然而該組別的回憶表

現並不出色。由此可知，語境固然有其影響力，然而呈現的「順序」才是決

定語境能否成為「先備知識」的關鍵。Mueller（1980）就英語母語者對德

語文章的聽力研究，亦支持了「圖像呈現順序」對於聽力理解的影響。他發

現在聆聽文章段落之前先看圖像，比在聆聽過程之中或是之後來得更有幫助，

此現象在初級學習階段尤其明顯，並與學習者的程度成負相關。另有 Borges

與 Robins（1980）的研究，除了再度驗證 Bransford 與 Johnson（1972）的

實驗結果，證明圖像有助於理解以外，亦提出若干新發現：在「理解能力」

方面，除了提供圖像之外，事先提供前情提要式的文字閱讀材料，亦能增進

隨後的聽力理解能力；然而，在「回憶表現」方面，只有提供圖像能產生促

進效果，前情提要文字則未見成效。 

總觀上述研究成果，不難發現，二語資訊輸入（包含聽力及閱讀）對學

習者造成困難，是源於對相應語言符碼的不熟悉，故難以對輸入的資訊做出

正確預測。因此，透過圖像或影片等視覺輔助教材，提供額外的語境資訊，

能幫助學習者從已有的認知結構中提取相應的基模（schema），使理解過程

變得較為容易。（Omaggio, 1993） 

三、 圖像應用於二語詞彙學習 

詞彙學習向來是二語學習研究中，最受關注的重點之一。近年來，諸多

研究證實，文字加上圖像的註解形式能達到最佳的二語詞彙學習效果（Chun 

& Plass, 1996; Kim & Gilman, 2008; Kost, Foss, & Lenzini, 1999; Pouwels, 

1992; Yeh & Wang, 2003; Yoshii & Flaitz, 2002; Yoshii, 2006）。 

詞彙學習可區分為「偶然學習」 （incidental learning）與「有意識學習」

（intentional learning）。有別於學習目標明確、並具有較強動機的「有意識

學習」，「偶然學習」意指學生在閱讀文章或觀看影片的過程中，不經意地習

得新的二語詞彙。「偶然學習」情境的主要學習目標通常是閱讀或聽力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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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詞彙註解僅為輔助，詞彙學習亦僅為附加的成效。 

Chun 與 Plass（1996）使用多媒體工具 Cyberbrush，研究當主要學習目

標為閱讀理解時，二語詞彙的偶然學習成效。他們提供三種多媒體形式的註

解，分別為：僅有文字（以母語寫成的詞彙定義）、文字及圖像、文字及動

畫，讓受測者自由選擇需要的註解形式。多媒體工具會記錄受測者選擇的註

解及花費的時間，並透過回憶測驗（recall）及再認測驗（recognition）以檢

測詞彙的偶然學習成效，前者是產出（production）測驗的一種，受測者必

須在沒有任何線索的情況下，搜尋相關記憶並產出相應物件，在此實驗中為

呈現二語詞彙，請受測者用母語回答定義；後者則是確認某一物件是否符合

之前儲存的記憶，在此實驗中為呈現圖像或動畫，請受測者從六個選項中選

出正確的二語詞彙。 

Chun 與 Plass（1996）的研究成果指出，詞彙學習在回憶測驗中約有 25%

的正確率，在再認測驗中更高達 75%，此數據略高於前人研究。Chun 與 Plass

認為這是由於註解形式具多樣化、容易查詢等特點，鼓勵了受測者主動查詢。

他們也觀察到，「文字及圖像」形式的註解，其輔助效果顯著高於「僅有文

字」與「文字及動畫」，表示圖像能有效幫助詞彙學習。受測者在之後的訪

談中，亦表示圖像最容易作為他們在提取詞彙記憶時的線索。 

Kost 等人（1999）對英語母語者在德語詞彙方面的偶然學習成效進行

研究，並操作實驗情境，對比文字與圖像的輔助效果。他們使受測者閱讀德

語寫成的文章，並在文章旁提供文字（英語翻譯）、圖像、或圖文合併等不

同的註解形式（如圖二-5 及圖二-6），以回憶測驗及再認測驗的方式，檢測

受測者的詞彙學習成效。前者要求受測者寫出德語詞彙的英語翻譯，後者則

要求辨識（選擇）德語詞彙的英語翻譯或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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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5 僅有文字的註解形式 

圖 二-6 圖文合併的註解形式 

（以上兩圖皆出自 Kost, Foss, & Lenzini, 1999） 

實驗結果顯示，在回憶測驗中，三個組別的受測者皆表現不佳，且其間

並無顯著差異；然而在再認測驗中，「圖文合併」組的表現顯著優於「僅有

文字」與「僅有圖像」組。可見在二語文章閱讀過程當中，圖文合併的註解

形式，比起只呈現兩者之一，更能幫助學習者理解並記憶二語詞彙。 

Yoshii 與 Flaitz（2002）則調查在「多媒體環境」進行閱讀理解時，上

述的三個實驗情境效果是否仍有差異。整體實驗設計同 Kost 等人（1999），

惟受測者背景及實驗材料的呈現形式有所區別：此實驗的受測者並非來自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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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語言族群，而是包含 18 種不同的母語背景。此外，前人實驗使用紙本列

印的方式，此實驗則使用多媒體呈現，最大的差異在於受測者毋須長時間接

觸所有的註解（參考圖二-6），而可視自身需求一次只接收一個註解資訊。

此實驗結果支援 Kost 等人（1999）的發現：除較為嚴格的回憶測驗之外，

在圖像與文字的再認測驗中，「圖文合併」組有最優異的詞彙學習成效，而

「僅有圖像」組的表現亦較「僅有文字」組來得優秀。同樣使用多媒體工具

進行研究，Yeh 與 Wang（2003）的研究設計獨特之處有二：將二語詞彙的

語音檔案也納入實驗情境中，以及在文字的部分同時呈現母語及二語，前者

為直接翻譯二語詞彙為母語，後者則為詞彙的二語說明文字。研究結果顯示，

圖文合併組別的表現優於僅有文字或加上語音的組別，再度驗證了圖像的輔

助效果。 

除了「偶然學習」之外，「有意識學習」的相關研究成果亦體現出圖像

在二語詞彙學習上的作用：當詞彙註解以圖像與文字的形式共同呈現，學習

者無論在學習動機或學習表現方面，都會勝過僅有母語文字註解（Pouwels, 

1992; Kim & Gilman, 2008）。儘管圖像與文字共同呈現時，需花費較多時間

理解、記憶，但所花費的時間差異並未達到顯著。Kim 與 Gilman（2008）

推論，這是由於文字定義有時對學習者來說未必能夠理解，而圖像能將詞彙

的定義視覺化，對學習者而言較有意義。 

即使為數不少的研究證實圖像在二語詞彙學習上的輔助效果，仍有其他

研究得出與之相異的結論。Jones（2004）在前人研究基礎上，發展多媒體

聽力理解研究，欲再度驗證二語詞彙的偶然學習成效。他假設「圖文合併」

組的受測者，無論在回憶測驗或是再認測驗中，表現皆優於「僅有圖像」或

「僅有文字」組，卻發現只有回憶測驗結果支持此一假設，再認測驗中各組

的表現則並無差別。此結果與 Kost 等人（1999）及 Yoshii 與 Flaitz（2002）

恰好相反。除此之外，儘管回憶測驗中圖文合併組表現優異，但三周後的再

測卻輸給僅有文字註解的組別。Jones（2004）指出，豐富的資訊雖然在立

即測驗中有效果，但由於認知過度負荷，這些資訊會隨著時間經過變得混亂，

反而降低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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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to與Groot（1998）指定受測者在母語文字或圖像輔助的情境下學習，

並在測驗階段要求受測者進行線索回憶（cued recall）任務，意即給予與學

習階段相同的視覺線索，請受測者回答對應的二語詞彙，同時測量其反應時

間及回憶正確度。在反應時間方面，研究者發現當學習與測驗情境一致時，

有最快的反應速度，尤其當學習與測驗情境皆為母語文字，其反應速度顯著

快於其他情境，回憶正確度方面亦得到相同的結果。Lomicka（1998）在多

媒體閱讀理解測驗中，發現即使提供多媒體形式註解（包含文字定義、圖像、

錄音檔等等），在可以自行選擇且不限閱讀時間的情況下，受測者仍傾向選

擇傳統形式的註解（僅有文字定義），圖像資訊遭多數受測者忽視。上述的

研究結果皆不支持圖像對於詞彙學習的輔助效果。 

最後，單就母語或二語文字註解對於詞彙學習成效之影響，何者為佳也

未有定論（Jacobs, Dufon & Hong, 1994; Lomicka, 1998; Yoshii, 2006）。Jacobs、

Dufon 與 Hong（1994）將英語母語者分派至三種西班牙語詞彙學習情境：

無註解組（控制組）、英語註解組、西語註解組。測驗類型為回憶測驗及翻

譯測驗，測驗之後進行問卷調查，調查項目包括學習者對註解的有無、語言、

呈現方式的偏好等等。研究發現，有註解的兩組在測驗分數上優於無註解組，

但使用西語註解或英語註解之間並無差別。問卷調查的結果則指出，比起母

語，過半的學習者偏好註解以可理解性的二語（西語）寫成，因為可以維持

他們使用二語的心態（mindset），避免語言切換造成的干擾。與此相反，

Lomicka（1998）的研究成果指出，初級法語學習者在進行閱讀理解任務時，

更偏好註解是使用自己的母語，即英語寫成。 

Yoshii（2006）同時調查了文字註解類型（母語對比二語）及圖像有無

對詞彙學習的影響，以及文字與圖像間是否存有交互作用。研究結果發現，

選用母語還是二語註解並不影響學習成效，而圖像有無在回憶測驗中有顯著

的影響，再認測驗則無，與 Jones（2004）的研究結果一致。另一項特別的

發現是，圖像的有無對於二語註解組的影響力，遠較母語註解組為大。造成

此結果的原因，是由於母語註解易於理解，圖像只是傳達了重複的訊息；而

二語註解不易理解，故圖像存在與否便體現出其重要性。至於母語註解對詞

彙學習的輔助成效為何不比二語註解高，Yoshii（2006）認為與「偶然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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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性有關──在偶然學習的歷程中，瞭解詞彙的意義僅為輔助閱讀理解，

而非主要的學習重點，且接觸詞彙的時間短暫，故難有明顯的學習成效。 

綜上所述，可發現「圖優效應」（Picture Superiority Effect）──即圖像

較文字在記憶表現中佔優勢、或是圖文合併能達到最佳記憶效果之現象──

普遍出現於語言習得環境之中。「圖優效應」的現象與其背後運作的認知心

理歷程將於下一節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最後，由於本小節提及的二語詞彙學習相關研究眾多，茲將其研究結果

整理如表二-2，便於一目了然。 

表 二-2 二語詞彙學習相關研究（按年份排序） 

研究者 學習情境 註解類型 研究結果 

Pouwels

（1992） 
有意識學習 

母語文字、圖像、

圖文合併 

再認測驗中圖文合併輔助效

果優於僅有母語文字或圖像 

Chun 與

Plass

（1996） 

偶然學習 
母語文字、圖文合

併、文字動畫合併 

回憶測驗中圖文合併輔助效

果最佳 

Lomicka

（1998） 
偶然學習 

母語及二語文字

定義、多媒體註解 

受測者優先選擇文字定義註

解 

Lotto 與

Groot

（1998） 

有意識學習 母語文字、圖像 
學習與測驗都是母語文字反

應速度顯著快於其他情境 

Kost 等人

（1999） 
偶然學習 

母語文字、圖像、

圖文合併 

回憶測驗中沒有區別；再認

測驗中圖文合併輔助效果優

於僅有母語文字或視覺圖像 

Yoshii 與

Flaitz 

（2002） 

偶然學習 
母語文字、圖像、

圖文合併 

回憶測驗中沒有區別；再認

測驗中圖文合併輔助效果優

於僅有母語文字或視覺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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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es

（2004） 
偶然學習 

母語文字、視覺圖

像、圖文合併 

回憶測驗中圖文合併輔助效

果優於僅有母語文字或視覺

圖像；再認測驗中沒有區別 

Kim 與

Gilman

（2008） 

有意識學習 
母語文字、視覺圖

像、圖文合併 

圖文合併有最佳輔助效果及

學習動機 

Yoshii

（2006） 
偶然學習 

母語文字、母語圖

文合併、二語文

字、二語圖文合併 

母語與二語文字之間無差

異；有圖與無圖之間有差

異；圖像的有無對二語註解

的影響力較母語為大 

第三節 圖優效應 

「圖優效應」是認知心理學領域中，關於記憶研究常見的現象之一。本

節將針對此現象的成因，及其在教學方面的應用，進行探討。第一小節，陳

述「圖優效應」的定義及具代表性的幾個研究；第二小節，介紹不同學者對

「圖優效應」成因提出的理論與假設；第三小節，回顧「圖優效應」應用於

學習的相關研究成果。 

一、 圖優效應定義 

「圖優效應」或稱「圖像優先效應」，意指相較於文字，人類對於圖像

有較佳的記憶表現。此現象已於許多早期研究中得到證實，無論記憶測驗類

型為回憶測驗或再認測驗，皆有相似的結果（Paivio, 1971; Paivio & Csapo, 

1973; Shepard, 1967; Standing, 1973）。 

最早發現圖優效應的文獻可追溯至 Shepard（1967）的記憶實驗。他使

受測者觀看數百張雜誌圖像或數百個句子，之後進行強迫選擇再認測驗

（forced-choice test）：新圖像與舊圖像左右成對出現，受測者需判斷哪一個

圖像是曾經看過的，句子亦然。Shepard（1967）發現圖像的再認正確率高

於句子，且即使經過一周後再次測驗，仍能保有 87%的正確率。他也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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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效果最好（即正確率最高）的是那些彩色的、具有意義的圖像。 

另一個著名的經典實驗來自 Standing（1973），他檢測圖像與文字的記

憶空間及提取速度，實驗步驟分為兩階段：先給予受測者三種不同類型的記

憶材料，包括：文字、一般圖像（例如：一隻狗）、生動圖像（例如：一隻

叼著煙斗的狗），再於兩日後進行再認測驗。結果顯示，受測者對於生動圖

像的記憶正確度高於一般圖像，而一般圖像又高於文字。由此可知，圖像的

確比文字更容易記憶，其中生動圖像的記憶效果尤佳。 

圖優效應在再認測驗中的表現無庸置疑，有趣的是，即便在測驗題目僅

有文字形式的情況下，使用圖像形式進行學習的回憶表現，仍會優於使用文

字形式進行學習（Mintzer & Snodgrass, 1999; Paivio, 1971）。 

Paivio 等人的一系列實驗，是早期研究圖優效應的先鋒（Paivio, Rogers, 

& Smythe,1968; Paivio & Csapo, 1973; Paivio, 1983）。Paivio 與 Csapo（1973）

探討圖優效應在回憶測驗中的表現。他們將受測者分成三組，分別呈現圖像

（僅黑白線條）、具體名詞、抽象名詞等刺激，而後要求受測者進行自由回

憶作業（free recall，寫出先前看過的刺激，無須按照刺激出現的順序），發

現圖像比其他兩者易於回憶。 

圖優效應的後續研究，著重於不同變項對圖優效應的影響，比如年齡因

素。由於無數成人的實驗已驗證了圖優效應，部分學者遂開始轉向孩童及青

少年的研究。Defeyter 等人（2009）發現，圖優效應對七歲左右的孩童幾乎

無效果；Whitehouse 等人（2006）在針對童年中期（六至八歲）至青春期（十

二至十八歲）的實驗中，發現圖優效應的強度會隨著年齡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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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圖優效應相關理論 

不同學者對圖優效應的成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早期理論由編碼

（encoding）角度出發，認為圖優效應反映出圖像與文字刺激進入人類認知

系統的編碼方式差異，最具代表性的是 Paivio（1971, 1986, 1991）的「雙重

編碼理論」（Dual Coding Theory）與 Nelson 等人（1976, 1977）的「知覺語

意模式」（sensory-semantic model），尤其前者的主張更被廣泛應用於語言教

學與實驗之中，影響深遠。然而，Weldon 與 Roediger（1987）等學者認為，

早期理論過分著重於記憶的編碼歷程，忽略了提取歷程（retrieval process），

故提出應以「遷移適宜歷程」（transfer appropriate processing）的觀點來解釋

圖優效應。以下分別就上述「雙重編碼理論」、「知覺語意模式」、「遷移適宜

歷程」三個理論，進行文獻回顧。 

(一) 雙重編碼理論 

「雙重編碼」的假設最早由 Paivio（1971）提出，並在後續不斷增加的

研究證據支持下，漸趨成熟。Paivio 主張人類的認知系統中有兩個各自獨立

卻又部分關聯的次系統，對感官系統接收到的外在刺激進行編碼、組織、儲

存及提取等工作，分別為「語文系統」（verbal system）及「圖像系統」（image 

system）。前者主要負責語文刺激的編碼，包含視覺、聽覺及其他形式，如

文字與旁白等；後者則負責非語文刺激的編碼，包含視覺、嗅覺及觸覺，例

如圖像、環境的聲音、情緒、動作等。語文刺激編碼後會以「語文元」（logogen）

作為基本單位，儲存在語文記憶區中，圖像刺激編碼後則成為「圖像元」

（imagen），儲存在非語文記憶區中。語文系統及圖像系統相互獨立，可不

受另一系統的影響被活化（activated）；同時兩者之間又相互連結，一個系

統的活動可能引起另一個系統的活動（Paivio, 1986）。雙重編碼的模式可參

考圖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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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7 雙重編碼模式（Paivio, 1986） 

若有一外在刺激能同時活化兩編碼系統，則其所保持的記憶強度會是單

一系統活化後的總合，這種情況稱為加成效果（additional effect）（Paivio, 

1986）。比如人們在學習語言時，具體生詞較抽象生詞更具有記憶優勢。因

為具體生詞可以同時進行語文及圖像的編碼，因而保持較高的記憶強度。比

如說「書」這個具體生詞在人類的記憶系統中有兩種編碼方式，一為「書」

這個字（語文編碼），一為「書」的視覺圖像（圖像編碼），而「想法」（idea）

這個抽象生詞僅有語文編碼此一編碼方式，故具體生詞「書」會比抽象生詞

「想法」更易於學習及記憶（Paivio, 1971）。 

另一方面，雖然具體事物的生詞（如「書」）較抽象生詞（如「抽象」）

易於記憶，但仍比不上圖像的記憶效率（Paivio & Csapo, 1973）。因為對學

習者而言，對圖像進行語文編碼，比對詞彙進行圖像編碼容易許多。圖像在

活化圖像編碼的同時，幾乎立即同時活化語文編碼，而詞彙活化語文編碼時

則不然（Paivio, 1971）。Snodgrass 等人（1974）的實驗結果支持了此一觀點，

他們發現伴隨圖像出現的詞彙，更容易被記住，然而伴隨詞彙一起出現的圖

像，未必比僅有圖像更易於記憶。換言之，圖像能促進詞彙記憶，但詞彙無

助於圖像記憶。綜上所述，最佳的記憶效果會出現在文字與圖像同時呈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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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可活化語文系統，圖像則活化圖像系統並再度活化語文系統，而達到最

佳的加成效果（Paivio, 1983, 1986）。 

「雙重編碼理論」對後世影響深遠，尤其在二語習得方面。前述第二節

所提及的二語習得研究中，有關圖像比文字易於學習，或是圖文合併學習效

果最佳的現象，許多學者便是採取此一理論進行解釋（Chun & Plass, 1996; 

Kim & Gilman, 2008; Kuo & Hooper, 2004; Soemer & Schwan, 2012; Yoshii, 

2006）。 

(二) 知覺語意模式 

Nelson 與 Brooks（1973）的實驗發現，當唸名反應（即對圖像進行語

文編碼）未發生時，仍可觀察到典型的圖優效應，因此反對 Paivio（1971）

將圖優效應歸因於圖像刺激可被雙重編碼的特性。Nelson 等人（1977）提

出「知覺語意模式」（sensory-semantic model）以解釋圖優效應的現象，他

們認為，無論是圖像刺激或文字刺激，都具有知覺屬性（sensory attributes）

及語意屬性（meaning attributes），且此兩種屬性都會被編碼並進入記憶系統

之中。Nelson 等人（1976）的實驗結果，支持了「知覺語意模式」的運作

與「圖優效應」之間的關聯。 

Nelson 等人（1976）操作了圖像在外形（知覺屬性）及語意概念（語

意屬性）上的相似性情境，如圖二-8 所示。其中，螺絲起子、扳手、鑿子

具有一致的語意概念（皆為五金工具），也具有相似的外形，即這些圖像的

知覺屬性及語意屬性都是相近的；而刀子、球棒、鐵釘語意概念雖然完全不

同，卻同樣具有相似的外形，即它們的知覺屬性是相近的。Nelson 等人（1976）

使受測者記憶一組圖像或是一組與圖像對應的文字（名詞），透過回憶測驗

判斷其記憶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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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8 Nelson 等人（1976）實驗操作之相似性情境 

實驗結果發現，無論是圖像或文字，語意概念相近時都會干擾記憶表現，

顯見兩者的語意屬性對記憶的影響程度一致；然而，外形的相似與否，影響

程度卻不同──唯有圖像的外形相似性低時（如小船、叉子、愛心），才會

產生圖優效應；圖像之間的外形相似性高時（如刀子、球棒、鐵釘），圖優

效應便消失，甚至出現反轉的現象，即圖像的記憶表現遠遠不如文字（名

詞）。 

上述的實驗結果，支持「知覺語意模式」的運作與「圖優效應」之間的

關聯──無論是圖像或文字的語意屬性，對記憶的影響力是相同的，但由於

圖像具有較為獨特且變化幅度大的知覺屬性，因此在記憶編碼過程中比文字

更具優勢。若圖像的外形趨於一致，其知覺屬性的優勢便消失，圖優效應亦

不復存在。 

(三) 遷移適宜歷程 

上述兩個觀點都是從記憶的編碼歷程出發，提取歷程相較之下未受重視。

然而 Weldon 與 Roediger（1987）透過實證研究發現，只要改變測驗類型─

─意即改變記憶的提取方式，就會產生與圖優效應相反的結果，因而提出應

該採取「遷移適宜歷程」（transfer appropriate processing）的觀點以解釋圖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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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應。「遷移適宜歷程」原為 Morris 等人（1977）所提出，他們認為學習（編

碼）與測驗（提取）階段認知運作方式的重疊度越高，越能促進測驗時的成

就表現。 

Weldon 與 Roediger（1987）的實驗中，發給所有受測者一張圖像與文

字混合出現的學習清單，其後，一半的受測者參與自由回憶測驗，另一半的

受測者參與拼字填充測驗（word fragment completion test，例如看見「_yl_mi_」

需填入「pyramid」）。實驗結果顯示，自由回憶測驗的結果出現了典型的圖

優效應，而拼字填充測驗則無。由此可知，不僅編碼歷程，提取歷程亦能對

記憶力產生影響。提取歷程區分為兩種不同導向：涉及語意處理的「概念導

向」（conceptually-driven）以及涉及表面特徵的「知覺導向」（data-driven）。

「圖優效應」的發生即與此兩種不同導向的提取歷程有關──一方面，圖像

所傳達的訊息較為豐富（不同的人看同一張圖像，可能有不同的語意解讀），

不似文字有明確的定義範疇，因此，圖像的編碼過程較文字涉及更多的語意

處理過程，遂可於回憶測驗或再認測驗等「概念導向」的提取歷程中，展現

出明顯的圖優效應。另一方面，在學習階段所看到文字形式（如「pyramid」）

與拼字填充測驗中的題目（如「_yl_mi_」）外形相近，同屬於「知覺導向」

的認知歷程，故無圖優效應。 

三、 圖優效應應用於學習 

圖優效應的現象已廣泛應用於教育領域。目前已知，圖文結合往往能發

揮最大的記憶效果，許多學者據此關注圖像及文字的「呈現順序」對學習成

效的影響。Dean 與 Enemoh（1983）設計了「先圖後文」、「先文後圖」、「僅

有文字」等三種實驗情境，探究學習者在閱讀難度較高的知識性文章時的理

解成效。值得注意的是，學習者見到圖像時，未必會認真處理圖像所傳達的

資訊（Dean & Kulhavy, 1981），為避免如此情況（有看沒有懂），受測者被

要求先簡單畫出剛才看過的圖像，再開始閱讀文章。結果顯示，在「先圖後

文」的情境中，先備知識較低的學習者，可達到與先備知識較高的學習者相

同的成就表現。Peverly（1981）則操作「先圖後文」、「先文後圖」、「先後

皆圖」、「先後皆文」四種實驗情境，研究學習者對於故事文章的回憶能力，

結果顯示，文字在後的組別（即「先圖後文」及「先後皆文」）回憶表現較

 



圖像與文字輔助詩歌華語學習之成效比較 

 36 

佳，優於圖像在後的另外兩組。  

Eitel 與 Scheiter（2015）整理 42 篇前人在「圖文呈現順序」方面的研

究，發現相關文獻雖多，但關於何種順序才能有效地促進學習，至今仍未有

定論。部分研究指出「先圖後文」能促進學習，另一部分研究卻得到相反的

結論。Eitel 與 Scheiter（2015）採取「近因效應」（recency effect）及「心智

模式建構」（mental model construction）的理論，試圖解釋上述歧異，同時

指出，影響學習成效的關鍵，並非「圖文呈現順序」，而是評估目標不同（「記

憶能力」還是「理解能力」）造成的差異。 

當評估目標為「記憶能力」時，圖文呈現的順序應與「測驗類型」相呼

應，能發揮最佳表現──當測驗為文字導向（text-based）時，「先圖後文」

的學習效果較佳；當測驗為圖像導向時（picture-based）時，「先文後圖」的

學習效果較佳。此現象可由「近因效應」來解釋，意即兩種以上的刺激先後

呈現時，受測者對後來出現的刺激印象較深。若測驗與後出現的刺激屬於同

一類型，自然有最佳的表現效果。 

當評估目標為「理解能力」時，圖文呈現順序則受「圖文的相對複雜性」

所制約──先呈現簡單的，再呈現複雜的，學習效果最佳。當文字所包含的

資訊比圖像複雜、模糊或難以理解時，應先呈現圖像，再呈現文字；反之亦

然。這是因為相對簡單的學習材料，能幫助先備知識不足的學習者建構心智

模式，有助於應付後續較為複雜的學習內容。 

圖優效應應用於二語習得領域，已有若干研究成果，多數研究如同本章

第二節之內容，普遍著重於詞彙的學習，且學者們的研究結果並不一致（詳

表二-2）。Carpenter 與 Olson（2011）針對學者們研究結果的不一致，推論

詞彙學習的部分研究成果之所以未能支持圖優效應，是由於二語詞彙的學習

研究與典型的圖優效應研究之間，存在以下差異：第一、編碼情境不同：在

學習階段，典型的圖優效應研究一次只接觸一種刺激，而二語詞彙學習則接

觸到二語詞彙的解釋、圖像等兩種刺激。第二、提取情境不同：在測驗階段，

圖優效應研究皆是測試單一項目的回憶或再認記憶，而二語研究則多半以線

索回憶（cued recall）的方式進行測驗，給予受測者在學習階段相同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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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或母語文字），要求其回應所記得的二語詞彙。 

為了再度驗證前人研究成果，並區辨在二語詞彙學習中圖優效應消失的

現象，究竟是由於圖像本身不具編碼優勢（即圖優效應不存在），或是有其

他影響因素，Carpenter 與 Olson（2011）設計了一系列的實驗，逐步進行探

索。透過初步實驗結果，他們確定了圖像本身仍具編碼優勢；為了進一步檢

測其他干擾因素的存在，他們參考「多媒體啟示」（multimedia heuristic）的

觀點進行後續實驗，此觀點指出，學習者常對圖像的記憶力過度自信，以為

圖像或照片的輔助能使他們更容易記憶文字內容，其實事實並非如此（Serra 

& Dunlosky, 2010）。 

Carpenter 與 Olson（2011）在後續實驗中，加入受測者自信程度的自評

量表（JOL），觀察是否由於過度自信而妨礙了圖優效應的展現。結果顯示，

過度自信確實會妨礙圖優效應，而隨著記憶提取過程中的受測者自信心逐漸

下降，顯著的圖優效應則再度出現。後續研究亦發現，只要在實驗指導語中

事先給予提醒，即可避免過度自信的情形，使圖優效應正常出現。 

 

第四節 小結 

本章第一節回顧近年來詩歌華語的相關研究，提示讀者詩歌教學的必要

性及難點。雖已有部分學者提出「情境體悟」等難點及相應之教學對策，但

相關研究成果仍十分缺乏。第二節則回顧圖像應用於二語閱讀、聽力理解，

以及詞彙學習上的研究成果。在詞彙學習方面，多數研究結果顯示圖像合併

文字能達成優異的輔助成效，可為本研究的實驗設計及假設提供參考及指引。

最後，第三節就「圖優效應」及其相關的三個理論進行介紹，輔以實證研究

成果，說明圖像應用於學習背後的認知運作機制，建立本研究的理論背景。 

近年來華語教學趨勢以「實用」為主，相較於「生活華語」、「旅遊華語」、

「商業華語」等領域，「學術華語」無論在教學設計或教材方面，研究成果

皆較為不足。然而，就讀正式學位的國際學生數量逐年上升，突顯出學術華

語的研究價值，如何提高學術華語相關科目的教學方法與學習成效，亦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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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忽視的議題。另一方面，以圖像輔助語言學習雖是二語教學中的常用技

巧，但過往研究多著重於詞彙學習，且缺乏一致的結論。有鑑於此，本文以

詩歌華語作為研究目標，結合圖像應用於二語教學的技巧，探究提升詩歌華

語學習成效的方法，以期拓展至其他學術華語科目，對學術華語教學的整體

發展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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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透過實證研究方法，比較圖像與文字輔助教材對詩歌輔助回憶成

效的影響。受測者為 22 位就讀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的三、四

年級國際學生，本研究針對其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中國古典詩歌欣賞」課

程學過的六首唐詩，進行「課後回憶賞析」測驗，以此結果分析圖與文的各

種搭配形式，對學術分析的「篇幅」、「詞彙」、「論點」等三項能力指標的影

響差異。 

實驗設計方面，本研究於測驗前實施「輔助回憶」活動，並為此設計六

種圖文組合形式。每首詩使用的圖文組合形式各不相同，每首詩各對應一種

圖文組合形式，因此，每位受測者參與六首詩的回憶活動，皆完整經歷了六

種圖文組合的變化。實驗的測驗工具包括兩類，其一為試題，其二為輔助回

憶的圖文材料。本研究安排每位受測者個別進行施測，每首詩歌施測時，受

測者先取得測驗題目及輔助教材，而後有三分鐘的時間，由受測者根據拿到

的輔助教材，自己進行回憶活動，作為測驗前的作答準備。三分鐘之後，施

測人員收回輔助教材，並發下答案卷，受測者開始紙筆作答十分鐘。 

以上測驗取得的受測者答卷（針對六首詩歌賞析問答題撰寫的答案），

即為本研究的分析資料。分析的方法，以「學術分析篇幅」、「學術分析詞彙」

與「學術分析論點」三項能力為評分指標，委請三位華語教師評閱答卷，而

後計算標記之字數或密度等，得出受測者學術分析能力的量化數據，即可評

比六種圖文組合形式對於詩歌回憶賞析的輔助成效。  

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說明研究問題，並提出假設；第二節說明研究設

計，包括受測者、實驗設計、測驗工具，及施測流程；第三節說明資料分析

方法，包括如何蒐集實驗資料、採用何種統計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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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問題與假設 

為探究圖像及文字輔助教材對古典詩歌學習的影響，本研究提出四個研

究問題，並針對其中三個問題提出假設。以下分為兩小節，分別說明研究問

題與研究假設。 

一、 研究問題 

為確認圖像在學術華語中的應用價值，並深入探討不同圖文組合形式，

對詩歌華語學習後回憶表現造成之影響，本文提出以下四個研究問題。 

（一） 以母語文字輔助回憶時，搭配圖像與否，是否影響詩歌學習後的回

憶表現？ 

此項問題意在了解母語文字的輔助教材如果搭配圖像，對受測者的賞析

能力有無影響？為此將於每首詩歌測驗之前，提供每位受測者母語文字的閱

讀材料，以此輔助回憶詩歌的內容要義與藝術手法。 

（二） 以華語文字輔助回憶時，搭配圖像與否，是否影響詩歌學習後的回

憶表現？ 

此項問題意在了解華語文字的輔助教材如果搭配圖像，對受測者的賞析

能力有無影響？為此將於每首詩歌測驗之前，提供每位受測者華語文字的閱

讀材料，以此輔助回憶詩歌的內容要義與藝術手法。 

（三） 在母語、華語兩種不同語言（文字）的輔助教材中，搭配圖像的影

響力有無差異？ 

上述兩項研究問題的結果，若證明圖像確實有助於詩歌學習後的回憶

表現，則將進一步比較在母語、華語兩種文字材料中，圖像對回憶表現的

影響有無差異？差異為何？ 

（四） 如何應用本研究所得之成果，設計圖文輔助教材，以提升詩歌華語

的學習成效？ 

根據上述三項研究問題的實驗結果，此項問題意在歸納詩歌華語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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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提出教學建議，並設計包含圖文輔助教材的教學活動範例，以供教師

參考應用。 

二、 研究假設 

參考文獻回顧所得之前人研究成果，本小節對上述研究問題之一至之三，

分別提出研究假設，以作為實驗結果的驗證目標。三項假設，分別說明如下。 

（一） 假設一 

根據文獻回顧，當文字輔助教材為母語時，圖文合併的輔助教材形式有

最佳的輔助效果。本文據之提出假設一：以母語文字輔助回憶時，搭配圖像

與否，會影響詩歌學習後的回憶表現，圖像搭配文字的輔助回憶成效會大於

僅有文字或僅有圖像。 

前人在二語詞彙學習方面的相關研究，探討了母語文字、圖像、圖文合

併等不同註解形式對詞彙學習的影響。多數研究成果指出，無論是再認測驗

或是回憶測驗，當註解形式為圖文合併時，受測者能展現最佳學習成效

（Jones, 2004; Kim & Gilman, 2008; Kost, Foss, & Lenzini, 1999; Pouwels, 

1992; Yoshii & Flaitz, 2002）。上述研究屬於二語詞彙學習之範疇，測驗目的

為不同註解形式對詞彙學習成效之影響。本研究屬於學術華語學習之範疇，

測驗目的為不同輔助教材形式對回憶學術內容之影響。雖不能一概而論，然

同為探究圖像、文字及圖文搭配等情境對二語學習的影響，加以學術華語方

面相關研究之缺乏，故借鑑於前人研究成果，得本研究假設一。 

（二） 假設二 

根據文獻回顧，當文字輔助教材為二語時，圖文合併的輔助教材形式有

最佳的輔助效果。本文據之提出假設二：以華語文字輔助回憶時，搭配圖像

與否，會影響詩歌學習後的回憶表現，圖像搭配文字的輔助回憶成效會大於

僅有文字或僅有圖像。 

同假設一，假設二亦與二語詞彙研究有關。大部分的二語詞彙研究，皆

著重於母語文字、圖像、圖文合併三種註解形式的影響力，惟 Yoshii（2006）

在母語之外，亦將二語納入文字註解的研究範圍，探討僅有母語文字、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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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語文字、母語圖文合併，及二語圖文合併等四種註解形式，對二語詞彙學

習的影響。結果發現，即便在二語情境，圖文搭配之學習成效也顯著優於僅

有文字。參考學者的研究成果，本研究提出假設二。 

（三） 假設三 

根據文獻回顧，圖像對二語文字的輔助效果優於母語文字。本文據之提

出假設三：在母語、華語兩種不同語言（文字）的輔助教材中，搭配圖像的

影響力有差異，圖像對「華語文字」材料的助益，會大於對「母語文字」的

助益。 

前述 Yoshii（2006）的研究成果，驗證了二語情境中圖像的影響力。然

而，他還發現，即使在母語或二語情境中，圖像皆能發揮其助益，但圖像對

於二語情境的影響顯然更為明顯。除了詞彙學習，Omaggio（1979）的閱讀

理解研究中，也指出圖像對增進二語文章的理解，效果是顯著的，相反地，

對母語文章則無影響。有鑑於此，本研究提出假設三。 

 

第二節 研究設計 

為探究上述的研究問題，並驗證假設是否成立，本研究設計不同圖文組

合形式的輔助回憶材料，在每首詩歌測驗之前，對受測者進行回憶輔助活動，

而後展開詩歌賞析問答題的紙筆測驗。以下分為四小節，分別說明受測者、

實驗設計、測驗工具，及施測流程。 

一、 受測者 

本研究受測者為 22 位國際學生，（參與實驗時）就讀於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華語文教學系三、四年級，華語程度為高階級至流利級（CEFR, B2~A1）。

本研究於其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的《中國古典詩歌欣賞》修課期間，進行實

驗施測。22 位受測者中，9 位為男性、13 位為女性。國籍方面，有日本籍 5

人、越南籍 3 人、美國籍 3 人、韓國籍 2 人，以及泰國、印尼、蒙古、印度、

法國、瑞典、加拿大、墨西哥、南非籍各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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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驗設計 

本研究的實驗操作階段著重於設計六種圖文搭配情境，並觀察六種不同

的實驗情境是否會影響受測者的測驗表現。為與六種實驗情境搭配，先選取

六首唐代詩歌作為實驗材料，再針對每首詩歌分別製作測驗試題，及輔助回

憶的材料（詳見下一小節「測驗工具」）。以下分為兩小節，詳細說明實驗材

料及其選取標準，以及六種實驗情境如何產生。 

(一) 實驗材料 

本研究選取六首唐詩作為實驗材料，進行回憶賞析測驗。選擇「唐詩」

而非其他朝代詩歌，是由於唐代繁榮的政治與經濟發展，造就中國歷史上瑰

麗的一頁，故「唐詩」亦能引起對歷史、文學感興趣的華語學習者的學習動

機（王冬霞，2009；涂文暉，2002）。此外，唐詩格律規範，字數為五言或

七言，體例包含絕句、律詩及古詩，遵守平仄、對仗等原則，在語音、詞彙、

句法和修辭方面，對現代華語能力有所助益（詳本文第二章第一節之一）。

最後，唐詩題材豐富、風格多元，且無論是田園、邊塞、浪漫、寫實派別中，

詩人一貫藉由描述外在景物以寄託內心情志的文學手法，由文化教學的角度

出發，亦有助於深化學習者對中華文化的體悟與理解。 

基於唐詩具備了上述之特點，本研究在受測者《中國古典詩歌欣賞》課

程所學的詩歌作品中，選取六首具代表性的唐詩進行測驗。六首唐詩分別為

李白〈靜夜思〉、王之渙〈登鸛雀樓〉、崔護〈題都城南莊〉、劉禹錫〈烏衣

巷〉、杜秋娘〈金縷衣〉、孟郊〈遊子吟〉。詩作體例及內容詳如表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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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1 六首詩作內容 

 體例 作者及詩名 內容 

1. 五言絕句 
李白 

〈靜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2. 五言絕句 
王之渙 

〈登鸛雀樓〉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3. 七言絕句 
崔護 

〈題都城南莊〉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 

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4. 七言絕句 
劉禹錫 

〈烏衣巷〉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5. 七言絕句 
杜秋娘 

〈金縷衣〉 

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 

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6. 五言樂府 
孟郊 

〈遊子吟〉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上述所選詩歌之內容皆具一至兩種文學表現手法，如崔護〈題都城南莊〉

中，以「人面」和「桃花」相互映襯，突顯「物是人非」的感嘆；王之渙〈登

鸛雀樓〉中，則以「想望遠必先登高」暗喻人生應有積極進取的精神；孟郊

〈遊子吟〉中，以「春暉遍照小草」的意象，象徵母親對子女無窮盡的關愛。

受測者能否經由輔助教材的幫助，回憶起課堂所學的詩歌文學表現手法，亦

為本研究關注的焦點之一。 

(二) 實驗情境 

本研究依圖像輔助教材的有、無，搭配文字輔助教材的三種類型（無文

字、母語文字、華語文字），交互組合出六種圖文輔助教材形式：A.無圖像

亦無文字；B.僅有母語文字；C.僅有華語文字；D.僅有圖像；E.有圖像亦有

母語文字；F.有圖像亦有華語文字。六種實驗情境如表三-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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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2 六種實驗情境 

 

圖像輔助教材 

無 有 

文字輔助教材 

無 A D 

母語文字 B E 

華語文字 C F 

每位受測者皆參與六首唐詩的回憶賞析測驗，然而每首詩測驗前取得的

輔助回憶材料的圖文組合形式皆不相同。六首唐詩測驗採用隨機亂數取列

（random order）的方式，與上述六種實驗情境進行配對，每首詩各對應一

種圖文組合形式，即每位受測者皆完整經歷上述的六種實驗情境。 

三、 測驗工具 

上述六首詩歌，每首詩歌皆設計視覺圖像、母語文字、華語文字等三種

輔助回憶材料，及一測驗題目，詳細說明如下。 

(一) 輔助回憶的圖文材料 

六首詩皆設計有視覺圖像、母語文字、華語文字等三種輔助教材，與測

驗題目同時呈現。輔助教材的設計原則與關鍵詩句的內容有關，基於詩歌情

境對學習的重要性（高惠敏，2002；朱我芯，2013），每首詩歌中挑選能展

現詩歌旨趣、意象，且「寓情於景」的關鍵詩句兩句，用以製作輔助教材。

以劉禹錫〈烏衣巷〉為例，在〈烏衣巷〉一詩中，關鍵詩句為「舊時王謝堂

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詩人透過「王謝堂」和「百姓家」的對比，暗喻

時代的盛衰變化，並藉由對燕子的描寫，表達出對於時代更迭、滄海桑田的

感慨，正是傳統中國詩人「寓情於景」的寫作手法。選擇關鍵詩句後，進行

三種輔助教材之製作，製作方式說明如下： 

1. 視覺圖像：研究者針對關鍵詩句所描繪之詩境，挑選素材並進行構圖，

經《中國古典詩歌欣賞》任課教師核可，再由設計系學生繪製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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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華語文字：研究者針對關鍵詩句，撰寫一段約 120 字的賞析文字，同樣

經由《中國古典詩歌欣賞》任課教師審閱並認可。 

3. 母語文字：委請華語程度達高階級或流利級的不同國籍母語者，將上述

的華語賞析文字翻譯為不同的母語文字，再由另外一位母語者進行校對。

依據本研究受測者的國籍分佈，共譯有日、韓、泰、英、法、越南、印

尼、蒙古、瑞典、西班牙等十種語言版本。 

以〈烏衣巷〉為例，上述三種圖文形式的輔助教材示意如表三-3（其他

五首詩歌的三種圖文輔助教材，詳見附錄一至三）。 

表 三-3 三種不同形式的輔助教材 

輔助教材：視覺圖像 

 

輔助教材：華語文字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意思

是：歷史上的烏衣巷，曾是王導、謝安的貴族豪

宅區，廳堂前有燕子飛進飛出；如今烏衣巷仍有

燕子，但豪宅已經不在，燕子飛進的是普通平民

的住宅。 

詩人透過烏衣巷這個地方在不同朝代的景物

變化，表達出昔盛今衰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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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教材：母語文字

（以英文為例）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The 

meaning is: the historical place 烏衣巷 was once 

the location of the noble mansions of 王導 and 謝

安. Swallows used to fly to and fro in front of the 

main halls of these mansions. Now, the swallows 

still fly about 烏衣巷, though those mansions are 

gone, and they instead fly in and out of the homes of 

the common people. 

The poet uses the changing scenery of 烏衣巷 

throughout the different dynasties to express sadness 

by contrasting the prosperity of former times 

alongside the current state of decline. 

上述三種輔助教材皆列印於 A5 尺寸的白紙上。在僅有圖像或文字的實

驗情境中，受測者拿到的輔助教材為一張 A5 尺寸的紙張；而在同時呈現圖

像及文字的情境中，受測者拿到的輔助教材為兩張 A5 尺寸合併，即一張

A4 尺寸的紙張，圖像在上，文字在下。 

(二) 測驗題目 

六首詩歌皆設計一測驗題目，以測量圖文材料對受測者學習後回憶賞析

的輔助成效。題目形式為問答題，針對每一首詩的關鍵詩句設計題目，請受

測者就關鍵詩句的賞析手法或旨趣意境進行說明，測量受測者的學科知識及

學術分析能力。以〈烏衣巷〉為例，測驗題目為：「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

尋常百姓家。」這兩句詩中，詩人藉由烏衣巷的燕子，表達什麼樣的主旨？ 

四、施測流程 

施測時間為上述六首詩歌於課堂學習完畢後的二至三周內。每首詩的施

測流程皆包含兩個階段，分別為「輔助回憶」階段及「測驗」階段。在「輔

助回憶」階段中，受測者首先取得測驗題目及輔助教材，並聆聽施測人員的

說明。受測者可閱讀輔助教材，並思考測驗題目應如何作答，此階段有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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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的準備時間。隨後進入「測驗」階段，施測人員收回輔助教材，並發下空

白的答案卷，請受測者進行紙筆作答，作答時間為十分鐘。因此包含施測人

員的說明及準備時間在內，每一首詩的施測時間共計十五分鐘。第一首詩測

驗結束之後，隨即進行第二首詩的測驗。此外，為免受測者因長時間受測疲

乏而影響測驗結果，六首詩的測驗分為兩次進行，前後相隔一周，即每一次

僅測驗三首詩，花費時間約為四十五分鐘。詳細的施測流程及指導語詳見表

三-4。 

表 三-4 施測流程 

 施測人員動作 時間 指導語 

1.   說開頭語 

1 分鐘 

感謝你來參加詩歌測驗，今天一共考三

題，等你寫完第一題，我才發第二題；

第二題寫完，才發第三題。 

2.   
發下題目及輔助

教材 

(1) 這是第一題的題目，這是幫助你思

考的資料。 

(2) 你有三分鐘的時間可以思考，你可

以先看題目，然後看這份資料，幫

助你思考。 

(3) 三分鐘以後，我會進來把這份資料

拿走，然後給你答案卷，那時候你

才開始寫答案。 

(4) 請問有沒有問題？ 

(5) 那就請你開始看資料，還有思考怎

麼回答問題。 

3.   在試場外等候 3 分鐘 （受測者自行觀看輔助教材） 

4.   
收取輔助教材，發

下答案卷 
1 分鐘 

(1) 我把幫助思考的資料拿走。 

(2) 這是答案卷，你有十分鐘可以寫答

案，寫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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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十分鐘以後，我會進來收考卷。你

如果提早寫完，也可以自己拿出來

交給我。 

5.   在試場外等候 10 分鐘 （受測者進行紙筆測驗） 

6.   收取答案卷 0.5 分鐘 
(1) 時間到，請把答案卷給我。 

(2) 接下來是第二題。 

第三節 資料分析方法 

在受測者全數完成六首詩歌的測驗以後，本研究的實驗操作階段結束。

在後續的資料分析階段，先針對受測者的作答內容進行標記，再將標記結果

量化為數據，並以統計方法進行分析，回答本文的研究問題。本節分為兩小

節，分別說明標記時所選用之能力指標與標記方法，以及分析時所採用的統

計方法。 

一、 能力指標與標記方法 

22 位受測者在經歷六首詩歌回憶賞析測驗後，共得到 132 份紙筆測驗

答卷，將受測者的詩歌華語學科知識及學術分析能力量化為三項評分指標，

由三位資深華語教師進行答卷標記，並僅採計三位教師意見一致之標記結果，

不一致的標記結果則不予計入。 

由於在過往的圖像研究中，缺乏圖像應用於高階學習階段方面的研究，

故無可供參考之前人研究方法，因此本研究所採計之能力指標，為經研究者

與任課教師商議而得。能力指標的選擇依據有二：其一，該指標須能針對答

卷的文字內容進行標記，量化為數據，以便於進行後續的統計分析。其二，

該指標須能反映出受測者的專業學術華語能力。基於上述兩點得到本研究的

三項能力指標，分別說明及舉例如下。 

(一)「學術分析撰寫」的篇幅長短 

「學術分析撰寫」的篇幅長短，代表受測者賞析詩歌時的成段表達能力。

由於本研究的測驗形式為問答題，為檢測受測者學習詩歌後，於詩歌賞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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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是否具備展論之能力，「篇幅長短」是最為直觀、淺顯易懂的評估方式，

故以此作為能力指標之一。此一能力指標以「總字數」的方式進行計算，標

點符號一併納入計算。 

(二)「學術分析詞彙」的數量多寡 

「學術分析詞彙」的數量多寡，代表受測者賞析詩歌時的專業詞彙運用

能力。如李泉（2011）所言，「專業華語」有別於「普通華語」之處，主要

體現於「專業詞彙」的運用方面。本研究中的「詩歌華語」同屬於「專業華

語」範疇，測驗結果中「學術分析詞彙」數量的多寡，可體現出受測者進行

詩歌賞析時，對於所需之專業詞彙的掌握能力，故以此作為能力指標之二。

此一能力指標以「密度」的方式進行計算，用受測者紙筆作答內容中的學術

分析詞彙字數除以總字數，同一詞彙出現兩次以上不重複計算，舉例如下： 

……李白這首詩中，用了兩個方法。第一個是「即景抒情」，就是

說著眼前景象而抒發情感。第二個是「含蓄蘊藉」，含蓄和蘊藉的意思

一樣，含蓄指不直接說出來，而是委婉地說。…… 

上述文字節錄自受測者作答內容，其中的學術分析詞彙以加框標示，

包括「即景抒情」、「景象」、「抒發」、「含蓄蘊藉」、「委婉」等，合計 14 字，

而總字數為 78 字，故密度計為 0.18。其中「含蓄」重複出現三次、「蘊藉」

重複出現兩次，皆僅計為一次。 

(三)「學術分析論點」的數量多寡 

「學術分析論點」的數量多寡，代表受測者在賞析詩歌時，分析能力的

深度及廣度。「詩歌華語」為學術華語範疇下「專業學術華語」的科目之一，

學術性的知識內容正是其有別於一般華語課程的特色。古典詩歌的內容抽象

艱澀，受測者能否真正習得詩歌的旨趣並體會詩人的情志，體現於其進行詩

歌賞析時，能否提出足夠數量的論點，故以此作為能力指標之三。此一能力

指標以「密度」的方式進行計算，用受測者作答內容中的學術分析論點數量

除以總字數，論點的計算方式不受標點符號及完整句意的限制，舉例說明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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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時代「烏衣巷」這個地方是給貴族住的地方，到唐代卻成為平

民百姓的家，使讀者看出這個地方是從「盛」變為「衰」，變化十分的

大。然而在這變化當中唯一沒有變的是燕子飛進這些房子大廳的情況，

因此這些鳥所代表的是「流動而不變」的時間，在這亂局之中唯一穩定

的景象。 

上述文字節錄自受測者作答內容，其中的學術分析論點以灰底標示，共

有 4 處，而總字數為 126 字，故密度計為 0.0317。 

二、 統計分析方法 

本研究針對上述測驗結果所得之三項能力指標，即「學術分析篇幅總字

數」、「學術分析詞彙密度」及「學術分析論點密度」的量化數據，進行統計

分析，以檢測第一節所述之三項假設是否成立，並回答研究問題之一至之

三。 

本研究採用 2x3 二因子完全相依設計，每位受測者皆經歷六種實驗情境，

採取的統計方法為重複量數二因子變異數分析（two-way ANOVA, repeated 

measures）。自變項為圖像輔助教材之有、無，及文字輔助教材之類型，前

者有 2 個水準（level）（無圖像、有圖像），後者則有 3 個水準（無文字、母

語文字、華語文字）。依變項為詩歌華語學科知識及學術分析能力，體現於

「學術分析篇幅」、「學術分析詞彙」以及「學術分析論點」三項能力指標。

本研究之顯著水準設為 0.05。研究假設及預期分析結果如表三-5。 

表 三-5 不同研究假設與預期分析結果 

 研究假設 預期分析結果 

（一） 

在母語文字的輔助教材中，圖

像搭配文字的輔助回憶成效

會大於僅有文字或僅有圖像。 

兩自變項之間交互作用顯著，檢驗單

純主要效果（simple main effect）。於

母語文字水準，有圖像之輔助成效將

顯著優於無圖像；於有圖像水準，有

母語文字之輔助成效將顯著優於無

母語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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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華語文字的輔助教材中，圖

像搭配文字的輔助回憶成效

會大於僅有文字或僅有圖像。 

兩自變項之間交互作用顯著，檢驗單

純主要效果。於華語文字水準，有圖

像之輔助成效將顯著優於無圖像；於

有圖像水準，有華語文字之輔助成效

將顯著優於無華語文字。 

（三） 

圖像輔助教材對「華語文字」

材料的助益，會大於對「母語

文字」材料的助益。 

兩自變項之間交互作用顯著，檢驗單

純主要效果。於有圖像水準，有華語

文字之輔助成效將顯著優於有母語

文字。 

本章第一節說明四個研究問題，以及其中三個研究問題所對應之假設；

第二節說明研究資料如何蒐集，即整體研究設計，包括受測者、實驗設計、

測驗工具，及施測流程等；第三節說明研究資料如何分析，包括前期的紙筆

測驗判讀，以及後期的統計分析方式。實驗結果能否回答研究問題，並驗證

假設為真，將於第四章進行說明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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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探討詩歌華語教學中，不同圖文材料搭配組合的輔助成效。經由

正式學習詩歌後，提供圖文輔助教材，再使受測者進行詩歌賞析的實驗流程，

所得資料的統計結果及意涵詮釋，將於本章詳予說明。本章分為四節：前三

節將回答第一至第三個研究問題，說明分析結果，並驗證假設。每一節皆針

對「學術分析篇幅」、「學術分析詞彙」、「學術分析論點」三項能力指標，說

明分析結果，並詮釋意涵。第四節則為總結，簡要地總結本研究的重要發現，

並以表格方式彙總各假設的驗證結果。 

 

第一節 母語文字輔助回憶之分析結果 

本節回答本文的第一個研究問題：以母語文字輔助回憶時，搭配圖像與

否，是否影響詩歌學習後的回憶表現？本文對此問題提出的假設為：以母語

文字輔助回憶時，搭配圖像與否，會影響詩歌學習後的回憶表現，圖像搭配

文字的輔助回憶成效會大於僅有文字或僅有圖像。（詳第三章第一節之二） 

本節分為四個小節：第一至第三小節，分別針對「學術分析篇幅」、「學

術分析詞彙」、「學術分析論點」三項能力指標，說明在母語文字輔助教材中，

圖像的有、無對詩歌華語的輔助回憶成效；第四小節，回答研究問題一，並

驗證假設一是否成立。 

一、 學術分析「篇幅」之統計結果 

學術分析篇幅的長短，代表受測者賞析詩歌時的成段表達能力。為探究

圖與文的各種搭配組合，對受測者詩歌賞析篇幅長短的影響，統計方法採用

2x3 重複量數二因子變異數分析，以圖像（有、無）及文字（母語、二語），

作為兩個自變項，以學術分析的「篇幅總字數」作為依變項。以此得出「篇

幅總字數」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如表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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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 「篇幅總字數」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完全相依設計）摘要表 

變異來源 平方和 

(SS) 

自由度 

(Df) 

均方和

(MS) 
F p 

組間 1276.50 5 711.39   

 圖像（X） 146.47 1 146.37 0.234 0.634 

 文字（Y） 365.65 2 182.83 0.263 0.770 

 圖像*文字（X*Y） 764.38 2 382.19 0.824 0.446 

組內 144548.41 126 5724.84   

 受測者間（S） 82746.98 21 3940.33   

 殘差（X*S） 13148.13 21 626.10   

 殘差（Y*S） 29162.68 42 694.35   

 殘差（XY*S） 19490.62 42 464.06   

全體 145824.91 131    

根據表四-1，在學術分析的「篇幅總字數」方面，輔助教材有無圖像（F

（1, 21）=0.234, p=.634>.05），及輔助教材的文字是母語或二語（F（2, 21）

=0.263, p=.77>.05），主要效果皆未達顯著，而圖像與文字之間的交互作用亦

未達顯著（F（2, 42）=0.824, p=.446>.05）。此結果顯示，輔助回憶材料不論

使用母語還是二語，及使用圖像與否，皆未影響學術分析的篇幅長短，換言

之，輔助教材的文字為母語或二語皆可，搭配圖像與否亦無妨，凡此皆非詩

歌賞析「篇幅」能力的影響因素。 

受測者詩歌賞析時的成段表達能力，未因母語或二語而改變，亦不受圖

像有無的影響，推測可能有兩個原因。其一，在回憶、複習的階段，受測者

對詩歌內容已充分掌握，賞析所能發揮的內容份量亦已成形，因而不受輔助

回憶材料的形式變化影響。其二，賞析詩歌時的成段表達能力，可能與受測

者的長期寫作能力較為相關，而與輔助回憶的材料形式較無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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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上述結果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性，但仍可透過「篇幅總字數」的折線

圖，觀察母語文字搭配圖像與否的趨勢變化，如圖四-1。首先，在「母語文

字」輔助的情況下，「有圖像」組的總字數平均值（圖四-1 中之 E）（121.96

字），高於「無圖像」組（B）（115.27 字），表示母語文字搭配圖像的成效，

優於不搭配圖像。其次，從「有圖像」輔助的情況來看，「母語文字」組的

總字數平均值（E）（121.96 字），亦略高於「無文字」組（D）（119.73 字），

表示圖像搭配母語文字的成效，優於不搭配任何文字。 

由此趨勢觀之，以母語文字輔助回憶時，圖像之有、無，略為影響賞析

詩歌時的成段表達能力，其影響的趨勢為──「圖像搭配母語文字」的成效，

略高於「僅有文字」或「僅有圖像」。 

 

 

 

 

 

 

 

圖 四-1 「篇幅總字數」折線圖 

（A：無圖無文；B：無圖有母語文字；C：無圖有華語文字；D：有圖無文； 

E：有圖亦有母語文字；F：有圖亦有華語文字） 

上述結果與詮釋，主要在回答第一個研究問題──以母語文字輔助回憶

時，搭配圖像與否，是否影響詩歌學習後的回憶表現？根據本小節針對學術

分析的「篇幅」能力指標討論結果，以母語文字輔助回憶詩歌時，是否搭配

圖像，並不影響學術分析的「篇幅」長短，因而第一個研究問題的回答是否

定的，原假設一（母語文字搭配圖像的成效優於無圖像）亦不成立。若就折

線圖輔助觀察，則其所呈現的趨勢值得留意──以母語文字輔助回憶時，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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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圖像與否略為影響篇幅總字數，母語文字搭配圖像的輔助成效，優於僅有

文字或僅有圖像。如此趨勢，與假設一的預期相符。 

二、 學術分析「詞彙」之統計結果 

學術分析詞彙的數量多寡，代表受測者賞析詩歌時的專業詞彙運用能力。

為探究圖與文的各種搭配組合，對受測者詞彙運用能力的影響，統計方法採

用 2x3 重複量數二因子變異數分析，以圖像（有、無）及文字（母語、二語），

作為兩個自變項，以學術分析的「詞彙密度」作為依變項。以此得出「詞彙

密度」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如表四-2。 

表 四-2 「詞彙密度」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完全相依設計）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組間 0.003 5 0.002   

 圖像（X） 1.287E-6 1 1.287E-6 0.000 0.986 

 文字（Y） 0.001 2 0.001 0.375 0.690 

 圖像*文字（X*Y） 0.002 2 0.001 0.483 0.621 

組內 0.412 126 0.016   

 受測者間（S） 0.169 21 0.008   

 殘差（X*S） 0.084 21 0.004   

 殘差（Y*S） 0.080 42 0.002   

 殘差（XY*S） 0.079 42 0.002   

全體 0.415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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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四-2，在學術分析的「詞彙密度」方面，輔助教材有無圖像（F

（1, 21）=0.000, p=.986>.05），及輔助教材的文字是母語還是二語（F（2, 21）

=0.375, p=.690>.05），主要效果皆未達顯著，而圖像與文字之間的交互作用

亦未達顯著（F（2, 42）=0.483, p=.621>.05）。此結果顯示，輔助回憶的教

材使用母語還是二語，及使用圖像與否，皆不影響學術分析詞彙的使用密度，

換言之，輔助教材的文字為母語或二語皆可，搭配圖像與否亦無妨，凡此皆

非詩歌賞析「詞彙」能力的影響因素。 

受測者詩歌賞析的詞彙運用能力，未因文字為母語或二語而改變，亦不

受圖像有無的影響，推測可能有三個原因。其一，詞彙的習得與鞏固需要較

長的時間，測驗前 5 分鐘提供輔助回憶材料，材料中的詞彙無法立即習得，

受測者於測驗中的產出表現，仍受固有詞彙能力的限制，未能即時反映於測

驗中。其二，本研究輔助回憶材料中的詞彙，對受測者而言，屬於「偶然學

習」的方式之一，意即受測者閱讀材料的目的仍以理解賞析內容為主，材料

中的專業詞彙並非其閱讀的主要目標，而只是構成賞析內容的成分，因而受

測者無法於測驗論述時主動提取運用。其三，本研究的測驗題型為產出論述

（問答題），與再認式的測驗題型（如選擇、填空）相比，產出論述的難度

高出許多，偶然學習的詞彙遂尚未能顯現成效，如此結果，恰與文獻的發現

相呼應（Kost, Foss, & Lenzini, 1999; Yoshii & Flaitz, 2002）。 

儘管上述結果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性，但仍可透過「詞彙密度」的折線圖，

觀察母語文字搭配圖像與否的趨勢變化，如圖四-2。首先，在「母語文字」

輔助的情況下，「有圖像」組的詞彙密度平均值（E）（0.0997 字）高於「無

圖像」組（B）（0.0899 字）。其次，「有圖像」輔助的情況下，「母語文字」

組的詞彙密度平均值（E）（0.0997 字）則與「無文字」組（D）（0.0987 字）

無分軒輊。此趨勢顯示，以母語文字輔助回憶時，搭配圖像與否，會影響詩

歌華語的學術詞彙運用能力，其影響的趨勢為──「母語文字搭配圖像」的

輔助回憶成效，大於「僅有文字」，但與「僅有圖像」相近，換言之，圖像

有助於學術詞彙能力，無論其單獨呈現，或搭配母語文字，效果皆大於「有

文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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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2 「詞彙密度」折線圖 

（A：無圖無文；B：無圖有母語文字；C：無圖有華語文字；D：有圖無文； 

E：有圖亦有母語文字；F：有圖亦有華語文字） 

上述結果與詮釋，主要在回答第一個研究問題──以母語文字輔助回憶

時，搭配圖像與否，是否影響詩歌學習後的回憶表現？根據本小節針對學術

分析的「詞彙」能力指標討論結果，以母語文字輔助回憶詩歌時，是否搭配

圖像，並不影響學術分析「詞彙」的數量多寡，意即受測者的學術詞彙能力

與此因素無關。因而第一個研究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原假設一（母語文字

搭配圖像的成效優於無圖像）亦不成立。然而，若就折線圖輔助觀察，則發

現搭配圖像與否會影響學術詞彙能力，「母語文字搭配圖像」的成效，大於

「僅有文字」，但並未大於「僅有圖像」。如此趨勢，與假設一的預期有部分

相符。 

三、 學術分析「論點」之統計結果 

學術分析論點的數量多寡，代表受測者在賞析詩歌時，分析能力的深度

及廣度。為探究圖與文的各種搭配組合，對受測者學術分析能力的影響，統

計方法採用 2x3 重複量數二因子變異數分析，以圖像（有、無）及文字（母

語、二語），作為兩個自變項，以學術分析的「論點密度」作為依變項。以

此得出「論點密度」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如表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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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3 「論點密度」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完全相依設計）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組間 0.001 5 0.000   

 圖像（X） 1.834E-5 1 1.834E-5 0.100 0.755  

 文字（Y） 2.208E-5 2 1.104E-5 0.101 0.904 

 圖像*文字（X*Y） 0.001 2 0.000 4.382 0.019* 

組內 0.018 126 0.000   

 受測者間（S） 0.004 21 0.000   

 殘差（X*S） 0.004 21 0.000   

 殘差（Y*S） 0.005 42 0.000   

 殘差（XY*S） 0.005 42 0.000   

全體 0.019 131    

根據表四-3，在學術分析的「論點密度」方面，輔助教材有無圖像（F

（1, 21）=0.100, p=.755>.05），及輔助教材的文字是母語還是二語（F（1, 21）

=0.101, p=.904>.05），主要效果皆未達顯著，而圖像與文字之間的交互作用

達到顯著（F（2, 42）=4.382, p=.019<.05），故進行單純主要效果考驗，結果

如表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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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4 單純主要效果分析摘要表 

單純主要效果內容 SS df MS F p 事後比較 

圖像之有無       

 在無文字水準 0.000 1 0.000 0.501 0.487  

 在母語文字水準 0.000 1 0.000 6.780 0.017* 無圖>有圖 

 在華語文字水準 0.001 1 0.001 3.844 0.063 有圖>無圖 

文字之類型       

 在無圖像水準 0.001 2 0.000 2.774 0.074 母語>華語 

 在有圖像水準 0.000 2 0.000 1.703 0.195  

單純主要效果的分析結果顯示：第一，圖像之有無的主要效果在「母語

文字」條件之下達到顯著（p=.017<.05），意謂有母語文字輔助回憶時，圖

像之有無會影響受測者的詩歌賞析能力，且由事後比較結果顯示，「無圖像」

組的表現比「有圖像」組出色。第二，文字類型的主要效果在「有圖像」條

件下並未達到顯著（p=.195>.05），意謂以圖像輔助回憶時，文字是母語還

是二語並不影響詩歌分析能力。第三，在「無圖像」情境中，文字類型的主

要效果接近顯著（p=.074≈.05），且由事後比較結果顯示，「母語文字」組的

表現比「華語文字」組出色。上述結果亦可由「論點密度」折線圖一窺端倪，

如圖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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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3 「論點密度」折線圖 

（A：無圖無文；B：無圖有母語文字；C：無圖有華語文字；D：有圖無文； 

E：有圖亦有母語文字；F：有圖亦有華語文字） 

折線圖的趨勢顯示：首先，在「母語文字」的情況下，「無圖像」組的

論點密度平均值（B）（0.0243）顯著高於「有圖像」組（E）（0.0184）。其

次，在「有圖像」的情況下，「母語文字」組的論點密度平均值（E）（0.0184）

則與「無文字」組（即僅有圖像）（D）（0.0195）差異不大。最後，在「無

圖像」的情況下，「母語文字」組（B）（0.0243）與「無文字」組（A）（0.0195）

的表現差異不大，卻明顯優於「華語文字」組（C）（0.017）。以上趨勢傾向，

與統計分析結果達成一致，以母語文字輔助回憶時，搭配圖像與否，會影響

詩歌華語的學術詞彙能力，其影響的趨勢為──「僅有母語文字」（無圖像）

對於學術分析論點的成效，顯著優於「母語文字搭配圖像」，亦大於「僅有

華語文字」（無圖像）。 

上述結果與詮釋，主要在回答第一個研究問題──以母語文字輔助回憶

時，搭配圖像與否，是否影響詩歌學習後的回憶表現？根據本小節針對學術

分析的「論點」能力指標討論結果，當文字輔助教材為母語時，圖像之有無

確實影響「論點」的數量，然其影響卻是──「無圖像」組（僅有母語文字）

優於「有圖像」組（母語文字搭配圖像），恰與原假設一（母語文字搭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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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優於不搭配圖像）的預期結果相反，意即母語文字有助於學術分析的論點

能力，但若與圖像合併呈現，反而可能形成認知負擔，因而效益不如純文字

（母語）的輔助。除此之外，在「無圖像」（僅有文字）的情況下，「母語文

字」組的表現明顯優於「華語文字」組，由此可見母語文字對於學術分析的

論點能力何其重要。 

推論如此結果的原因，可能是由於高階二語學術知識的學習階段，學習

內容漸趨抽象深奧，圖像未必能輔助抽象內涵的理解，而母語文字之理解與

吸收，對受測者而言屬於自動化的歷程，故能在短時間內顯著提升回憶成效，

迅速而有效地激發論點靈感。反觀二語（華語）的成段文字，對學習者而言

可能負擔過重，輔助成效遠不如母語文字。然而，在已有母語文字的情況下，

若再加上其他形式的輔助教材（如圖像），可能由於資訊負擔過重，或是圖

像的形式不易激發論析能力，遂無輔助成效。  

四、 小結：母語文字毋須圖像輔助 

本節由「學術分析篇幅」、「學術分析詞彙」、「學術分析論點」三項能力

指標，分析在母語文字的輔助教材中，圖像的有、無對詩歌華語學習後輔助

回憶的影響，試圖回答研究問題一，並驗證假設一是否成立。 

總結以上三小節之統計結果，本研究發現，對「篇幅」與「詞彙」兩項

能力指標而言，文字選用母語或華語，及是否搭配圖像，對回憶的成效影響

皆未達顯著，換言之，輔助回憶的教材是母語還是二語，有圖或無圖，並不

影響受測者在賞析詩歌時的成段表達能力，與專業詞彙的運用能力。而在「論

點」方面，圖像與文字之間的交互作用達到顯著，經事後比較，發現在「母

語文字」教材中，圖像的有無顯然會影響受測者在賞析詩歌時的分析能力，

且「無圖像」組的表現優於「有圖像」組。此統計分析結果與原假設一的預

測相反，推測是由於母語文字已能傳達充分訊息，若再加上圖像，反而資訊

量過多，造成受測者的認知負擔。 

本文的第一個研究問題為：以母語文字輔助回憶時，搭配圖像與否，是

否影響詩歌學習後的回憶表現？就「學術分析篇幅」與「學術分析詞彙」兩

項能力指標而言，答案是否定的；但就「學術分析論點」能力指標而言，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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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則是肯定的。意即圖像輔助教材不影響受測者進行詩歌賞析時，成段表達

的能力與專業詞彙的運用能力，但會影響學術論點的分析能力。然而，本研

究的假設一並不成立，以母語文字輔助回憶時，搭配圖像與否，並不影響詩

歌學習後的回憶表現，圖像搭配文字的輔助回憶成效並未大於僅有文字或僅

有圖像。 

 

第二節 華語文字輔助回憶之分析結果 

本節回答本文的第二個研究問題：以華語文字輔助回憶時，搭配圖像與

否，是否影響詩歌學習後的回憶表現？本文對此問題提出的假設為：以華語

文字輔助回憶時，搭配圖像與否，會影響詩歌學習後的回憶表現，圖像搭配

文字的輔助回憶成效會大於僅有文字或僅有圖像。（詳第三章第一節之二） 

本節分為四個小節：第一至第三小節，分別針對「學術分析篇幅」、「學

術分析詞彙」、「學術分析論點」三項能力指標，說明在華語文字輔助教材中，

圖像的有、無對詩歌華語的輔助回憶成效；第四小節，回答研究問題二，並

驗證假設二是否成立。 

一、 學術分析「篇幅」之統計結果 

如本章前一節所述，學術分析篇幅的長短，代表受測者賞析詩歌時的成

段表達能力。為探究圖與文的各種搭配組合，對受測者詩歌賞析篇幅長短的

影響，統計方法採用 2x3 重複量數二因子變異數分析，以圖像（有、無）及

文字（母語、二語），作為兩個自變項，以學術分析的「篇幅總字數」作為

依變項。以此得出「篇幅總字數」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如表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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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5 「篇幅總字數」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完全相依設計）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組間 1276.50 5 711.39   

 圖像（X） 146.47 1 146.37 0.234 0.634 

 文字（Y） 365.65 2 182.83 0.263 0.770 

 圖像*文字（X*Y） 764.38 2 382.19 0.824 0.446 

組內 144548.41 126 5724.84   

 受測者間（S） 82746.98 21 3940.33   

 殘差（X*S） 13148.13 21 626.10   

 殘差（Y*S） 29162.68 42 694.35   

 殘差（XY*S） 19490.62 42 464.06   

全體 145824.91 131    

根據表四-5，在學術分析的「篇幅總字數」方面，輔助教材有無圖像（F

（1, 21）=0.234, p=.634>.05），及輔助教材的文字是母語或二語（F（2, 21）

=0.263, p=.77>.05），主要效果皆未達顯著，而圖像與文字之間的交互作用亦

未達顯著（F（2, 42）=0.824, p=.446>.05）。此結果顯示，輔助回憶材料不論

使用母語還是二語，及使用圖像與否，皆未影響學術分析的篇幅長短，換言

之，輔助教材的文字為母語或二語皆可，搭配圖像與否亦無妨，凡此皆非詩

歌賞析「篇幅」能力的影響因素。推測原因如第一節之一所述：第一，在回

憶、複習的階段，受測者已充分掌握詩歌內容，故賞析時能充分發揮，不受

輔助回憶材料的形式變化影響。第二，賞析詩歌時的成段表達能力，可能與

受測者的長期寫作能力較為相關，而與輔助回憶的材料形式較無相關。 

儘管上述結果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性，但仍可透過「篇幅總字數」的折線

圖，觀察華語文字搭配圖像與否的趨勢變化，如圖四-4。首先，在「華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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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輔助的情況下，「有圖像」組的總字數平均值（F）（124.36 字），高於

「無圖像」組（C）（120.18 字），表示華語文字搭配圖像的成效，優於不搭

配圖像。其次，從「有圖像」輔助的情況來看，「華語文字」組的總字數平

均值（F）（124.36 字），亦略高於「無文字」組（D）（119.73 字），表示圖

像搭配華語文字的成效，優於不搭配任何文字。 

由此趨勢觀之，以華語文字輔助回憶時，圖像之有、無，略為影響賞析

的成段表達能力，其影響的趨勢為──「圖像搭配華語文字」的成效，略高

於「僅有文字」或「僅有圖像」。 

 

 

 

 

 

 

 

圖 四-4 「篇幅總字數」折線圖 

（A：無圖無文；B：無圖有母語文字；C：無圖有華語文字；D：有圖無文； 

E：有圖亦有母語文字；F：有圖亦有華語文字） 

上述結果與詮釋，主要在回答第二個研究問題──以華語文字輔助回憶

時，搭配圖像與否，是否影響詩歌學習後的回憶表現？根據本小節針對學術

分析的「篇幅」能力指標討論結果，以華語文字輔助回憶詩歌時，是否搭配

圖像，並不影響學術分析的「篇幅」長短，因而第二個研究問題的回答是否

定的，原假設二（華語文字搭配圖像的成效優於無圖像）亦不成立。若就折

線圖輔助觀察，則其所呈現的趨勢值得留意──以華語文字輔助回憶時，搭

配圖像與否略為影響篇幅總字數，「華語文字搭配圖像」的輔助成效，優於

「僅有文字」或「僅有圖像」。如此趨勢，與假設二的預期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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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術分析「詞彙」之統計結果 

如本章前一節所述，學術分析詞彙的數量多寡，代表受測者賞析詩歌時

的專業詞彙運用能力。為探究圖與文的各種搭配組合，對受測者詞彙運用能

力的影響，統計方法採用 2x3 重複量數二因子變異數分析，以圖像（有、無）

及文字（母語、二語），作為兩個自變項，以學術分析的「詞彙密度」作為

依變項。以此得出「詞彙密度」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如表四-6。 

表 四-6 「詞彙密度」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完全相依設計）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組間 0.003 5 0.002   

 圖像（X） 1.287E-6 1 1.287E-6 0.000 0.986 

 文字（Y） 0.001 2 0.001 0.375 0.690 

 圖像*文字（X*Y） 0.002 2 0.001 0.483 0.621 

組內 0.412 126 0.016   

 受測者間（S） 0.169 21 0.008   

 殘差（X*S） 0.084 21 0.004   

 殘差（Y*S） 0.080 42 0.002   

 殘差（XY*S） 0.079 42 0.002   

全體 0.415 131    

根據表四-6，在學術分析的「詞彙密度」方面，輔助教材有無圖像（F

（1, 21）=0.000, p=.986>.05），及輔助教材的文字是母語還是二語（F（2, 21）

=0.375, p=.690>.05），主要效果皆未達顯著，而圖像與文字之間的交互作用

亦未達顯著（F（2, 42）=0.483, p=.621>.05）。此結果顯示，輔助回憶的教

材使用母語還是二語，及使用圖像與否，皆不影響學術分析詞彙的使用密度，

換言之，輔助教材的文字為母語或二語皆可，搭配圖像與否亦無妨，凡此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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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詩歌賞析「詞彙」能力的影響因素。 

受測者詩歌賞析的詞彙運用能力，未因文字為母語或二語而改變，亦不

受圖像有無的影響，原因如本章第一節之二的推測：第一，詞彙的習得與鞏

固需要較長的時間，僅在測驗前 5 分鐘提供輔助教材，難以立即習得。第二，

本研究中的詞彙屬於「偶然學習」，受測者的主要目的為閱讀理解，易忽略

詞彙學習。第三，相較於選擇、填空等測驗類型，問答題難度較高，更難突

顯詞彙的偶然學習成效。 

上述結果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性，但仍可透過「詞彙密度」的折線圖，觀

察華語文字搭配圖像與否的趨勢變化，如圖四-5。首先，在「華語文字」輔

助的情況下，「有圖像」組的詞彙密度平均值（F）（0.0870 字）低於「無圖

像」組（C）（0.0953 字）。其次，「有圖像」輔助的情況下，「華語文字」組

的詞彙密度平均值（F）（0.0870 字）亦低於「無文字」組（D）（0.0987 字）。

此趨勢顯示，以華語文字輔助回憶時，搭配圖像與否，會影響詩歌華語的學

術詞彙運用能力，其影響的趨勢為──「華語文字搭配圖像」的輔助回憶成

效，略遜於「僅有文字」及「僅有圖像」，換言之，針對學術詞彙能力而言，

華語文字的輔助教材，以不搭配圖像為宜。 

 

 

 

 

 

 

 

圖 四-5 「詞彙密度」折線圖 

（A：無圖無文；B：無圖有母語文字；C：無圖有華語文字；D：有圖無文； 

E：有圖亦有母語文字；F：有圖亦有華語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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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結果與詮釋，主要在回答第二個研究問題──以華語文字輔助回憶

時，搭配圖像與否，是否影響詩歌學習後的回憶表現？根據本小節針對學術

分析的「詞彙」能力指標討論結果，以華語文字輔助回憶詩歌時，是否搭配

圖像，並不影響學術分析「詞彙」的數量多寡，意即受測者的學術詞彙能力

與此因素無關。因而第二個研究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原假設二（華語文字

搭配圖像的成效優於無圖像）亦不成立。此外，若就折線圖輔助觀察，則發

現搭配圖像與否會影響學術詞彙能力，「華語文字搭配圖像」的成效，不如

「僅有文字」及「僅有圖像」。如此趨勢，與假設二的預期相反。 

三、 學術分析「論點」之統計結果 

如本章前一節所述，學術分析論點的數量多寡，代表受測者在賞析詩歌

時，分析能力的深度及廣度。為探究圖與文的各種搭配組合，對受測者學術

分析能力的影響，統計方法採用 2x3 重複量數二因子變異數分析，以圖像（有、

無）及文字（母語、二語），作為兩個自變項，以學術分析的「論點密度」

作為依變項。以此得出「論點密度」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如表四-7。 

表 四-7 「論點密度」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完全相依設計）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組間 0.001 5 0.000   

 圖像（X） 1.834E-5 1 1.834E-5 0.100 0.755  

 文字（Y） 2.208E-5 2 1.104E-5 0.101 0.904 

 圖像*文字（X*Y） 0.001 2 0.000 4.382 0.019* 

組內 0.018 126 0.000   

 受測者間（S） 0.004 21 0.000   

 殘差（X*S） 0.004 21 0.000   

 殘差（Y*S） 0.005 42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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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殘差（XY*S） 0.005 42 0.000   

全體 0.019 131    

根據表四-7，在學術分析的「論點密度」方面，輔助教材有無圖像（F

（1, 21）=0.100, p=.755>.05），及輔助教材的文字是母語還是二語（F（1, 21）

=0.101, p=.904>.05），主要效果皆未達顯著，而圖像與文字之間的交互作用

達到顯著（F（2, 42）=4.382, p=.019<.05），故進行單純主要效果考驗，結果

如表四-8。 

表 四-8 單純主要效果分析摘要表 

單純主要效果內容 SS df MS F p 事後比較 

圖像之有無       

 在無文字水準 0.000 1 0.000 0.501 0.487  

 在母語文字水準 0.000 1 0.000 6.780 0.017* 無圖>有圖 

 在華語文字水準 0.001 1 0.001 3.844 0.063 有圖>無圖 

文字之類型       

 在無圖像水準 0.001 2 0.000 2.774 0.074 母語>華語 

 在有圖像水準 0.000 2 0.000 1.703 0.195  

單純主要效果的分析結果顯示：第一，圖像之有無的主要效果在「華語

文字」條件之下接近顯著（p=.063≈.05），意謂以華語文字輔助回憶時，圖

像之有無會影響受測者的詩歌賞析能力，且由事後比較結果顯示，「有圖像」

組的表現比「無圖像」組出色。第二，文字類型的主要效果在「有圖像」條

件下並未達到顯著（p=.195>.05），意謂以圖像輔助回憶時，文字是母語還

是二語並不影響詩歌分析能力。此結果亦可由「論點密度」折線圖一窺端倪，

如圖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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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6 「論點密度」折線圖 

（A：無圖無文；B：無圖有母語文字；C：無圖有華語文字；D：有圖無文； 

E：有圖亦有母語文字；F：有圖亦有華語文字） 

折線圖的趨勢顯示：在「無文字」或「母語文字」的情況下，皆未能體

現圖像的輔助效果，唯有在「華語文字」情境中，「有圖像」組的論點密度

平均值（F）（0.0238）明顯高於「無圖像」組（C）（0.0170），亦高於「無

文字」組（即僅有圖像）（D）（0.0195），此趨勢與統計分析結果一致，當以

華語文字輔助回憶時，搭配圖像的效果優於無圖像。 

上述結果與詮釋，主要在回答第二個研究問題──以華語文字輔助回憶

時，搭配圖像與否，是否影響詩歌學習後的回憶表現？根據本小節針對學術

分析的「論點」能力指標討論結果，當文字輔助教材為華語時，圖像之有無

確實影響「論點」的數量，且「有圖像」組（華語文字搭配圖像）顯著優於

「無圖像」組（僅有華語文字），與原假設二（華語文字搭配圖像優於無圖

像）的預期結果相符。由此可知，針對學術分析的「論點」能力而言，當輔

助教材為華語文字時，加上圖像特別能彰顯輔助成效。 

推論如此結果的原因，可能是由於成段的華語文字對國際學生而言有一

定的難度，即便內容是為幫助學習者思考、進行詩歌賞析，仍難以於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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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化為賞析能力，如能輔以圖像，則有助於營造詩歌中描寫的整體氛圍，幫

助受測者掌握詩歌所描寫的情境，拓展其分析面向及思考角度。此結果亦與

學者的說法相符（高惠敏，2002；朱我芯，2013）。此外，由圖四-6 觀察六

種圖文搭配情境的實驗結果，表現最佳者為僅有「母語文字」，其次則為「華

語文字搭配圖像」，且成效與前者難分軒輊。此比較結果亦顯示，儘管二語

文字段落不易理解，但若加以適當的視覺輔助教材（如圖像），則可達到與

母語文字相近的輔助成效。 

四、 小結：華語文字搭配圖像成效較佳 

本節由「學術分析篇幅」、「學術分析詞彙」、「學術分析論點」三項能力

指標，分析在華語文字的輔助教材中，圖像的有、無對詩歌華語學習後輔助

回憶的影響，試圖回答研究問題二，並驗證假設二是否成立。 

總結以上三小節之統計結果，本研究發現，對「篇幅」與「詞彙」兩項

能力指標而言，文字選用母語或華語，及是否搭配圖像，對回憶的成效影響

皆未達顯著，換言之，輔助回憶的教材是母語還是二語，有圖或無圖，並不

影響受測者在賞析詩歌時的成段表達能力，與專業詞彙的運用能力。而在「論

點」方面，圖像與文字之間的交互作用達到顯著，經事後比較，發現在「華

語文字」情境中，圖像之有無顯然會影響受測者在賞析詩歌時的分析能力，

且「有圖像」組的表現優於「無圖像」組。此統計分析結果與原假設二的預

測相符，驗證了華語文字輔助教材中，圖像的重要性。 

本文的第二個研究問題為：以華語文字輔助回憶時，搭配圖像與否，是

否影響詩歌學習後的回憶表現？就「學術分析篇幅」與「學術分析詞彙」兩

項能力指標而言，答案是否定的；但就「學術分析論點」能力指標而言，答

案則是肯定的。意即以華語文字輔助回憶時，搭配圖像雖然無助於詩歌賞析

時的成段表達能力，與專業詞彙的運用能力，但會影響學術論點的分析能力。

由統計結果來看，本研究的假設二部分成立，以華語文字輔助回憶時，搭配

圖像的成效優於「僅有文字」，再由趨勢變化圖來看，亦優於「僅有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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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圖像影響力之分析結果 

本節回答本文的第三個研究問題：在母語、華語兩種不同語言（文字）

的輔助教材中，搭配圖像的影響力有無差異？本文對此問題提出的假設為：

在母語、華語兩種不同語言（文字）的輔助教材中，搭配圖像的影響力有差

異，圖像輔助教材對「華語文字」材料的助益，會大於對「母語文字」材料

的助益。（詳第三章第二節之二） 

本節分為四個小節：第一至第三小節，分別針對「學術分析篇幅」、「學

術分析詞彙」、「學術分析論點」三項能力指標，說明圖像影響力在母語、華

語兩種不同文字輔助教材中的差異；第四小節，回答研究問題三，並驗證假

設三是否成立。 

一、 學術分析「篇幅」之統計結果 

如本章第一節所述，學術分析篇幅的長短，代表受測者賞析詩歌時的成

段表達能力。為探究圖與文的各種搭配組合，對受測者詩歌賞析篇幅長短的

影響，統計方法採用 2x3 重複量數二因子變異數分析，以圖像（有、無）及

文字（母語、二語），作為兩個自變項，以學術分析的「篇幅總字數」作為

依變項。以此得出「篇幅總字數」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如表四-9。 

表 四-9 「篇幅總字數」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完全相依設計）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組間 1276.50 5 711.39   

 圖像（X） 146.47 1 146.37 0.234 0.634 

 文字（Y） 365.65 2 182.83 0.263 0.770 

 圖像*文字（X*Y） 764.38 2 382.19 0.824 0.446 

組內 144548.41 126 5724.84   

 受測者間（S） 82746.98 21 394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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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殘差（X*S） 13148.13 21 626.10   

 殘差（Y*S） 29162.68 42 694.35   

 殘差（XY*S） 19490.62 42 464.06   

全體 145824.91 131    

根據表四-9，在學術分析的「篇幅總字數」方面，輔助教材有無圖像（F

（1, 21）=0.234, p=.634>.05），及輔助教材的文字是母語或二語（F（2, 21）

=0.263, p=.77>.05），主要效果皆未達顯著，而圖像與文字之間的交互作用亦

未達顯著（F（2, 42）=0.824, p=.446>.05）。無從比較圖像對母語、華語兩種

不同文字輔助教材的影響力。此結果顯示，對於兩種文字的輔助教材，搭配

圖像的影響力並無差異。 

儘管上述結果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性，但仍可透過「篇幅總字數」的折線

圖，觀察在不同文字輔助教材中，圖像影響力的趨勢變化，如圖四-7。首先，

在「有圖像」輔助的情況下，「華語文字」組的總字數平均值（F）（124.36

字）略高於「母語文字」組（E）（121.96 字）。再就母語、華語兩種文字教

材，分別比較「有圖像」及「無圖像」組的總字數平均值，發現以「母語文

字」輔助時，「有圖像」組（E）（121.96 字）比「無圖像」組（B）（115.27）

增加 6.69 字；而以「華語文字」輔助時，「有圖像」組（F）（124.36 字）比

「無圖像」組（C）（120.18）增加 4.18 字。由此趨勢觀之，在「篇幅總字

數」方面，無論是母語文字或華語文字，圖像皆能發揮其正向影響力，且圖

像對兩種文字材料的影響力差異不大，「母語文字」組僅略高於「華語文字」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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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7 「篇幅總字數」折線圖 

（A：無圖無文；B：無圖有母語文字；C：無圖有華語文字；D：有圖無文； 

E：有圖亦有母語文字；F：有圖亦有華語文字） 

上述結果與詮釋，主要在回答第三個研究問題──在母語、華語兩種不

同語言（文字）的輔助教材中，搭配圖像的影響力有無差異？根據本小節針

對學術分析的「篇幅」能力指標討論結果，由於圖像與文字的交互作用未達

顯著，無從進一步考驗圖像對不同文字教材的影響力，亦即圖像對兩種語言

輔助教材的影響力並無差異。因而第三個研究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原假設

三（圖像對華語文字之助益大於對母語文字之助益）亦不成立。若就折線圖

輔助觀察，圖像對母語、華語兩種文字的輔助教材皆有正向影響力，然而兩

者之間的差異並不大，亦不支持假設三，與統計分析結果一致。 

二、 學術分析「詞彙」之統計結果 

如本章第一節所述，學術分析詞彙的數量多寡，代表受測者賞析詩歌時

的專業詞彙運用能力。為探究圖與文的各種搭配組合，對受測者詞彙運用能

力的影響，統計方法採用 2x3 重複量數二因子變異數分析，以圖像（有、無）

及文字（母語、二語），作為兩個自變項，以學術分析的「詞彙密度」作為

依變項。以此得出「詞彙密度」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如表四-10。 

  

110

112

114

116

118

120

122

124

126

無圖像 有圖像 

無文字 

母語文字 

華語文字 

A 

B 

C 
D 

E 

F 

 



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75 

表 四-10 「詞彙密度」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完全相依設計）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組間 0.003 5 0.002   

 圖像（X） 1.287E-6 1 1.287E-6 0.000 0.986 

 文字（Y） 0.001 2 0.001 0.375 0.690 

 圖像*文字（X*Y） 0.002 2 0.001 0.483 0.621 

組內 0.412 126 0.016   

 受測者間（S） 0.169 21 0.008   

 殘差（X*S） 0.084 21 0.004   

 殘差（Y*S） 0.080 42 0.002   

 殘差（XY*S） 0.079 42 0.002   

全體 0.415 131    

根據表四-10，在學術分析的「詞彙密度」方面，輔助教材有無圖像（F

（1, 21）=0.000, p=.986>.05），及輔助教材的文字是母語還是二語（F（2, 21）

=0.375, p=.690>.05），主要效果皆未達顯著，而圖像與文字之間的交互作用

亦未達顯著（F（2, 42）=0.483, p=.621>.05），無從比較圖像對母語、華語

兩種不同文字輔助教材的影響力。此結果顯示，在不同文字輔助教材中，搭

配圖像的影響力沒有差異。 

儘管上述結果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性，但仍可透過「詞彙密度」的折線圖，

觀察不同文字輔助時，圖像影響力的趨勢變化，如圖四-8。在母語、華語兩

種輔助教材中，分別比較「有圖像」與「無圖像」輔助時的詞彙密度平均值，

發現以「母語文字」輔助時，「有圖像」組的詞彙密度平均值（E）（0.0997），

比「無圖像」組（B）（0.0899）增加 0.0098；而以「華語文字」輔助時，「有

圖像」組組的詞彙密度平均值（F）（0.0870），比「無圖像」組（C）（0.0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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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 0.0083。由此趨勢觀之，在「詞彙密度」方面，圖像對「母語文字」材

料有正向影響，對「華語文字」材料則有負向影響。 

 

 

 

 

 

 

 

圖 四-8 「詞彙密度」折線圖 

（A：無圖無文；B：無圖有母語文字；C：無圖有華語文字；D：有圖無文； 

E：有圖亦有母語文字；F：有圖亦有華語文字） 

上述結果與詮釋，主要在回答第三個研究問題──在母語、華語兩種不

同語言（文字）的輔助教材中，搭配圖像的影響力有何差異？根據本小節針

對學術分析的「詞彙」能力指標討論結果，由於圖像與文字的交互作用未達

顯著，無從進一步考驗圖像在不同文字教材中的影響力，即圖像的影響力沒

有差異。因而第三個研究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原假設三（圖像對華語文字

之助益大於對母語文字之助益）亦不成立。若就折線圖輔助觀察，搭配圖像

對「母語文字」教材有正面影響，相反地，對「華語文字」教材有負面影響，

惟兩者的影響幅度皆不大，亦不支持假設三。 

三、 學術分析「論點」之統計結果 

如本章第一節所述，學術分析論點的數量多寡，代表受測者在賞析詩歌

時，分析能力的深度及廣度。為探究圖與文的各種搭配組合，對受測者學術

分析能力的影響，統計方法採用 2x3 重複量數二因子變異數分析，以圖像（有、

無）及文字（母語、二語），作為兩個自變項，以學術分析的「論點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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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依變項。以此得出「論點密度」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如表四-11。 

表 四-11 「論點密度」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完全相依設計）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組間 0.001 5 0.000   

 圖像（X） 1.834E-5 1 1.834E-5 0.100 0.755  

 文字（Y） 2.208E-5 2 1.104E-5 0.101 0.904 

 圖像*文字（X*Y） 0.001 2 0.000 4.382 0.019* 

組內 0.018 126 0.000   

 受測者間（S） 0.004 21 0.000   

 殘差（X*S） 0.004 21 0.000   

 殘差（Y*S） 0.005 42 0.000   

 殘差（XY*S） 0.005 42 0.000   

全體 0.019 131    

根據表四-11，在學術分析的「論點密度」方面，輔助教材有無圖像（F

（1, 21）=0.100, p=.755>.05），及輔助教材的文字是母語還是二語（F（1, 21）

=0.101, p=.904>.05），主要效果皆未達顯著，而圖像與文字之間的交互作用

達到顯著（F（2, 42）=4.382, p=.019<.05），故進行單純主要效果考驗，結果

如表四-12。 

表 四-12 單純主要效果分析摘要表 

單純主要效果內容 SS df MS F p 事後比較 

圖像之有無       

 在無文字水準 0.000 1 0.000 0.501 0.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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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母語文字水準 0.000 1 0.000 6.780 0.017* 無圖>有圖 

 在華語文字水準 0.001 1 0.001 3.844 0.063 有圖>無圖 

文字之類型       

 在無圖像水準 0.001 2 0.000 2.774 0.074 母語>華語 

 在有圖像水準 0.000 2 0.000 1.703 0.195  

單純主要效果的分析結果顯示：「有圖像」輔助時，不同文字之間並無

顯著差異（p=.195>.05），意即在論點密度方面，圖像對母語、華語兩種文

字的影響力並無差別。然而，若分別就母語、華語兩種文字來看，圖像確實

有其影響力──在「母語文字」情況下，搭配圖像有負向影響，且差異達到

顯著（p=.017<.05）；在「華語文字」情況下，搭配圖像則有正向影響，且

差異接近顯著（p=.063≈.05）。換言之，針對詩歌賞析的論點能力而言，若

以「華語文字」輔助回憶，搭配圖像可有佳效；若以「母語文字」輔助回憶，

則不應搭配圖像。此結果亦可由「論點密度」折線圖一窺端倪，如圖四-9。 

 

 

 

 

 

 

 

 

圖 四-9 「論點密度」折線圖 

（A：無圖無文；B：無圖有母語文字；C：無圖有華語文字；D：有圖無文； 

E：有圖亦有母語文字；F：有圖亦有華語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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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線圖的趨勢顯示：對母語、華語兩種文字教材，分別比較「有圖像」

與「無圖像」輔助時的論點密度平均值，發現在「母語文字」情境中，「有

圖像」組的論點密度平均值（E）（0.0184）比「無圖像」組（B）（0.0243）

減少 0.0059；而在「華語文字」情境中，「有圖像」組的論點密度平均值（F）

（0.0238）較「無圖像」組（C）（0.0170）增加 0.0068。此趨勢顯示，在論

點密度方面，圖像對「母語文字」材料有負向影響力，對「華語文字」材料

則有正向影響力。此趨勢變化與統計結果一致。 

上述結果與詮釋，主要在回答第三個研究問題──在母語、華語兩種不

同語言（文字）的輔助教材中，搭配圖像的影響力有無差異？根據本小節針

對學術分析的「論點」能力指標討論結果，搭配圖像對母語、華語兩種文字

教材的輔助成效有差異：圖像對「母語文字」有負向影響，對「華語文字」

則有正向影響。趨勢圖的觀察結果，亦同於此。 

四、 小結：圖像對華語輔助教材有正向影響 

本節由「學術分析篇幅」、「學術分析詞彙」、「學術分析論點」三項能力

指標，分析在母語、華語兩種文字輔助教材中，搭配圖像對詩歌華語學習後

輔助回憶的影響，試圖回答研究問題三，並驗證假設三是否成立。 

總結以上三小節之統計結果，本研究發現，對「篇幅」與「詞彙」兩項

能力指標而言，圖像對不同文字教材的影響力差異並未達到顯著，此結果顯

示，搭配圖像與否，並不影響受測者在賞析詩歌時的成段表達能力，與專業

詞彙的運用能力。而在「論點」方面，圖像與文字之間的交互作用達到顯著，

經事後比較發現，有「華語文字」輔助時，搭配圖像對受測者的詩歌分析能

力有正向影響；而有「母語文字」輔助時，搭配圖像對受測者的詩歌分析能

力則有負向影響。此結果體現出圖像在華語文字輔助教材中的重要性。 

本文的第三個研究問題為：在母語、華語兩種不同語言（文字）的輔助

教材中，搭配圖像的影響力有無差異？就「學術分析篇幅」與「學術分析詞

彙」兩項能力指標而言，答案是否定的；但就「學術分析論點」能力指標而

言，答案則是肯定的。意即圖像的影響力在賞析詩歌時的成段表達能力，與

專業詞彙的運用能力上並無差異，但在學術論點的分析能力上有差異。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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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假設三預期，圖像對於「華語文字」材料的助益，會大於對「母語文字」

的助益。由統計結果來看，在母語、華語兩種不同語言（文字）的輔助教材

中，圖像的影響力確有差異──圖像對於「華語文字」材料有正向影響，對

於「母語文字」則有負向影響。與假設三預期結果相符。 

 

第四節 總結 

本研究設計六種圖文搭配組合的實驗情境，以探究輔助教材類型對詩歌

學習後回憶表現的影響。以圖像（有、無）及文字（母語、二語），作為兩

個自變項，「學術分析篇幅總字數」、「學術分析詞彙密度」、「學術分析論點

密度」三項能力指標作為依變項，進行 2x3 重複量數二因子變異數分析。並

提出三項假設： 

（一） 假設一 

以母語文字輔助回憶時，搭配圖像與否，會影響詩歌學習後的回憶表現，

圖像搭配文字的輔助回憶成效會大於僅有文字或僅有圖像。 

（二） 假設二 

以華語文字輔助回憶時，搭配圖像與否，會影響詩歌學習後的回憶表現，

圖像搭配文字的輔助回憶成效會大於僅有文字或僅有圖像。 

（三） 假設三 

在母語、華語兩種不同語言（文字）的輔助教材中，搭配圖像的影響力

有差異，圖像對於「華語文字」材料的助益，會大於對「母語文字」的助益。 

研究結果顯示，針對詩歌華語學習的三項能力指標，有文字輔助時搭配

圖像影響的成效差異並不一致，三項假設的檢驗情形也有差異。本研究除統

計分析結果之外，亦將不同圖文搭配情境下的趨勢變化分布納入考量，對三

項假設進行考驗，結果統整如表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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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3 不同能力指標下之假設檢驗成果 

 學術分析篇幅 學術分析詞彙 學術分析論點 

假設一 

統計結果：不支持 

趨勢分布：支持 

統計結果：不支持 

趨勢分布：部分支持 

統計結果與趨勢分

布一致：不支持 

假設二 

統計結果：不支持 

趨勢分布：支持 

統計結果趨勢分布

一致：不支持 

統計結果與趨勢分

布一致：部分支持 

假設三 
統計結果趨勢分布

一致：不支持 

統計結果趨勢分布

一致：不支持 

統計結果與趨勢分

布一致：支持 

由上表可知，在本研究關注的「學術分析篇幅」、「學術分析詞彙」及「學

術分析論點」三項能力指標中，僅有「學術分析論點」達成統計上的顯著性。

經事後比較，進一步考證圖像搭配文字對於「論點」分析能力的影響，可得

以下結論： 

1. 當文字輔助教材為母語時，毋須圖像輔助教材即有良好的輔助成效，搭

配圖像反而使資訊過多，造成國際學生的學習負擔，不利於增提升其賞

析詩歌時，「論點」的分析能力。 

2. 當文字輔助教材為華語時，由於詩歌華語屬於高階學術知識，內容較為

抽象深奧，透過圖像輔助教材能提升國際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拓展其

分析面向及思考角度，增加賞析詩歌時，「論點」分析能力的深度及廣度。 

上述研究結果如何應用於詩歌華語教學實務中，將於下一章進行更詳細

而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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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教學應用 

根據前述研究成果，圖像與文字輔助教材對國際學生詩歌華語輔助回憶

成效的影響，可歸納為兩大要點：第一，對於「學術分析論點」的分析能力

而言，可達明顯助益的輔助教材有兩種，分別為母語文字材料，及華語文字

材料搭配圖像。第二，對於「學術分析篇幅」的成段表達能力，及「學術分

析詞彙」的運用能力而言，由於習得時間或測驗題型等因素，故未受輔助教

材形式變化的影響。 

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將上述歸納之兩大要點，結合前人研究所得之

詩歌華語教學難點及對策，提出詩歌華語的教學建議。第二節，以前述之教

學建議作為評估指標，對現行的詩歌華語教材進行評估，分析教材不足之處，

為後續的教學活動設計提供參考及依據。第三節，設計與圖像相關的詩歌教

學活動，彌補現行教材之不足，提升詩歌華語的教學成效。 

 

第一節 詩歌華語教學建議 

基於本研究前述的研究結果，並結合過往學者對詩歌華語教學之研究，

本節提出四項詩歌華語教學建議，分別為：善用母語輔助理解、搭配圖像呈

現情境、討論問題引發思考、提供賞析展示詞彙，詳細說明如下。 

一、 善用母語輔助理解 

詩歌華語屬於高階學術知識範疇，無論是學習內容或是教師使用的課室

語言皆較為抽象，即便學習者的華語程度已達高階級至流利級，仍是一項不

小的挑戰。適度運用學習者的母語進行翻譯，能在艱澀的學術知識理解階段，

起事半功倍的作用。母語翻譯可運用在四個方面，分別說明及舉例如下： 

1. 詩句翻譯：由於詩歌語言往往高度精煉，遣詞用字有別於現代華語結構，

因此對於國際學生而言理解不易。教材中提供母語譯文，可協助學生迅

速掌握句意，有效率地過渡至詩境欣賞及手法分析等深層學習階段。以

劉禹錫〈烏衣巷〉中詩句「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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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翻譯為：The historical place 「烏衣巷」 was once the location of the 

noble mansions of 「王導」 and 「謝安」. Swallows used to fly to and fro in 

front of the main halls of these mansions. Now, the swallows still fly about 

「烏衣巷」, though those mansions are gone, and they instead fly in and out 

of the homes of the common people. 

2. 生詞註解：詩歌中出現的生詞宜提供母語註解，用意同上所述，旨在幫

助學生迅速掌握詞意，提升閱讀理解成效。比如： 

故鄉 gùxiāng  N: hometown, one’s native place 

3. 詩意賞析：詩歌華語有別於一般華語的學習之處，在於學習者除了理解

詩歌的字詞句意，還能進而欣賞、領會優美的詩歌意境，故在詩歌教學

中，「詩意賞析」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教材中的詩意賞析內容，通常包

括解釋詩歌創作背景，以及分析詩人所運用的文學表達手法，此兩者同

樣屬於艱澀且抽象的學習內容，透過母語翻譯能提升學生的閱讀理解成

效。以劉禹錫〈烏衣巷〉為例，詩人透過烏衣巷這個地方在不同朝代的

景物變化，表達出昔盛今衰的感慨。英語翻譯即為：The poet uses the 

changing scenery of 「烏衣巷」 throughout the different dynasties to express 

sadness by contrasting the prosperity of former times alongside the current 

state of decline. 

4. 課室語言：除了教材中呈現的詩句翻譯及詩意賞析之外，通常還須搭配

教師的詳細說明與講解，才能使學生充分理解詩歌內容。若在外語地區

進行教學，學生擁有相同的母語背景，使用全母語進行詩歌華語教學，

是最有效率的做法。然而，若在臺灣或中國大陸等華語地區進行教學，

為配合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國際學生，則應統一使用簡單易懂的華語，

視情況搭配英語單詞作為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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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搭配圖像呈現情境 

在華語地區的詩歌教學，教材內容多以華語呈現，若於適當時機使用圖

像輔助呈現詩歌情境，能有效提升學習者對詩歌本身與其賞析內容的理解及

闡述能力。建議使用圖像的時機如下： 

1. 在教材中，圖像應先於詩歌賞析內容出現，由於詩歌賞析內容對學習者

而言較為複雜、陌生，利用圖像創造情境，可幫助學習者排除二語的閱

讀障礙，對可能出現的二語生詞進行語意推測。若僅於該課空白處或卷

末綴以簡易插畫，則較難起輔助成效。 

2. 在教學流程中，可運用圖像搭配提問作為正式教學前的暖身活動，引導

學習者對詩歌情境建立基本認識，有助於理解詩意。 

三、 討論問題引發思考 

本研究的結果已證實，圖像對於詩歌賞析時的論點分析能力有正向影響。

進行詩歌賞析前，應先經由「問題討論」的教學環節，檢測學生的理解成效，

並鼓勵生生之間互相交流與分享，拓展分析能力的深度及廣度。問題討論可

包含「暖身提問」及「課後討論」兩階段，視教學目的而定。「暖身提問」

時，可以圖像為核心，透過對圖像中的人物動作、背景事物的觀察，建立對

詩境的初步認識，或對詩旨的猜想及預測。「課後討論」時，則引導學習者

思考詩歌主旨，或討論文學表現手法，藉此檢測學術知識的習得成效。以李

白〈靜夜思〉為例，暖身提問及課後討論的問題示意如下： 

暖身提問 

Q1. 圖片中的時間是什麼時間？  

Q2. 圖片中出現了什麼人？什麼事物？ 

Q3. 你認為圖片中的人在做什麼？他為什麼

要這麼做？ 

 

 



圖像與文字輔助詩歌華語學習之成效比較 

 86 

課後討論 

Q1. 在李白〈靜夜思〉中，用什麼方法來表達「鄉愁」？ 

Q2. 為什麼「明月」會讓詩人想起「故鄉」？ 

Q3. 這首詩使用了哪些文學表現手法？ 

四、 提供賞析展示詞彙 

大多數的學習者對古典詩歌的分析方式並不熟悉，本研究結果亦指出，

學術詞彙的習得與鞏固需要較長的時間。因此，若欲藉由學習古典詩歌的過

程，擴充學習者能掌握的學術詞彙數量，以達成提高現代華語能力的教學目

標，在詩歌華語教學中提供「賞析範文」應為可行的作法。賞析範文中出現

的學術詞彙，不僅能加強學習者對學術詞彙的認識，亦可作為寫作練習的範

本。教師可要求學習者模仿賞析範文的手法和用詞，將課後討論問題的答案

寫下來，由教師批改並提供回饋，有助於提升現代華語書面語的寫作能力。 

本節提出四項詩歌華語教學建議：善用母語輔助理解、搭配圖像呈現情

境、討論問題引發思考、提供賞析展示詞彙。下一節將使用上述四項述建議

作為評估指標，對現行的詩歌華語教材進行評估，分析其優、缺點，及可透

過教學活動補足之處。 

 

第二節 現行詩歌教材評估 

在專業華語的各領域中，有別於蓬勃發展的商業華語教材，詩歌華語教

材的數量相對稀少。觀察海內外詩歌華語教材發展現況：美國地區，最廣為

使用的詩歌華語教材，為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東亞系退休教授葉維廉

（Wai-Lim Yip）編譯的 Chinese Poetry（Yip, 1997）。近年來，伊利諾州立

大學東亞系教授蔡宗齊（Zong-Qi Cai）主編的 How to Read Chinese Poetry: A 

Guided Anthology（Cai, 2007）也逐漸成為詩歌華語課程的重要用書。在臺

灣地區，縱然市面上有各式各樣適用於華語母語者的古典詩歌讀本，然而為

「華語學習者」編纂的教材並不多，其中以臺灣國立編譯館（2002）主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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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唐朝的詩》較為突出。在中國大陸地區，則有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的《誦

古詩學漢語》（王作良，2009）、北京大學出版的《中國古代詩歌選讀》（錢

華、劉德聯，2004）、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的《唐詩選讀》（張英，2002）等等。 

本節以前一節提出的四項詩歌教學建議做為指標，評估現行的詩歌華語

教材、分析教材不足之處，為後續的教學活動設計提供參考及依據。本節選

取三本詩歌華語教材進行分析，分別為：Chinese Poetry（Yip, 1997）、《中

國唐朝的詩》（國立編譯館，2002）、《誦古詩學漢語》（王作良，2009）。此

三本教材使用的語言、內容編排的方式，以及目標學習者的華語程度皆不盡

相同，然受限於詩歌華語教材蒐集不易，僅能就美國、臺灣、中國大陸地區

的教材，各擇一進行分析。 

本節分為兩小節：第一小節，簡單介紹三本教材的收錄內容及編排方式。

第二小節，以表格形式呈現三本教材與四項建議（指標）的對應情形，並總

結評估結果。 

一、 現行詩歌教材簡介 

如前所述，本小節將進行介紹的三本詩歌華語教材：Chinese Poetry（Yip, 

1997）、《中國唐朝的詩》（國立編譯館，2002）、《誦古詩學漢語》（王作良，

2009），其所收錄之詩歌內容、每一單元的編排方式，及所使用的語言、適

用之教學對象皆不盡相同。從上述各個不同面向出發，三本詩歌華語教材的

內容簡介，統整如下表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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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1 現行三本詩歌華語教材簡介 

 收錄內容 單元體例 使用語言及適用對象 

Chinese Poetry 

（Yip, 1997） 

選取自《詩經》到元代的詩

詞曲約一百四十首，依朝代

順序呈現詩歌，並依不同體

例或題材區分章節，比如「詩

經」、「楚辭」、「古詩十九

首」、「山水詩」、「田園詩」

等。 

每首詩歌包含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以書

法字體呈現詩歌原文；第二部分將詩歌

拆解，逐字對應英文翻譯，字與字之間

以空格區隔；第三部分為逐句的英文翻

譯。 

全書以英文寫成，適

用於無華語學習背景

的英語母語者。 

中國唐朝的詩 

（國立編譯館，2002） 

先簡介中國詩歌的由來及發

展，再以一至二位詩人作為

每單元的主題，共介紹李

白、杜甫、高適、岑參、王

維、孟浩然、張繼、孟郊等

八位唐代詩人及其作品。 

每單元的內容包括「課文」、「生詞與慣

用語解說」、「詩歌欣賞」、「練習」四個

部分。「課文」介紹詩人的生平經歷及

代表作品。「生詞與慣用語解說」提供

注音符號、漢語拼音、英文註解及中英

文例句。「詩歌欣賞」列舉詩人數首作

品，提供逐句英文翻譯。「練習」包含

造句、回答問題及課後討論三種題型。 

全書大部分內容以中

文寫成，以書面語為

主，提供生詞及詩句

的英文翻譯，適用於

華語程度高階級至流

利級的歐美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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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古詩學漢語 

（王作良，2009） 

選取十六首詩詞，一首為一

單元。所選作品包含十三首

唐詩及三首宋詞。所選唐詩

的體例並無一致性，五、七

言的絕句、律詩皆有之。 

每單元的內容包括「課文」、「賞析」、「詩

人的故事」、「文化背景知識」、「擴展閱

讀」五個部分。「課文」包含詩歌及其

生詞註釋、白話語譯及英文語譯。「賞

析」簡介詩歌作者並解說詩歌內容，「詩

人的故事」補充詩人生平的趣聞軼事，

上述兩部分皆提供英文翻譯。「文化背

景知識」囊括詩歌體裁、歷史地理、文

化風俗、山水名勝等人文知識。「擴展

閱讀」提供四至六首與該單元主題相關

的詩歌，附有漢語拼音，供讀者自行閱

讀。 

全書大部分內容以中

文寫成，以書面語為

主，提供生詞、詩句

及賞析的英文翻譯，

適用於華語程度高階

級至流利級的歐美學

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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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行詩歌教材評估結果 

本小節以「善用母語輔助理解」、「搭配圖像呈現情境」、「討論問題引發

思考」、「提供賞析展示詞彙」四項詩歌華語教學建議做為評估指標，以表格

方式呈現評估結果，如下表五-2，並總結評估結果。 

表 五-2 現行三本詩歌華語教材評估結果 

 
善用母語  

輔助理解 

搭配圖像  

呈現情境 

討論問題  

引發思考 

提供賞析  

展示詞彙 

Chinese Poetry 

（Yip, 1997） 

V X X X 

中國唐朝的詩 

（國立編譯館，

2002） 

V V V V 

誦古詩學漢語 

（王作良，2009） 

V X X V 

總結上述三本詩歌華語教材的評估結果，發現多數教材皆能達到「善用

母語輔助理解」此一評估指標，然而，從另外三項指標進行評估，多數教材

仍存在以下幾個問題：第一，教材內頁普遍缺乏彩色圖像，多半以文字內容

為主，版面較為單調貧乏，較難引發學習者的興趣。除此之外，因無法經由

圖像創造詩歌情境，即便有詩句翻譯及賞析範文，對學習者而言，詩歌意境

仍顯得較為抽象、難以理解。第二，教材普遍缺乏可供學習者引發思考、交

流意見的討論問題，即便教材中《中國唐朝的詩》設置此一環節，題目仍偏

向生活化，以學習者分享自身經驗為主，無助於掌握詩歌的旨趣及文學表現

手法。最後，賞析的部分或用語艱澀，不利於學生吸收；或全以母語寫成，

無助於培養華語能力，較難尋得份量適中、用語淺易的華語文字賞析內容。

有鑑於上述教材的現存問題，本文應用前述之研究成果，設計一詩歌華語教

學活動範例，以彌補教材內容安排的不足，作為華語教師教學時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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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詩歌華語教學活動設計 

本節將以唐代詩人崔護的〈題都城南莊〉為例，設計一堂課的詩歌華語

教學教案。本節第一小節將以表格的形式呈現教案範例，第二小節則說明教

案設計原理，以及應用了哪些研究成果。 

一、 教案設計範例：以〈題都城南莊〉為例 

本教案的教學時間約五十分鐘，定位為複習課或寫作課。學生已經在正

式課堂上學過此詩，本教案可作為教師或助教在課後或考前複習使用。教案

範例詳見表五-3。 

表 五-3 教案設計：以崔護〈題都城南莊〉為例 

教學主題 學生人數  學生程度 教學時間 

畫中有詩─題都城南莊 約 20 人 高階級至流利級 50 分鐘 

教學 

目標 

 透過圖像營造詩境，學生能深化對詩歌內容的理解，並體會

詩人「寓情於景」的文學表現手法。 

 透過賞析範文及寫作任務，學生能掌握詩歌賞析所使用的專

業詞彙，並增強現代華語書面語的寫作能力。 

教具/

器材 

 〈題都城南莊〉的詩境圖像及賞析範文，前者可製成投影片

呈現，後者製成投影片或紙本講義皆可。 

 對開白色壁報紙 4~5 張，麥克筆 4~5 枝。 

教學

流程 

 展示圖像，暖身提問（5 分鐘） 

  教師使用投影片呈現圖像（參考附件 1），並進行暖身提

問，幫助學生回憶詩歌內容，並確認學生是否吸收圖片傳達的

資訊。例如： 

(1) 請你看這張圖片，你覺得我們今天要複習哪一首詩？ 

(2) 你記得這首詩在說什麼嗎？（鼓勵學生默誦詩歌，並能以

淺易白話進行翻譯） 

(3) 圖片中的這個人是誰？他在做什麼？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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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流程 

 學生分組，討論問題（25 分鐘） 

1. 將學生分成 4~5 組，每組發一枝麥克筆。 

2. 將白色壁報紙貼在教室的四個角落，每張壁報紙上有一個

討論問題，可與文學表現手法有關，也可使學生代入角色，

體會詩人情志。例如： 

(1) 「桃花」在這首詩中有什麼作用？為什麼？ 

(2) 詩人為什麼在門上寫詩？你覺得他最後見到那位女子了

嗎？ 

(3) 這首詩中有哪些「對比」的詞彙？這些詞彙有何意義？ 

(4) 這首詩中，哪些句子使用了文學表現手法？使用了哪一

種文學表現手法？ 

3. 教師隨機指定一組學生由其中一個問題開始作答，請學生

在小組討論以後，在壁報紙上簡單寫下答案。每個問題的

討論及作答時間約為 5 分鐘，之後換到下個問題，即每組

輪流作答每個問題。 

4. 所有組別都回答了四個問題之後，教師帶領學生一一看過

四個問題的答案並進行討論。 

 提供賞析範文，圈選學術詞彙。（15 分鐘） 

1. 同樣以分組方式進行。 

2. 每組發下範文（參考附件 2），或以投影片的方式呈現。 

3. 請學生討論，圈選範文中最有意義的五個詞彙。 

4. 小組輪流報告選擇哪些詞彙，以及為何選擇。教師可從旁

進行補充，最後總結哪些詞彙是最多學生選擇的。 

教學

評量 

 交代寫作任務，評估是否達成教學目標。（5 分鐘） 

1. 選擇先前的討論問題之一，或另立題目，請學生寫作一篇

詩歌賞析短文，字數約 150 字。 

2. 短文中須包含先前全班學生討論並圈選的詞彙，至少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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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附件 2 

賞析範文（改編自《誦古詩學漢語》）： 

〈題都城南莊〉是一首七言絕句。詩歌前兩句帶出第一個場

景：詩人踏青時與少女偶然相遇。「去年今日」、「此門」點出時間

和地點，說得非常肯定，可見詩人的印象深刻。「桃花」則襯托出

少女美麗的容貌，也含蓄地表達出詩人的感情。詩歌後兩句帶出

第二個場景：地點仍然相同，但時間已過了一年。詩人沒能見到

想見的少女，只剩下嬌豔的桃花依舊在春風中盛開，物是人非的

情景使詩人更加惆悵。現在「人面桃花」已經成為一個廣為流傳

的成語及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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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案設計說明：以〈題都城南莊〉為例 

本教案應用了第一節提出的「詩歌華語教學建議」其中三項，分別為「搭

配圖像呈現情境」、「討論問題引發思考」、「提供賞析展示詞彙」。首先，使

用「圖像」投影片營造詩境，能幫助學生快速進入詩歌學習的情境中，回憶

先前課堂所學內容，並達成抬頭式學習的教學理念。其次，設置的「問題討

論」環節包含課前的暖身提問，以及正式的分組問題討論。「暖身提問」的

用意在於協助學生進入學習情境，並確認學生已確實掌握圖像傳達的訊息。

有鑑於過往學者的研究指出，若僅呈現圖像而未多作引導或說明，學習者未

必會認真處理圖像所傳達的資訊（Dean & Kulhavy, 1981），因此，有必要在

正式進行教學活動之前，確保學生充分理解及吸收圖像訊息。「分組問題討

論」為教學任務的主幹，透過小組討論的方式，拓展討論的深度及廣度，並

達成合作學習的教學理念。與此同時，要求學生寫下討論答案，為之後的正

式寫作進行初步練習；使用壁報紙則是為了便於呈現，教師能帶領全班共同

進行討論。最後，提供「賞析範文」，為學生提供寫作練習的範本，並提醒

學生如何運用詩歌賞析的學術詞彙，使詞彙習得不僅只是「偶然學習」，得

以進入「有意識學習」的階段。此教學順序亦與前人研究結果相符合：同時

使用圖像、文字材料時，當文字所包含的資訊比圖像複雜、模糊或難以理解

時，應先呈現圖像，再呈現文字，能達到最好的理解及記憶效果。（Eitel & 

Scheiter, 2015） 

 

 

 

 

 

 

 

 



第六章 結論 

95 

第六章 結論 

本研究透過詩歌學習後的回憶表現測驗，比較視覺圖像、母語文字及華

語文字相互搭配的不同輔助教材形式，對詩歌華語學習成效的影響。評估學

習成效的三項能力指標為：學術分析的「篇幅」、「詞彙」與「論點」。以此

三項能力指標，對受測者的答卷逐一標記，而後進行統計分析。結果發現，

以母語文字輔助回憶時，不宜搭配圖像；以華語文字輔助回憶時，則以搭配

圖像的成效較佳；圖像對華語文字材料的助益，明顯大於對母語文字材料的

助益。 

針對全文研究結果，本章總結其要。首先，以實驗所得的成果，回應研

究目的及研究問題。其次，指出本研究的限制及不足，作為未來研究的參考。

最後，提出可供後續研究的發展方向。以上內容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研究總

結；第二節為研究限制；第三節為研究展望。 

 

第一節 研究總結 

本研究以「專業學術華語」中的「詩歌華語」作為研究目標，探討詩歌

學習時的輔助方法。首先於文獻回顧中探討「詩歌華語」的教學現況及教學

難點，再結合「視覺圖像」作為輔助教材的二語教學常見技巧，透過實證研

究方法，檢測輔助教材形式對於詩歌華語習得及產出成效的影響。最後，將

研究結果應用於詩歌華語的教學活動設計。 

前人研究已指出「圖像」在二語學習若干領域的應用價值，其中以二語

詞彙學習的研究成果最為豐碩。多數學者達成一致的結論：圖像輔助教材有

利於二語詞彙學習，特別是圖像搭配文字的註解形式，能達到最佳的輔助效

果。然而，部分研究指出，當文字註解的語言不同時，圖像的影響力也有差

異，圖像對二語文字註解的加成效果，優於對母語文字註解的加成效果。為

確認圖像在詩歌華語中是否仍有相當的應用價值，並探究圖像對於母語、華

語兩種文字材料的輔助成效差異，本文提出四個研究問題，以及對應於其中

三個問題的研究假設，探討輔助教材的圖文組合形式，對國際學生詩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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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回憶表現造成之影響，以便發展有效的詩歌教學輔助教材。 

本文透過實驗方法收集數據，採用統計方法分析結果。實驗以臺灣師範

大學華語文教學系修習《中國古典詩歌欣賞》的 22 名國際學生為對象，針

對其學過的六首詩歌，先提供輔助回憶的六種圖文組合材料，再進行問答題

形式的課後回憶賞析測驗。國際學生的作答內容即為本研究的分析資料，分

別針對「學術分析篇幅」、「學術分析詞彙」與「學術分析論點」三項能力指

標進行資料標記，再透過統計方法分析量化數據，以檢驗國際學生的學科知

識及學術分析能力。以下分為兩節，第一節總結研究之成果，第二節說明設

計教學活動所應用的原理。 

一、 圖文材料影響學術分析能力 

在本研究的三項評分指標中，唯有「學術分析論點」達成統計上的顯著

性，可再進行後續的資料分析，得到較為嚴謹的結論；「學術分析篇幅」及

「學術分析詞彙」則並未達到顯著。 

「學術分析篇幅」的長短及「學術分析詞彙」的多寡，分別代表國際學

生在進行學術分析（詩歌賞析）時，成段表達的撰寫能力以及專業詞彙的運

用能力。此兩項能力並未受到輔助教材形式的影響，推論原因如下：在「篇

幅」方面，由於受測者在回憶階段已掌握詩歌內容，故賞析時能充分發揮，

因而不受輔助教材的影響。此外，賞析詩歌時的成段表達能力，可能與受測

者的長期寫作能力較為相關，而與輔助回憶的材料形式較無相關。而在「詞

彙」方面，由於詞彙的習得與鞏固需要較長的時間，測驗前 5 分鐘提供回憶

材料的輔助成效，因而無法即時反映於測驗結果之中。此外，本研究輔助回

憶材料中的詞彙屬於「偶然學習」的方式，並非受測者閱讀理解時的主要目

標，故較難習得，亦難以主動運用於產出論述中。 

「學術分析論點」的多寡，則代表國際學生在賞析詩歌時，分析能力的

深度及廣度。學術分析論點的實驗結果達成統計上的顯著性，因此可進一步

分析搭配圖像造成的影響力差異，是否體現於不同的文字教材中。研究結果

發現，當輔助教材為母語文字時，圖像對學生的論點分析能力造成負面的影

響。此結果與原假設的預期相反，圖文搭配不但未能展現加成效果，反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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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點分析的表現下降。在僅有母語文字時，學生的產出表現最佳，推論是因

母語文字撰寫的輔助教材已提供足夠的資訊，學生能在短時間內完全理解內

容，並促進學術論點方面的分析能力。此時圖像僅傳達了重複的訊息，且可

能由於資訊過多，反而造成學習者的負擔，不利於引發思考，而使產出成效

大不如前。 

與母語文字材料的結果相反，當輔助教材為華語文字時，圖像對論點分

析能力有正面的影響，即圖文搭配的產出成效優於僅有圖像或文字，此結果

與原假設相符。推論在高階學術知識階段，學習內容愈趨抽象、深奧，成段

的華語文字對國際學生而言有一定的難度，即便內容是為幫助學生思考、進

行詩歌賞析，仍難以於短時間內吸收。圖像的存在有助於營造詩歌中描寫的

整體氛圍，幫助學生掌握詩歌的情境，進而拓展其分析面向及思考角度，故

能於短時間內提升論點分析能力。 

簡而言之，學習詩歌華語時，在使用文字作為輔助教材的情境下加入圖

像，會對學生的論點分析能力造成影響，影響情形與文字教材的語言有關：

文字教材為母語時，毋須搭配圖像即有良好學習成效，圖像反而形成學習負

擔；文字教材為華語時，搭配圖像能發揮加成效果，提高詩歌華語的學習表

現。此結果亦證實了在高階學術知識階段，母語的重要性及影響力。 

二、 善用圖像輔助理解學術內容 

由上述的研究結果，本文提出詩歌華語的四項教學建議，分別為：善用

母語輔助理解、搭配圖像呈現情境、討論問題引發思考、提供賞析展示詞彙，

並由後三個建議出發，進行教案設計。教案的定位為正式課程之後的輔助課，

教師或課程助教可用於課後或考前複習。教案設計秉持「抬頭式學習」及「合

作學習」等教學理念，鼓勵學生相互交流、深化思考；採用「先圖後文」的

方式，呈現「視覺圖像」及「賞析範文」，先以問題討論的方式促進學生思

考，增強學生的論點分析能力，再透過最後的寫作任務，增強學生的現代華

語書面語寫作能力。由淺入深、循序漸進，使學生對詩歌的理解不僅停留於

表面字義，而能進一步體會詩歌中傳達的文化意涵，提升學術知識的習得成

效。教案設計並未融入「善用母語輔助理解」此一教學建議，是由於在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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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進行教學，學習者來自不同的國籍，使用淺易華語輔助理解比使用學生

母語來得合適。 

 

第二節 研究限制 

由於本研究採用實證研究方法，在實驗設計上有較多需注意的面向，以

便達成嚴謹的實驗情境控制。然而，本研究的受測者來源取得不易，除了臺

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國內較難尋得數量足夠、華語程度為高階級至流

利級，且曾經學習「詩歌華語」的國際學生。以臺師大華語文教學系的學生

作為受測者，雖有便利之處，然亦受到一些限制，不得不在實驗設計部分進

行調整。 

本研究的主要限制有二：第一，受測者的人數有限，因而無法採用控制

程度較為嚴謹的「受試者間設計」（即一位受測者僅參與一種實驗情境，若

一情境至少 15 位，六情境共需 90 位受測者），僅能採用「受試者內設計」，

即每位受測者皆經歷六種實驗情境，故亦需挑選六首不同的詩歌以配合實驗

操作。雖然六首詩歌皆為唐代的名家名作，且皆具文學性表現手法，實驗順

序也經隨機亂數取列，已最大程度地確保實驗材料的客觀性，然而，六首詩

歌在測驗上是否具有相同的可比性，即測驗結果的差異能否完全歸因於實驗

情境不同，而非源自詩歌本身的差異，這部分仍存有一些疑慮。第二，為配

合實際教學進度，以及實驗操作上的難易度，本研究未能進行「前測」

（pre-test）。「前測」指受測者在進行輔助回憶活動之前接受的測驗，若能將

該測驗結果與本研究結果（即「後測」（post-test））進行對比，可排除受測

者本身固有能力之影響，更加確立不同實驗情境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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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展望 

經由本文的研究發現，已初步確立了「視覺圖像」在「詩歌華語」學習

方面的影響力。然而，現存的研究數目並不充足，詩歌華語領域仍有極大的

後續探索空間。本文在此提出兩個可行的未來研究方向：第一，雖詩歌華語

的學習者皆達一定的華語程度，仍可再細部區分學習者的程度，分別進行測

驗，比較測驗結果是否有所差別。在前人的二語閱讀理解研究中，曾指出圖

像輔助教材對不同程度的二語學習者而言，影響程度亦有差異，對初階學習

者的助益遠較高階學習者為大（Omaggio, 1979）。此差異是否也存在於詩歌

華語學習領域，值得進一步探討。第二，可再加入「影片」（video）作為輔

助教材，與圖像的輔助成效進行比較。由於現代的媒體發達速度日新月異，

除了圖像之外，影片也常成為二語教師在課堂中選用的輔助教材。影片能結

合視覺與聽覺效果，所營造的詩歌情境或許更貼近真實情況，更有助於提升

國際學生的詩歌學習成效。 

本文透過實證研究方法，探索圖像及文字輔助教材對詩歌華語學習成效

的影響，並將研究結果實際運用於課堂，設計教學活動範例，期許能為詩歌

華語現存的教學難點，提供可行的解決方法。此外，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仍有

若干不足，若能解決受測者來源不易取得之問題，並加入前測與後測的對比，

相信能使研究結果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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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六首詩歌的圖像輔助教材 

1. 李白〈靜夜思〉 2. 王之渙〈登鸛雀樓〉 

 

 

 

 

 

 

 

 

 

 

 

 

 

3. 崔護〈題都城南莊〉 4. 劉禹錫〈烏衣巷〉 

 

 

 

 

 

 

 

 

 

 

 

 

 

5. 杜秋娘〈金縷衣〉 6. 孟郊〈遊子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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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六首詩歌的華語文字輔助教材 

1. 李白〈靜夜思〉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意思是：

抬頭望見窗外的明月，不禁低下頭思念起遠方

的故鄉。 

出門在外的遊子，雖然與家鄉的親人分隔

兩地，但抬頭看到的是同一個月亮，月亮便成

為遊子與家人之間的重要聯繫，所以，異鄉夜

晚的月亮特別容易引發遊子對故鄉的思念。 

2. 王之渙〈登鸛雀樓〉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意思是：

想要看到更遠的景物，就必須再爬上更高的一

層樓。 

詩人透過「想要望遠，必須登高」的具體

動作和畫面，來比喻人生的道理：如果想要追

求更高、更遠的人生理想，就應該不斷地努

力，讓自己進步。這兩句詩表現了積極進取的

精神。 

3. 崔護〈題都城南莊〉 

「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意思是：那位女子如今不知道去哪裡了？眼前

只剩下美麗的桃花，仍然像去年一樣在春風中

盛開。 

成語「人面桃花」藉由盛開的桃花，比喻

女子青春美麗的容貌，同時也透過桃花再次盛

開，而女子卻已不在的對比，表達出詩人失望

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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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劉禹錫〈烏衣巷〉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意思是：歷史上的烏衣巷，曾是王導、謝安的

貴族豪宅區，廳堂前有燕子飛進飛出；如今烏

衣巷仍有燕子，但豪宅已經不在，燕子飛進的

是普通平民的住宅。 

詩人透過烏衣巷這個地方在不同朝代的

景物變化，表達出昔盛今衰的感慨。 

5. 杜秋娘〈金縷衣〉 

「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意思是：趁著花盛開時，趕快折下花枝來欣

賞；別等到花都凋謝了，才折下光禿禿的樹

枝，到時候嘆息也來不及了。 

花朵盛開時最美，但時間很短暫，人的青

春歲月也是一樣。詩人透過「折花」的比喻，

勸告我們，年輕的時光寶貴，應該好好珍惜。 

6. 孟郊〈遊子吟〉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意思是：

誰說像小草一樣的子女心，能報答像春天陽光

一樣的慈母恩惠呢？也就是說，母愛的偉大，

子女永遠也報答不完。 

這首詩中，春天溫暖的陽光象徵母愛，一

寸高的柔弱小草象徵子女。小草需要陽光才能

長大，就像子女需要母愛才能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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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六首詩歌的母語文字輔助教材 

1. 李白〈靜夜思〉 

日文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頭（こうべ）を上げて

月を見ていると、頭が垂れ故郷を思わずにはいられない。

という意味である。 

故郷の家族と離れていても、頭を上げれば同じ月を見

ることができる。月は自らと家族を繋ぐ重要なもので、異

郷での夜空の月は特別故郷への懐かしさが込み上げてく

る。 

英文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The meaning is: I raise my 

head up and gaze out the window at the bright moon, and then 

can't help but lower my head in longing for my distant 

hometown. 

A traveler far from home is separated from their family, and 

yet the moon which they all see in the night sky is one and the 

same. As such, the moon becomes an important connection 

between traveler and family. It is especially easy for a traveler to 

reminisce about their hometown when the moon is seen shining 

in the night sky over a foreign land. 

2. 王之渙〈登鸛雀樓〉 

日文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更に遠くの景色を眺め

たいと望むなら、更に高い階へ登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

いう意味である。 

詩人は「遠くを見たいなら高く登ならければならない」

という具体的な動作と画面を通し、人生の道理を比喩して

いる。もし更に高く遠い理想を追求するなら、絶えず努力

し進歩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の二句の詩で積極的な進取

の精神を表現し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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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文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는 천리 밖의 먼 곳이 

보고 싶어 한 층 더 올라간다는 뜻이다. 

시인은 「먼 곳이 보고 싶으면 반드시 높은 곳에 

올라가야 한다」는 구체적인 동작과 장면을 통해 인생의 

도리를 비유하였다. 만약 더 높은 곳, 더 먼 곳의 

이상적인 인생을 추구한다면 끊임없이 노력하여 스스로 

발전해야 한다. 이 두 구절은 적극적이고 진취적인 

정신을 표현하였다. 

英文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The meaning is: If I want to 

see even more distant landscapes, I must climb to an even greater 

height. 

The poet uses the concrete action and image of "climbing to 

new heights in order to see farther away" as a metaphor for the 

principle of life: if you want to strive for higher and more distant 

ideals, it requires that you apply great, continuous effort in order 

to make progress. These two poetic phrases express the proactive, 

enterprising spirit. 

泰文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แปลวา่ “หากแมมุ่้งหมายมองพนัล้ี 

จกัตอ้งป่ายปีนหน่ึงชั้นสูง＂ 

กวีไดน้ าเสนออิริยาบทท่ีเป็นรูปธรรม บวกกบัรูปภาพท่ีปรากฏใหเ้ห็น ผา่นแนวคิดท่ีว่า 

“หากปรารถนาท่ีจะมองไปไกลสุดลูกหูลูกตา ก็จะตอ้งปีนสูงขึ้นไปอีกชั้นหน่ึง＂ 

มาใชอุ้ปมาเฉกเช่นปรัชญาในการด ารงชีวิตของมนุษยท่ี์ว่า 

“หากตอ้งการเสาะแสวงหาปรัชญาชีวิตท่ีสูงส่งและดีขึ้นกว่าท่ีเป็นน้ี 

ก็จกัตอ้งพยายามบากบัน่อยา่งไม่ลดละ เพ่ือท าใหต้นเองพฒันากา้วไกลขึ้น＂ 

บทกลอนสองประโยคขา้งตน้ แสดงใหเ้ห็นถึงจิตวิญญาณแห่งความพยายามอนัแรงกลา้ 

ท่ีจะต่อสู้เพื่อใหไ้ดม้าซ่ึงความส าเร็จ 

瑞典文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Detta betyder: För att se 

något långt borta måste man ta sig högre upp.  

Poeten använder det konkreta "för att se längre måste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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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ättra högre " för att uttrycka något djupare om livet: För att 

förverkliga avlägsna och höga ambitioner måste man ständigt 

arbeta hårt för att förbättra sig. Dessa två rader uttrycker positiv 

och entusiastisk framåtanda. 

3. 崔護〈題都城南莊〉 

日文 

「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あの女性は

今頃何処へ行ってしまったのだろうか？目の前には美しい

桃の花だけが、去年と同じように春風の中咲き乱れている。

という意味である。 

諺「人面桃花」は、満開の桃の花を、女性の若さと美

しい容姿に喩え、同時に再度満開の桃の花の中、その女性

はもういないことを対比し、詩人の失望の心情を表現して

いる。 

韓文 

「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은 (그때의) 그 

여인은 지금 간 곳을 모르고 눈앞에는 아름다운 

복숭아꽃만 남아 여전히 작년처럼 봄바람 속에 활짝 

피어있다는 뜻이다.    

성어「人面桃花」는 활짝 핀 복숭아꽃을 통해 

아름다운 여인의 용모를 비유하였고, 동시에 복숭아꽃은 

만개하였으나 여인은 보이지 않는다는 대비를 통해서 

시인의 실망한 마음을 전달했다. 

英文 

「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The meaning is: 

I don't know where that lady has gone to today. All that is left 

before my eyes are these lovely peach blossoms, blooming in the 

spring breeze just like last year. 

The idiom 「人面桃花」 uses the blooming of the peach 

blossoms as a metaphore for the youthful beauty of the lady's 

face, and at the same time uses the reappearance one year later of 

 



圖像與文字輔助詩歌華語學習之成效比較 

 114 

the peach blossoms in contrast with the absence of the lady to 

represent the disappointment of the poet. 

越南文 

「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có nghĩa là : Cho 

đến bây giờ cũng không biết người con gái đó đã đi đâu? Trước 

mắt chỉ còn lại vườn đào mỹ lệ, vẫn giống như năm ngoái nở rộ 

trong gió xuân. 

Thành ngữ 「人面桃花」 ượn hình ảnh hoa đào nở rộ tỉ dụ 

dung mạo thanh xuân mỹ lệ của người con gái, đồng thời thông 

qua so sánh với cảnh hoa đào một lần nữa nở rộ nhưng người con 

gái đó đã không còn nữa, biểu đạt tâm tình thất vọng của nhà thơ. 

蒙古文 

「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Утга нь : Тэр 

эмэгтэй өнөөдөр хаашаа явсныг мэдэхгүй , нүдний өмнө 

зөвхөн сайхан тоорын цэцэг л үлдэв, Өнгөрсөн жилийн адил 

хавар сагсайтал дэлгэрсэн хэвээр байна. 

Хэлц үг: 「人面桃花」Тоорын цэцэг цэцэглэглэж байгаа 

нь: сайхан залуу эмэгтэйн царайны зүйрлэл,  мөн тоорын 

цэцэг дахин цэцэглэж байгаагаар дамжуулан эмэгтэй хүнийг 

зүйрлэхгүй , яруу найрагчын сэтгэл дундуур байдлыг 

илэрхийлнэ. 

瑞典文 

「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Detta betyder: Jag 

vet inte var den flickan har tagit vägen. Bara vackra 

körsbärsblommor finns kvar, blommande i vårvinden precis som i 

fjol.  

Idiomet 「人面桃花」 liknar en ung kvinnas skönhet vid 

körsbär i blom, men uttrycker samtidigt poetens besvikelse över 

att flickan, till skillnad från körsbärsblommorna, inte är kvar 

längre. 

西班牙文 
「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Significado: Hoy, 

ella se ha ido, pero no sé a dónde. Ante mi rostro tan só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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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anece una hermosa flor de melocotón, que como el pasado 

año florece con la brisa de la primavera. 

En la expresión 「人面桃花」, el florecer de la flor de 

melocotón es una metáfora de juventud y belleza de la mujer. 

Además, se establece un contraste entre la flor de melocotón que 

florece de nuevo, con la ausencia de la mujer, expresando así los 

sentimientos de desesperanza del autor. 

4. 劉禹錫〈烏衣巷〉 

英文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The meaning is: 

the historical place 「烏衣巷」 was once the location of the noble 

mansions of 「王導」 and 「謝安」.  Swallows used to fly to 

and fro in front of the main halls of these mansions.  Now, the 

swallows still fly about 「烏衣巷」, though those mansions are 

gone, and they instead fly in and out of the homes of the common 

people. 

The poet uses the changing scenery of 「烏衣巷」 

throughout the different dynasties to express sadness by 

contrasting the prosperity of former times alongside the current 

state of decline. 

法文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Le sens de ceci 

est: Dans l'histoire, l'allée Wu Yi (nom donné à cette allée en 

raison de l'habit de couleur noir (wu:corbeau) porté par les 

hauts-fonctionnaires qui y résidaient) était autrefois le district de 

hautes-résidences des aristocrates Wang Dao et Xie Han, les 

hirondelles volaient devant leur parloir, rentrant à l'intérieur et 

sortant; tout comme aujourd'hui dans l'allée Wu Yi volent encore 

les hirondelles, mais ces chateaux (hautes résidences des nobles) 

ne sont déjà plus, (et)ces lieux dans lesquels volent maintenant 

les hirondelles sont les habitations ordinaires des gens du peu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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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poète, à travers les changements de paysage que ce lieu 

de l'allée Wu Yi a connu lors des différentes dynasties, exprime 

en soupirant le regret du déclin du passé prospère, aujourd'hui 

disparu. 

越南文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Có nghĩa là: . 

Trong lịch  sử ngõ Ô   Y từng là khu nhà ở dành riêng cho quý 

tộc  của 王導 và 謝安 , trước sảnh đường có chim  én bay ra 

bay vào; đến bây giờ 烏衣巷  vẫn có chim én , nhưng khu  hào 

trạch trước kia đã không còn nữa, chim én bay vào là khu nhà ở 

của thường dân. 

Nhà thơ thông qua cảnh vật biến đổi qua các triều đại khác 

nhau của 烏衣巷, biểu đạt sự cản khái trước thịnh sau suy. 

西班牙文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Significado: Hist

óricamente, Wu Yi Xiang correspondía a los distritos 

residenciales aristocráticos de Wang Dao y Xie An, en cuyos 

fastuosos salones revoloteaban las golondrinas. Actualmente, 

sique habiendo golondrinas en Wu Yi Xiang. Sin embargo, sus 

mansiones han desaparecido. Es en residencias modestas y 

humildes donde ahora revolotean las golondrinas.  

El autor, a través de los cambios de escenario que Wu Yi 

Xiang ha presenciado durante las diferentes dinastías, suspira 

ante la majestuosidad del pasado frente al declive del presente. 

5. 杜秋娘〈金縷衣〉 

韓文 

「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는 꽃은 활짝 

피었을 때 얼른 꺾어 감상해야지, 꽃이 지기를 기다려 빈 

가지만 헛되이 꺾으면 그때는 탄식해도 소용이 없다는 

뜻이다. 꽃은 활짝 피었을 때 가장 아름답다.    

하지만 그 시간은 아주 짧다. 사람의 청춘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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마찬가지이다. 시인은 꽃을 꺾는다는 비유를 통해 젊은 

시절의 시간은 진귀하니 더욱더 소중히 아껴야 한다고 

우리에게 충고한다. 

英文 

「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The meaning is: 

take advantage of the time when the flowers are in full bloom to 

quickly pluck and appreciate them; don't wait until all the flowers 

have withered for at that time all you will find to pluck are bare 

stems, and you will sigh with the realization that you were too 

late to enjoy the beauty of the blossoms. 

Flowers are most beautiful when in full bloom, but this time 

is very short, and the same can be said of a person's youth. The 

poet uses the metaphor of the "plucked flower" to advise us that, 

as the years of our youth are so precious, we really ought to 

cherish them. 

法文 

「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Le sens de ceci 

est: il faut profiter du monent de la pleine floraison, et 

s'empresser de ceuillir les rameaux florifères en fleurs pour les 

admirer; et ne point attendre que les fleurs soient toutes flétries, 

pour n'être plus tard réduit alors qu'à rompre que des branches 

dénudées, et à ce moment soupirer parce qu'il est trop tard.  

C'est au moment de la pleine floraison que les fleurs sont les 

plus belles, mais ce moment est très bref, il en est de même pour 

les années de jeunesse d'un homme. Le poète à travers cette 

métaphore de la coupe des branches en fleurs, nous exhorte 

ainsi : le temps de la jeunesse est précieux, nous devrions 

l'apprécier pleinement. 

印尼文 

「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Artinya：sewaktu 

bunga sedang bermekaran，lekaslah memetik setangkai bunga 

untuk dinikmati；jangan tunggu sampai bunga sudah layu 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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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tuh，baru memetik setangkai bunga yang tidak ada bunganya，

sampai waktu itu，mendesah juga sudah terlambat. 

Waktu paling indah adalah saat bunga sedang 

bermekaran，tetapi waktu sangatlah singkat， waktu remaja 

kita juga sama. Penyair melewati 「memetik 

bunga」，menasehati kita，waktu remaja sangatlah 

berharga，seharusnya dijaga dengan baik. 

6. 孟郊〈遊子吟〉 

日文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子の小さな心では、春

の光のような母の慈愛に、到底報いることはできない。誰

が報いえるなどと言うのか。つまり、母の愛は偉大で、子

は永遠に報いきれない。という意味である。 

この詩の中では、春の暖かな太陽の光が母の愛を象徴

し、小さく柔弱な草は子を象徴している。小さな草は太陽

の光を浴びることで成長するように、まさに子は親の愛が

あって成長するということを意味している。 

韓文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는 누가 조그마한 풀 

같은 자녀의 마음이 봄날의 햇볕 같은 어머님의 은혜를 

갚을 수 있다고 말할 수 있겠느냐는 뜻이다. 다시 말해, 

어머님의 사랑은 위대하여 자녀는 영원히 보답할 수 

없다는 뜻이다.  

이 시에서 봄날의 따뜻한 햇볕은 어머님의 사랑을 

상징하고, 한 치 정도의 연약한 풀은 자녀를 상징한다. 

작은 풀은 햇볕이 있어야 성장할 수 있듯이 자식들도 

어머님의 사랑이 있어야 비로소 성장할 수 있다. 

英文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The meaning is: who would 

say that the tiny grass sprout of the child's heart could ever repay 

the mother's loving grace, which shines like the spring suns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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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ther words, sons and daughters can never completely repay 

the greatness of their mother's love. 

In this poem, the warmth of the spring sunshine signifies the 

mother's love, and the tiny, delicate sprout of grass signifies her 

children. The sprouts of grass need the sunshine in order to 

mature, in the same way that children require their mother's love 

in order to grow up. 

泰文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แปลวา่ “ผูใ้ดเล่ากล่าวว่าตน้หญา้นอ้ย 

จกัทดแทนบุญคุณดวงตะวนัไดห้มดเอย＂ กล่าวอีกนยัหน่ึงคือ 

พระคุณของมารดายิง่ใหญ่หาท่ีสุดมิได ้เหล่าลูกนอ้ยชายหญิง 

ท าเช่นไรก็มิอาจทดแทนบุญคุณท่านไดห้มด 

เน้ือหาของกลอนบทน้ี 

ไดน้ าแสงสุริยนัอนัอบอุ่นยามวสันตฤดูมาอุปมาเทียบเคียงกบัพระคุณของแม่ 

และไดใ้ชต้น้หญา้ตน้นอ้ยๆอนับอบบางละมุนละไม มาเป็นเปรียบเป็นบรรดาลูกๆ 

越南文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có nghĩa là : Ai nói rằng trái 

tim nhỏ bé như ngọn cỏ lại có thể báo đáp ân tình như ánh nắng 

mùa xuân của người mẹ? Có thể nói rằng, con cái    vĩnh viễn 

không bao giờ báo đáp hết được  tình mẹ vĩ đại. 

Trong bài thơ này, ánh nắng ấm áp của mùa xuân tượng 

trưng cho tình mẹ, ngọn cỏ nhỏ mềm yếu chỉ có một tấc cao 

tượng trưng cho con cái. Ngọn cỏ nhỏ cần có ánh nắng mặt trời 

mới có thể phát triển, giống như con cái cần có tình mẹ mới có 

thể trưởng thành. 

印尼文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Artinya：Siapa bilang 

perasaan anak yang ingin membalas budi yang sekecil rumput，

bisa membalas budi sang ibu seperti sinar matahari di musim 

semi？juga bias dibilang，kasih sayang ibu sangat besar，sang 

anak selamanya tidak akan habis-habisnya membalas budi ibu. 

Didalam puisi ini，sinar matahari di musim s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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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andakan kasih sayang ibu，rumput yang sepanjang satu inci 

menandakan anak. Rumput memerlukan sinar matahari untuk 

tumbuh besar，seperti anak yang perlu kasih sayang ibu untuk 

tumbuh besar. 

蒙古文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Утга нь: Хүүхдүүдийн 

сэтгэлийг хэн өвстэй адил гэж хэлэв, хаврын нарны туяа адил 

эхийн сэтгэлийг хариулж чадах уу? Өөрөөр хэлбэл, эхийн 

агуу хайрыг, хүүхдүүд хэзээ ч хариулж барахгүй . 

Энэ шүлэгт , хаврын дулаан нарны туяа эхийн хайртай 

адилтган ,нэг инчийн өндөртэй зөөлөн өвсийг хүүхдүүдтэй 

адилтгасан. Богино өвсөнд нарны туя хэрэгтэй , тэгж байж 

урт ургана, үүнтэй адил хүүхдэд эхийн хайр байж өсөн 

томорн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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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六首詩歌的測驗題目 

1. 李白〈靜夜思〉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這兩句詩用什

麼方法表達鄉愁？ 

2. 王之渙〈登鸛雀樓〉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這兩句詩說明

了人生什麼道理？  

3. 崔護〈題都城南莊〉 
「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這首

詩中的桃花有何作用？ 

4. 劉禹錫〈烏衣巷〉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這兩

句詩中，詩人藉由烏衣巷的燕子，表達什麼樣

的主旨？  

5. 杜秋娘〈金縷衣〉 
「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這兩

句詩想告訴年輕人什麼道理？ 

6. 孟郊〈遊子吟〉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這兩句詩如何

表現母愛的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