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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片在中級華語 

口語教學設計之研究 

－以西班牙語為母語之學習者為例 

中文摘要 

 

關鍵字： 短片、中級口語教學、西班牙語母語者、溝通式教學法、教學設計 

 

本研究旨在針對非目的語境學習的西班牙語母語者，設計以網路短片學習

真實語料的口語教學。據了解西語地區學習者對自然口語的學習有高度興趣，

他們體認到課內所學與母語者使用的話語存在落差，然而當地將華語影片應

用於教學仍有待發展，為使課內與課外的語言實踐接軌，期盼課後加強型的

短片口語教學之構想有助於當地教學，提升學習者自然口語的表達能力。 

 本文採取發展研究法和調查研究法，從探查西語地區華語教學的概況出

發，融合華語影視媒體教學與中級口語教學的探討，同時以溝通式教學法作

為理論基礎，初步取得短片口語教學之設定參考，再藉由影視華語教材分析，

以及問卷調查與教師訪談，從「教」與「學」不同的視角解析西語地區的教

學現況、學習需求與短片教學的具體執行方式，在問卷調查和訪談中，師生

指出了選材方面需考量的問題，綜合文獻探討我們歸納出選片原則進行短片

篩選，最後環扣各項分析結論，以選出之短片設計教學範例。 

根據研究結果，初步建議短片使用兩岸多地的微電影，以可理解的語言

輸入、趣味性、具討論性之題材為選片的首要考量，歸納出短片中語言功能、

結構、文化重點，透過語境與語言形式之關聯的引導、思考、討論與歸納，

了解母語者之心理意圖如何影響話語表達形式，並基於學習者自身經驗建構

知識，以提升真實話語的敏銳性；再藉由小組合作進行控制性、半控制性到

自由性的溝通式活動，如情境模擬、配音作業、話題討論等，激發表達、累

積開口信心，同時由於對語境因素的深入認知，增進目的語文化視野之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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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ional Design for Intermediate 

Chinese Oral Course with Short Films: 

An Example on  

Spanish-Speaking Learners 

Abstract 

 

Keywords：Online short films, Intermediate oral teaching, Spanish-speaking 

learners,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Instructional design 

 

This study aims at planning an instructional design for orally teaching 

authentic materials using online short films to Spanish-Speaking Learners in a 

non-target language environment. To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 learners of 

Spanish-speaking areas a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real natural language; they 

perceive the gap between the language they learn in class and the language spoken 

by native speakers. However, teaching practices using local Chinese-language 

films require further development.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curricular and 

extracurricular language activities, we expect that developing an extracurricular, 

reinforced short-film oral teaching course would improve local teaching practices 

and enhance the ability of learners to speak natural languages. 

This paper presents a developmental study and survey research, investigating 

the current status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Spanish-speaking areas. We 

integrated Chinese-language audiovisual media teaching with intermediate oral 

teaching practices, while using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a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Subsequently, referential settings for short-film oral 

teaching were preliminarily obtained. Through an analysis of audiovisual teaching 

materials,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interviews with teachers, we adopted the 

perspective of both the teacher and the learner to elucidate the current status of 

teaching practices, learning requirements, and how short-film teaching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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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ed in Spanish-speaking areas. I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dicated problems concerning material selection. Based 

on the aforementioned discussion, we summarized the principle of film selections, 

from which short films were screened and selected. Finally, short films were 

selected on the basis of various analytical findings to design a teaching 

demonstration proces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it is preliminarily suggested that micro 

films from different places in the Greater China Region be used with the 

comprehensible input, level of interest and types of controversial topics as the 

criteria of selection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linguistic functions, structure and 

cultural focus. Through the guida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ext and 

language forms, thinking, discussion and summarization, the way that the 

psychological intention of a native speaker affects the form of verbal expression 

can be understood. In addition, through practice and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driven by learning experiences, learners’ sensitivity to the real language can also 

be enhanced. With the help of communicative activities, such as controlled 

techniques, semi-controlled techniques and free techniques, that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group work, such as simulations, film dubbing activities, discussions and 

other activities that encourage individuals to express themselves and to speak with 

confidence, in combination with in-depth knowledge concerning context, the 

cultural horizons of the target language can be greatly expa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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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旨在闡述將短片應用於中級華語口語教學設計的基本構思，以西班牙文母

語者為研究對象，全章分為四節：第一節說明研究背景；第二節敘述研究動機及研

究之重要性；第三節提出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第四節訂定研究範圍，並對相關名

詞加以定義解釋。 

第一節 研究背景 

「漢語熱」在十年前就開始蔓延全球，由於中國大陸經濟成長、各國在中國大

陸投資設廠、旅遊與文化魅力、移民子女的文化傳承等，種種因素都使中文學習風

氣日益熱絡，西班牙也不例外，特別在西班牙前民眾黨政府執政時擬定的一項「前

進亞太」的外交政策，已確立了重金栽培中文教育的發展藍圖（中央社馬德里專電，

2004），這項計畫讓西班牙把目標對準中國大陸，自此以後全力推進中西在文化經貿

方面的交流。近幾年由於全球局勢和歐債危機導致高失業率，學習中文的動力在西

班牙迅速高升，從許多學校把中文設為選修課到如今，部分學校設為必修課（歐華

網，2012），有學者表示這股熱潮本質上雖是中國大陸國際地位的提升、文化的確富

有魅力，但更多地呈現出經濟上的吸引力。《環球時報》（新華網，2011）記者在採

訪中了解到：希望到中國大陸工作的西班牙人越來越多，並且大部分是 25歲左右的

青年。他們很多人來過中國大陸旅遊，受到中國大陸發展實景的衝擊，但苦於不會

説中文。這個年輕群體返回西班牙後，幾乎 70%以上的人都開始學中文，他們認為

學好中文才能有發展前途。因此西班牙學習者的學習動機明顯地可說與投資就業機

會、提升競爭力不無關係。 

既是以就業取向，許多學習者便渴望取得漢語水平考試（Hanyu Shuiping Kaoshi, 

以下簡稱 HSK）的好成績，無論到中國大陸、台灣繼續深造或是在西班牙當地就業，

用 HSK 來證明自己的語言能力，這種為取得能力證明而學習中文的情況在拉丁美洲

也是相同的。然而中文目前在西班牙社會雖然已經受到越來越多人的認可和重視，

社會中仍存在著一些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仍然是缺乏宣傳而引起的人們對中文學

習的誤解，認為它難到根本無法掌握，需要一輩子的痛苦折磨才能把它學好（萬語

網，2013）。根據研究者了解，西班牙境內有心學好中文的學習者，在傳統教法和課

室環境中，注重語法教學、缺少豐富的互動模式，但他們耐心地堅持，試圖投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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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力以通過 HSK 相應水平的考試，而實際情況和效果是學習者普遍認為中文難學，

他們艱難且緩慢地掌握語言技能又必須堅持；且不論學習多久，他們發覺自己的言

語與真實世界的言語存在很大落差，溝通有限、有難度，比如表達趨於簡單化或溝

通時頻頻發生誤解等。吳馥如（2008）提到一個現象，即身在目的語國家的留學生

的挫折是--學了很久走出教室使用語言還是覺得完全不行。若此，身在非目的語環境

的學習者又該如何跨越這一步呢？研究者因此設想一套符合西班牙母語者的口語交

際訓練在課後施行，從真實語料1（authentic material）取材來進行溝通訓練，若得到

學習者接受，不僅能起到提升口語交際能力的作用，更能順水推舟成為通過中文相

關考試的助力。 

而當前將媒體運用於華語教學已蔚為風氣，王海東（2002）認為媒體視聽課，

具有生光影像效果，再現語言環境，使學生能全方位地運用自己的感官去接受訊息，

可提升教學和學習效果，這點已得專家學者們的共識，再者，媒體視聽課的價值比

起初級階段，更適合於中高級的綜合運用階段（王海東，2002），針對前述所提溝通

交際時存在的困難，媒體視聽課提供大量語言的具體實例，恰可彌補這方面不足。 

同時，隨著網際網路的盛行，各種 3C 電子產品充斥著人們的生活，閱聽大眾

逐漸改變了視聽習慣，由傳統傳播媒體的收看流動到網路視頻，特別是年輕學生族

群，因此在課堂上利用網路影音媒體輔助教學，可容易地提起學習者興趣，加以全

球網路資源充沛的當前，各初、中、高等教育環境不乏校園網路與電腦多媒體設備，

據曾在西班牙小學實習的華語教師表示（漢華全球漢語老師專訪Youtube視頻，2013）：

西班牙華語教學的多媒體使用已非常廣泛，有些學校的高年級全員使用 ipad 教學，

學生人手一台 ipad 由學校提供。可見為了有效達成二語學習與教學的目標，建立學

習的多元化，應用資訊科技與網路媒體教材融入教學是身為語言教師應具備的能力

之一。 

70 年代末期提出以「培養交際能力」為目的的教學主張給教學界帶來了重大

的轉變，在此之前所重視的是語言結構與四項語言技能的培養，學者們意識到精通

語言結構與技能無法滿足社會溝通的需求，程棠（2008）指出在人運用語言進行交

                                                      
1
 亦稱作真實性材料、真實語料，各方學者普遍認為是來自母語者日常生活中，未經加工處理的語言

材料，包括口語與書寫兩種形式，而這種語言內容不是專為語言學習者所編製的語言，是母語者在

與他人、社會互動時為了需求所產生的。（引自廖婉君，2012《真實材料應用於華語教學之行動研究》

碩士論文，頁 9）如標誌、報紙、書籍、音樂、電影、電視等，語言教師將其視做語言學習的材料，

材料未經修改，但內容會因課堂教學而有所刪減，學習者可透過此種教材來學習真實語境中的語言。

（引自陳亭均，2012《華語偶像劇教材發展研究》碩士論文，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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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只有語法能力是不夠的，還要懂得交際情景中恰當地使用不同的語言變體、懂

得遵守這些不成文的準則，而這些不成文的準則（或語用原則）與語法規則是對立

的。許多中級階段學習者的實存問題即是語言能力停留在語法階段，忽視現實語境，

與真實社會的言語脫節而影響交際，因之 80年代以後確立了教學培養的目的，開始

重視言語交際的得體性，溝通式教學法（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的誕生，

要在掌握語言規則、語言技能的基礎上，重視「語言交際技能」的養成。 

本研究以短片不同於電影的特質應用於課堂，展現交際的語境、場合、身分、

目的，擬通過在模擬情境和接近真實情境的訓練中獲得語用能力和綜合能力（姜麗

萍，2007）。透過網路短片為媒介的加強型口語課程與溝通式教學法結合，研究者嘗

試提供一可行方案，助益於想學好中文的西語母語者，一改其對中文「需歷經折磨

才能掌握」的刻板印象，並期盼此教學方案能引起西語地區華語教師的參考與討論。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重要性 

一、研究動機 

呂必松（1987:99）指出：人們學習語言的目的，是為了在社會中進行交際，

所以課堂實踐歸根究柢是為社會實踐服務的。課堂實踐不能為社會實踐服務，就是

無的放矢，而課堂實踐只有以社會實踐為基礎，與社會實踐相結合，才能更好地為

社會實踐服務。研究者透過曾經與西語地區海外學習者交流的經驗，注意到已達中

級階段的學習者與華語母語者溝通仍有答非所問的情況或常產生誤解，從華語母語

者的心理接受度可客觀得知，例如學習者與交談者的關係尚未熟識，但表達過於直

接而使人感到驚訝或不快，諸如此類不得宜的表達情況頗為頻繁，再例如華語「不

敢吃牛肉」的「不敢」與表示謙虛客氣的「不敢」（A：你已經練就了一身好廚藝。

B：不敢。只是對好吃的東西有偏好。）同樣的形式在不同語境的有不同的功能和

意義，兩種用法在西班牙語皆不存在，故即便是中級學習者，使用頻率仍極少或未

曾使用，而「開玩笑」在特定語境下表示「對方的疑慮是多餘的，不可小看某人或

某事」，對這樣的語用，學習者未能駕輕就熟地轉換，另外，在應當使用「不對勁」、

「搞不好」、「倒不是…」「那不見得」或「心不在焉」、「莫名其妙」等的語境時，學

習者通常是依據自己母語的邏輯表達，只求達成對方語義理解即罷。學習者說話表

達無法呈現跨文化因素、不懂目的文化心理、不了解語用規則和慣用法為何、不知

道口語特色的說法，都使語言在實際情境中無法自然、道地、得體恰當地實踐，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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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以語言形式為重心的課堂使得課內與課外語言的使用出現斷層；加之缺乏目的語

環境，目的語交際文化難以習得，因此短片口語教學提供場景語境、真實語料

（authentic materials），同時提供語言中的文化視野則更形重要。 

其次，西語地區的一般課堂教學可能未使圖式（schema）概念的運作充分發揮，

以致於學生未能有效理解與保持記憶。圖式理論（schema theory）在近二十年真正

受到重視，主要論點是對新事物的理解和解釋取決於頭腦中已經存在的圖式，所輸

入的信息必須與這些圖式相吻合（王初明，1990），簡言之，圖式即已知的概念、背

景知識，能幫助我們對新事物的理解，而視聽影片結合口語學習有助於圖式的具體

實現，故於一定程度上有助於理解複雜交際語境中的言語內容，若能使用內容較熟

悉的材料引出圖式，例如容易理解的短片題材，由於學習者已或多或少具備相關圖

式，就可以聚焦在語言的表達；此外，Paivio（1971）關於「記憶」的雙重編碼理論

（dual code theory）指出，語言符號與視覺形象兩種表徵形式同時使用的信息比單

一表徵使用的信息對長期記憶（long-term memory）的提取更為有效益。不論圖式理

論或多元表徵對記憶的研究，皆為視聽材料結合口語教學的構想提供了肯定，然而

我們認為當前西語地區傳統式的華語課型，對於「看影片，學華語」教學方式的質

與量可能未獲較為完善的設想與規劃，因而尚未彰顯其效益，特別是口語的溝通與

表達，藉由視覺場景的呈現、透過圖式的增強，才能更好地了解真實社會言語之間

互動的細節、慣用說法、華人社會文化心理的習慣所表現出的言語、交際策略以及

語言的連貫手法等，這些對「走出教室就沒有語境場景」的外語學習者提升交際能

力而言既必要又缺乏。 

除了語言交際因素的問題以及課堂缺少視覺表徵形式的輔助以外，本文亦假設

學習者口語不流暢的困境來自於語言掌握尚未過渡到「自動化」階段。西語地區的

華語學習者能夠正確、流暢表達者為數極少，中高級程度的人數普遍低（參閱第二

章第一節），王初明（1990）認為學習者語言對語言規則的掌握應從「控制」過渡到

「自動化」，但達到自動化並不是枯燥無味、反覆地進行操練，教師應幫助學習者歸

納語言的用法，使同一句型在不同場合得以有意義地重複，引起學習者注意。研究

者根據與學習者交流的經驗體認到西語人士學習過程之艱難與緩慢，原因之一可能

為教學未能使學習者的「控制過程」向「自動化過程」過渡，且即便過渡完成，也

僅僅是語言規則的自動化過渡，未能以充分的語用意識靈活地使用語言。社會語境

中的語言，許多是沒有形式規則可循的，要能正確地使用，必須在反覆的生活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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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立，只有通過在反覆的生活情境中有意識的認知、辨別才能培養對語言使用的

敏感性；然而，身於非目的語境的學習課堂很難促進習得，只能力求接近實境的模

擬。而目前西語環境的傳統華語課堂未能使用較為有效的訓練手段，使學習者學而

不忘或學而少忘，也就是課堂上欠缺組織大量的交際溝通活動幫助學習者保持記憶，

常敬宇（1994）指出學生一走出教室溝通就成問題的原因是教學中缺少自然的交際

訓練。因此課堂上情境的模擬與應用非常重要，卻極可能是西語地區現況教學所缺

乏的，應用情境和學習情境的一致性會影響長時記憶中知識的提取，Bransford 認為

在與學習情境相類似的情境中，學習者能夠更好地提取與應用自己所學的知識（陳

琦、劉德儒，2005），Galal Walker（2010）同樣地重視課堂的體演活動（performance），

因為體演能為學習者創造課堂記憶（classroom memory），在未來接觸目的文化與交

流時，能為他們形成一個有利的文化記憶。 

綜上所述，西語地區中級學習者的口語學習困境涉及現況的語言材料及教法未

能以「交際能力」的訓練為核心，語言經驗的積累不足。傳統模式的教學使得學習

者雖有心學好華語卻須擁有過人的毅力面對學習，影響學習動力，課堂實踐為社會

實踐服務因而極其有限，而透過短片結合一套適於學習者的教學途徑，可累積觀察，

學習到不同語境下的語言用法，輸入語言的使用，經由理解、模仿、掌握建構自己

對語言知識的意義，並應用至模擬、角色扮演等各種溝通式活動，伴隨著所獲知識

轉移到新創設的情境，使語言得宜地實踐出來，最終能培養出臨場的使用與理解語

言的能力。 

本文藉由應用心理語言學的理論從幾個方面提出可能的原因，我們認為溝通式

語言教學法的理論深入尋求溝通能力本質的問題，與網路短片結合教學，能有助於

上述問題的解決。而近年來以影視媒體融合於華語教學或教材的研究論文或專文不

多（陳亭均 2012；蘇盈年，2011；李智慧，2010；陳雅芬等三人，2009；張金蘭，

2009；詹筱蔚，2007；林翠雲，2009）且多以電影、新聞、偶像劇為主體，在網路

短片方面則缺乏相關研究；對外漢語口語教學研究方面的論著、文獻雖非常之多，

其中吳中偉、郭鵬（2009）把任務教學法的研究融入口語教學領域，徐子亮（2004）

探討會話訓練、口語教學法的認知原理；實務方面則是關於分組活動、師生互動、

教師提問能力訓練（靳洪剛，2004；梁新欣，2005）、口語活動設計（蔡整瑩，2010）、

會話課堂教師反饋研究（杜朝輝、元華，2007）；然而口語訓練與溝通式教學法結合

的專書僅曾妙芬（2009）於《推動專業化的 AP 中文教學》中討論一個美國大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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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中文教學研究成果。換言之，目前的研究和實踐多以影片（各種數位、影視媒

體）融合於華語綜合課、培養聽力、進行電影教學，亦不乏以溝通式教學法的活動

應用於華語口語課，但是將短片、口語表達與溝通式教學法整合為一的華語課堂則

缺乏研究，適合於西語母語者的口語課堂學習模式更是乏人問津，加以研究者未來

教學工作的展開將以西語地區為主，有鑑於此，本文希望針對現況可能的問題與需

求，嘗試規劃「以短片加強學習者口語交際能力」之教學以尋求改善之道，並能推

行至未來的工作，這是研究的主要動機。 

二、研究之重要性 

根據研究動機，針對西語母語者增強華語口語表達技能的課型與教學，須將如

下三方面的優勢加以組織整合，為本研究之重要性： 

（一） 語言方面：導入真實語料學習，了解語言中的語用常規、口語形式與交際策

略，提升交際能力，期使課堂實踐與社會實踐接軌。 

（二） 教材教具方面：導入多元化題材的網路短片，較為有效地調動學習者的思維

和語言輸出；透過觀察短片中的話語情境，培養目的語環境中與語言相關的

社會文化能力；藉由累積觀看短片中的社會場景樣貌，擴大文化視野。 

（三） 教法方面：導入重視人性化教學之溝通式教學法，強調理解、溝通過程而非

精通語法規範，強調社交互動和演練情境以促進有效習得，一改以語法為主

軸之課堂學習模式，臻向有意義之語言情境的使用。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一、研究目的  

語言學習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是在真實社會語境中與人進行交際，在實際的口語

教學過程中教師如何創設良好的語言環境，激發學習者的興趣，使課堂所學最大程

度地與真實情況結合，採取有效的教學手段將直接關係到學習者語言交際能力的提

高，因此本研究試圖為西語地區學習者的口語能力訓練課推陳出新，擺脫以語言結

構面操練為主的教學框架，依據學習者的實際需求，採取有別於傳統課室的教材和

教法，即不同的媒介（短片）、不同的教法（溝通式教學法）、不同的語言材料（真

實語料）進行適於西語母語者的教學設計，藉此培養學習者的言語思維逐步接近華語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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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者的思維，達到提升口語交際能力向華語母語者的自然言語過渡，減少口語表達在

課堂實踐與真實語境實踐的落差。 

二、待答問題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與目的，可知研究進行層面不僅是語言中的交際問題，還包

含教學的媒介（材料）和方法，這些問題首先須掌握對西班牙和拉丁美洲（以下簡

稱研究區域）中級階段口語教學現況和西語背景之學習者實際需求的了解，因此按

客觀順序，本研究擬探討之問題為： 

（一）現況問題 

(1) 研究區域華語教學之主要缺陷與問題為何？ 

(2) 研究區域之學習者的學習難點與困境為何？ 

(3) 研究區域對於口語方面的現況問題如何改善以利學習與教學？ 

（二）學習需求 

(1) 西語背景之學習者對口語表達教學活動和教法的需求為何？ 

(2) 西語背景之學習者對短片口語教學的需求為何？ 

(3) 西語背景之學習者的學習特質、喜好為何，如何影響教學？  

（三）短片應用 

(1) 短片教學對於學習的優勢何在？於教學上的缺點為何？ 

(2) 適於學習者的短片選材原則為何？ 

(3) 短片教學之操作如何融於口語課？ 

（四）教學設計 

(1) 如何提升口語交際之語用意識？ 

(2) 如何以短片、溝通式教學法為要素設計口語教學，使提升口語交際能力達

最大效益？具體運作方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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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名詞釋義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以網路視頻為教學媒介的前提，探討西班牙語母語者中級華語程度的學

習需求，以此為依據，設計規劃適合學習者的短片口語教學，以提升其口語表達能

力。訓練包含會話與獨白，教學著重語境實況的言語技能、言語交際技能的訓練，

內化口語表達的語用規則；關注學習者的理解與語言表達的流暢性與得體性，不做

語法和篇章問題的分析探討；由於研究初衷為善用優質的網路短片發展語言教學以

提振學習的積極性，此外，研究設定為「加強型」的口語教學（非正規課程），因此

短片選擇的總體考量以適當的語言程度、有趣且具討論性的話題為主，而以語言點

（如功能與結構）為輔2，將焦點置於學習者有興趣且取材方便的短片，順勢學習其

中的詞語和口語慣用形式，同時領略語言文化的不同面貌；教學內容、材料以口語

為主，但依交際對象、場合、語域（register）之不同，也包含口語化的書面語或書

面語體；教學方式以聽和說的訓練為主，讀和寫為輔，視作業或評量之需求而定。 

綜上所述，本研究範圍如下： 

1. 需求分析：針對西班牙母語者的學習難點、需求與學習風格進行調查。 

2. 教學設計：針對中級西班牙語母語者的華語短片口語課之規畫設計。 

3. 口語表達：包含會話與獨白，以口語為主，但不限於口語；從語言知識和

技能向語言交際技能的階段過渡。 

4. 技能訓練：以聽、說為主，讀寫訓練視需求輔助，不為訓練重點。 

5. 語用能力：對同一形式之不同語境的語用現象引導思考與歸納，隨即由學

習者自行建構理解、進行模仿與應用，不做深度的語言分析。 

6. 教學內容與方式：注重言語的理解、練習與實踐過程。溝通技巧方面，語

言的流暢性重於語法精準性；語法、篇章之分析討論不在研究範圍。 

7. 課程單元：為激發學習興趣，以適合於學習之短片為主軸，以語言內容的

結構、功能為輔，且為遵循短片諸多選材原則，語言功能項目選擇之均等

                                                      
2
 即非系統性地按照語言的結構與功能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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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完整性不在研究範圍。取材類型包含溝通三模式（three communicative 

modes）。 

二、名詞釋義 

（一）短片 

本研究之「短片」（Short film）指透過網路影音平台3（如 YouTube、網路電視

台、視頻網站、搜尋引擎等）不需下載任何軟體、亦無版權侷限問題、只需點按即

可於線上播放的具有潛在教學價值的影片。為呈現多樣化的語言表達型式及交際策

略，短片類型不受限，唯需適合語言學習，例如微電影（micro film）、紀錄片

（documentary film）、休閒娛樂、訪談性節目片段等，短片內容之交際型式可為三

種溝通模式之任一種：人際互動（interpersonal mode）、詮釋理解（interpretive mode）、

表達演示（presentational mode）。片長最短 3分鐘，最長 45分鐘，標準單元初步設定

為 20分鐘的短片，不論影片長短皆須視實際時間安排分段觀影或分段教學。 

相較於電影華語教學，本研究以短片作為教學材料的原因是短片可單獨成課，

各課獨立，更換或調動單元順序不牽涉連貫的問題；可多方取材、主題多元、呈現

豐富的語言表達形式；學習一部電影相當於數個短片，故大量的短片可快速、廣泛

地推進對目的語社會文化的認識；整體上不需截斷影片內容或連續跨週教學，影片

相較於電影或電視劇時間短，注意力容易集中，學習者不致於對同一題材專注過多

時間而感疲憊；短片情節內容相較於電影單純明確、貼近真實生活，無需顧慮局部

理解不周而影響全劇的理解，使初為中級程度的學習者能專注於語言問題而非複雜

的情節組織，同時內容仍將圍繞學習者的興趣。 

（二）中級華語程度 

由於每個學習者達到相同語言程度所需時間不同，加以各能力考試機構將其等

級規畫精確地對應於同一指標尚未獲得完善解決，故研究者綜合參考中國大陸漢辦

HSK 分級描述與詞彙量之對應4，以及台灣多所大學華語中心5的課程分級、教材與

詞彙量之對應，自訂適於西語背景學習者具備參與本教學之「中級程度」。針對參與

                                                      
3
 YouTube 影音平台之影片或節目；網路電視台（如：台灣 TVBS、中天電視、中國央視網等）；大陸

的視頻網站（如：優酷土豆、風行網等）；大陸的搜尋引擎（如：騰訊視頻、搜狐視頻、新浪視頻等）。 
4
 參考自中國大陸國家漢辦漢語考試 HSK 介紹（參閱附錄一）-HSK 各等級與《國際漢語能力標準》

的對應關係以及各級能力描述。取自：http://www.hanban.edu.cn/tests/node_7486.htm 
5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文化大學、輔仁大學、淡江大學、中興大學之華語中心的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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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的 HSK和台灣的 TOCFL（華語文能力測驗，Test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以下簡稱 TOCFL）兩種考試系統之學習者，分別設定為前者具有 HSK4~5

之漢語程度，或相當於使用《新實用漢語課本》第三~四冊教材之程度；後者為具有

TOCFL3（進階級）之程度，或相當於《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四冊教材之程度，

兩者皆相當於掌握 1300~2500個詞彙，為本研究之中級華語程度定義。 

（三）口語表達 

口語表達是說話訓練，內容為語用概念的口頭語言，涉及口語體與書面體語言

（參閱第二章第三節）。 

口語表達訓練（或口語訓練）包含獨白與會話兩種形式。口語表達的內涵，呂

必松（2005）將「言語技能」與「言語交際技能」做了區分，認為言語技能指言語

的正確性，言語交際技能除了指正確性以外，還指言語的得體性；姜麗萍（2007）

認為交際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的組成包含語言能力、語用能力、綜合

能力三個部分，其中各由不同要素組成（參閱第二章第三節圖二-1），而呂必松「言

語交際技能」所含之概念，僅對應姜麗萍架構中語用能力之下的「社交能力」。本研

究將「口語表達能力」定義為「口語交際能力」，指口語表達之整體能力，採用姜麗

萍（2007）交際能力之組成架構，然而中級階段教學應側重其中之語用能力，包含

語言能力、語用能力、以及在真實情境中運用各種語言能力創造性地使用語言的綜

合能力。 

同時將「口語教學」內容定義為技能訓練課而非知識傳授課，注重陳述性知識

（declarative knowledge）向程序性知識（procedural knowledge）的轉化，然而透過

短片學習真實語料，勢必在學習者基礎知識能力範圍上產生一定的新知成分，因此

知識與技能的比重擬各佔教學之 30%與 70%。 

（四）短片在中級華語口語教學之設計 

口語教學的目標是在提高學習者的口語交際能力，而交際能力應該包含語法能

力（grammatical competence）、社會語言能力（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話語能

力（discourse competence）、策略能力（strategic competence）（Canale & Swain，1980；

姜麗萍，2007）。在缺乏目的語環境的外語課堂，更需想方設法讓學生視聽到、體會

到交往情況中的言語，並能真實自然地實踐華語口語表達的交際特性，因此，本研

究以善用網路媒體資源結合語言教學為出發點，設為課後或課外提升型之教學，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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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考慮學習者興趣以提升積極性，擬以短片為綱（參閱第五章第一節），藉由不同類

型與溝通模式的短片，觀察並學習真實自然口語、培養語用意識（pragmatics 

consciousness），提升目的文化中的社會語言能力，同時透過短片的特性及多元的題

材與類型，利於學習者在缺乏目的語的環境中最大程度地貼近、認識目的語的社會

文化。 

本研究設計之設定是針對非目的語境、以西語為母語的學習者，在具有一般華

語綜合課學習經驗的基礎上，於課後或課外來參與短片口語課，以彌補既有綜合課

程之不足，以「獨力強化中級學習者之華語口語表達能力」為目標的技能訓練課程，

包含以「聽、說」為主的言語技能與語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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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分為四小節，第一節介紹西班牙語地區華語教育概況，包含西班牙、拉丁

美洲兩地目前的華語教學與學習情況，最後作概況總結；第二節討論華語教學結合

影視作品的情形，包括影視教學的優勢、理論、實踐及選材原則；第三節探討中級

華語口語表達教學的目標、內容、原則、訓練方法以及結合交際任務型的教學課堂；

第四節為溝通式教學法的精神理念，作為輔助本研究設計的課堂教學思路。 

第一節 西班牙語地區華語教育概況 

本文將全球西班牙語地區分為西班牙與拉丁美洲的西語系國家。西班牙漢語教

育的經營主要由中國大陸主導，拉丁美洲大部分國家亦然，台灣的友邦則由台灣主導。

由於書面資料取得有限，本文主要透過媒體新聞6、期刊等網路資訊，輔以研究者於

西語區學習和任教前後共三年的經驗，探查西班牙與拉丁美洲二地的華語教育概況。 

一、西班牙概況 

1. 西班牙人的華語學習觀與學習動機 

西班牙與中國大陸邦交關係良好，隨著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文化快速傳播，加

以前幾年的經濟危機、高失業率，西班牙越來越多人有了不同於以往的觀念，認為

學中文才有前途（新華網，2011）。以往西班牙人學習中文的目的不是為了工作或生

存需要，他們從心裡把東方語言放到了異類裡，總是憑著一時的熱忱學習中文，學

習成效沒有太大的進展，甚至覺得根本就不可能學會中文，因此不強求學會這項技

能，實際的情況是他們著迷於中國文化更甚於語言學習，因此許多中文語言學校最

後不得不發展成中文文化學校（歐華報，2011）。然而近年世界情勢轉變，西班牙受

到中國大陸發展的衝擊，改變了他們學習中文的態度，西班牙青年人殷切希望學會

中文到中國大陸工作，或在職場上取得最佳競爭力、獲得工作機會，因此 2008年開

始，各式的中文課堂如雨後春筍般湧現，2011 年不少中小學把中文列入第二外語教

學（歐華報，2011），西班牙《僑聲報》（2011）指出在西班牙，學習漢語已經成為

時尚，學習人數急遽增長，西班牙人的學習動機在於截然不同的文化魅力，但更多

人的興趣源於實際的目的、就業取向，上至企業家，下至三歲孩童皆開始探索中文，

                                                      
6
 漢辦官網新聞中心、孔子學院中國姐妹校、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世界漢語教學學會、西班牙海外

華人網、網路國際新聞、慈濟大學華語通訊、與西班牙漢語教學相關的 Youtube 網路視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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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教育水準越高，經濟實力越強的西班牙人，對中國大陸的重要性的認識越清楚，

對中文的興趣就越濃，因此許多企業家或是經濟條件好的家庭，皆希望讓子女把中

文作為第一外語，從小就開始學習（中國新聞網，2011）。 

2. 華語教學機構與師資概況 

目前西班牙的華語教學場所為大學內的翻譯系、東亞學系的華語文課程、各大

學附屬的語言中心、孔子學院、隸屬於西班牙教育部的各地官方語言學校（Escuela 

Oficial de Idioma，簡稱 EOI）、半官方的商會組織成立的語言班、各地的中小學校開

設的中文課、私人中文補習班和華僑學校。在西班牙當地多所大學、語言學校任教

的黎萬棠教授（2011）表示學習華語的人口遽增，師資不足和教師的背景專業參差

不齊是華語教學普遍情況之一。西班牙絕大部分的師資是從中國大陸來，由孔子學

院總部派遣教師和志願者，也有部分本土簽約教師，台灣教師則不到六分之一，然

而西班牙的華語教學市場仍在進步發展中，黎教授（2011）表示台灣在師資培養和

專門為西語背景學習者而編的適地性教材這些方面都有突破的空間。整體而言，為

滿足西班牙人對華語學習的需要，中西兩國各領域持續加強合作與推動，使得西班

牙的華語教學發展越趨蓬勃，中國大陸國家漢辦西班牙代表處透露，西班牙南部安

達盧西亞自治區政府近日將華語教學納入 2014年至2020年外語教學發展戰略計劃，

擬在公共教育體系中推廣華語教學，目前該自治區在 11所學校開設華語課，共有學

生 1229 人（新華網，2014），足見華語教學在西班牙受到普遍歡迎與重視。目前全

西班牙共有 40多所大學，150所中、小學，華語學習網站有數十個和 100多個華語

教學機構教授華語，西班牙華語學習的總人數已經超過兩萬五千人（黎萬棠，2011；

漢辦官網 2011；中國文化報，2013）。 

3. 西班牙的孔子學院 

西班牙已設立的孔子學院共有六所，分別設於馬德里、格拉納達、瓦倫西亞、

巴塞隆納、加納利斯拉斯帕爾馬斯、萊昂大學。中國大陸國家漢辦一直以來積極從

事華語教育的推廣和經營，目的在促進中華文化的傳播，使世界各國了解中國大陸，

不論在西班牙或拉丁美洲，孔院的業務拓展與當區華語教學、華語學習的情況息息

相關。透過漢辦官網的新聞我們得知，在教學本體內，為解決教學現況相關難題，

提升教學品質，漢辦孔院透過定期開設教師、教材培訓班、講座、研討會，為派駐

的教師及西班牙本土教師提供支援，並建立交流平台；在教學本體外，舉辦各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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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化主題活動等為中華文化教育打下基礎，讓西語人士感受中華文化魅力，提高

學習華語的興趣；孔院亦承辦「漢語水平考試」及「漢語橋」世界大學生、中學生

漢語比賽，對成績優秀者提供「孔子學院獎學金」到中國大陸學習華語，吸引了眾

多學習者參加。 

4. 華語考試及考生年齡跨度 

華語考試方面，包含 HSK與 YCT（新中小學生漢語考試，Youth Chinese Test，

以下簡稱 YCT），據漢辦官網及西班牙各孔院的中國大陸大學姐妹校歷年新聞公告

了解，近年來西班牙參加漢語水平考試的人數連續三年保持歐洲第一，考生人數和

報考熱情皆逐年遞增。瓦倫西亞大學孔子學院 2014年五月 HSK和 YCT考試，報名

參考人數達 695 人，創歷年新高（東北師範大學，2014）；馬德里孔子學院 2013 年

參加漢語水平口語考試（Hanyu Shuiping Kouyu Kaoshi，簡稱 HSKK）的考生人數呈

直線上升，前一年同期尚無人報名，而此次考生年齡跨度很大，最小七歲，最大的

已有六十幾歲（西班牙馬德里孔子學院，2013），YCT考試共 1416人參加，比前一

年增加三倍（馬德里孔子學院，2013）；巴塞隆納大學孔子學院 2014年的 HSK考試

有近 800 人參加，自 2010 年首次舉辦以來，四年間報名人數增加四十倍，其中考生

年齡最高者八十七歲（北京歐陸世通商務諮詢，2014）；格拉納達大學孔子學院從

2009年第一次 HSK 考試人數為 43人，2013 年考生達到 426 人，2014 年 HSK筆試

加上 YCT筆試，報考人數預計突破 600 人；近年當地部分的中小學也開設了華語課

程，與此年度的 YCT首度考試，皆為滿足華語學習者中日益增加的青少年群體的華

語考試要求，對於一個人口總數不到 25萬的城市而言，格拉納達的華語教學算是取

得了長足的發展（西班牙格拉納達大學孔子學院，2014）。以上顯見漢語學習及漢語

水平考試在當地受到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學習漢語的人逐年增多，且已遍及不同

的年齡層和階層。 

5. 學習者的華語程度 

而透過華語考試報考的級別，顯示了西班牙學習者的華語程度。HSK 考試是

中國大陸國家漢辦推行的官方認證的漢語水平考試，重點在考察非漢語母語學習者

的漢語交際能力和綜合能力，考試分為筆試和口試兩個部分，筆試為 HSK一級到六

級，口試為 HSKK 初、中、高三個級別；YCT 中小學生漢語考試，筆試分為 YCT

一級到四級，口試僅為 YCT初級和中級兩個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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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各孔院舉辦考試的初始，考生報名以入門、初級最多，至 2014 年巴塞

隆納考點報考涵蓋了所有級別和類型；馬德里孔院考點自 2005 年設立以來，HSK

報名程度皆以初級為多，2011 年第二次 HSK，考生 427 人當中有 89 人報考三级以

上級別，表明學習者的漢語總體水平有了明顯提高（駐西班牙使館教育組，2011），

2013年馬德里始有 173人參加三個級別的口語考試；2014年瓦倫西亞大學考點 HSK、

YCT各級別皆有考生報名，人數達 695人，但 HSK筆試一級和二級的學生以及 YCT

的中小學生佔絕大部分，達 500人以上；2014 年格拉納達大學考點從近兩年的 HSK

考試結果分析，中、低級別的一到四級通過率較高，HSK五到六級以及口試 HSKK

的通過率低，拉斯帕爾馬斯大學孔子學院至 2013 年底止有近 300 人參加了 HSK 一

到四級考試和 YCT 一到三級考試。以上僅就漢語水平考試報考情況了解，西班牙學

習者的漢語程度絕大部分為中級以下，初級最多，高級則微乎其微，口語能力明顯

不足。 

6. 西班牙華語教育向下延伸至中、初等教育 

據台灣漢華海外教學相長計畫（Youtube 視頻，2013）訪談當時正在西班牙實

習的老師得知，西班牙的 La Coruña 市所有中學都開設華語課，其中一部分是必修

課，且必修課的趨勢越來越明顯。2013 年瓦倫西亞孔院共開設了 20 多個兒童班，

報名人數快速增長（漢辦新聞，2013）；巴塞隆納孔院也在五所中小學開設漢語課，

註冊學員超過 1000 人，表示將進一步拓展在中小學的漢語課程（北京外國語大學漢

語國際推廣網，2014）；馬德里和拉斯帕爾馬斯孔子學院的 YCT 考試人數也於同年

創新高（漢辦新聞，2013）；瓦倫西亞孔院 2014 年的 HSK 和 YCT 考試 695 人中，

就有 350 人是兒童（東北師範大學，2014）；格拉納達與巴塞隆納孔院分別於 2014

年 11月和 2015年 2月舉辦首屆的 YCT 考試，同時，格拉納達已在當地部分的中小

學開設了華語課程，目前有數百名青少年在學校系統學習華語（西班牙格拉納達大

學孔子學院，2014）。以上資料顯示西班牙青少年、兒童漢語的需求量開始大幅增長，

針對中小學生開設華語課程越來越受到重視，也可見西班牙的華語課程教學點從大

學逐步向下進駐中、初等教育。 

二、拉丁美洲概況 

在世界的另一端，拉丁美洲的西語系國家也掀起了華語熱潮，隨著中國大陸經

濟迅速發展、政經文化交流日益加深，拉美人對了解中華文化、學習華語的需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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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不斷增加。透過網路新聞、相關的教師部落格資料的取得，在拉美各地皆有規模

大小不等的華語教學單位中，本文僅討論設有漢辦孔子學院、及台灣教育部華語師

資輸出所在的西語系國家，共十三國，華僑學校的情況不在討論範圍。 

1. 華語教學機構與教師派遣 

拉美地區的華語教學布局主要分為兩個體系，中國大陸國家漢辦設立的孔子學

院、孔子課堂（以下簡稱「孔院系統」），大致分布於南美洲，由漢辦派遣中國大陸

教師；與台灣教育部提出師資申請需求的友邦大學機構（以下簡稱「台灣系統」），

大部份位於中美洲，透過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國合會）接受外交部之委

託，派遣台灣籍專業教師。孔院系統共有九國：墨西哥、智利、秘魯、阿根廷、哥

倫比亞、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古巴、哥斯大黎加，開設二十所孔子學院和八個孔

子課堂（中國大陸漢辦網頁資料）；台灣系統，目前（2015 年）進行師資合作的國

家為多明尼加、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尼加拉瓜、薩爾瓦多、巴拉圭六國（國合會

網頁資料）。 

拉丁美洲許多國家的高等學校開設了華語專業，社會上也辦起了華語學校，墨

西哥目前設有五所孔子學院，2013年華語已被墨西哥教育部列入教學大綱，在首都

墨西哥城已有 10 多所中小學和幼稚園教授華語，這些學校和幼稚園中，漢語是必修

課，是英語以外的第二外語，全國的華語機構 20所以上。墨西哥人喜愛中華文化、

希望到中國大陸工作和學習的人越來越多，學華語的人已超過兩萬（新華國際，2011）。

阿根廷的孔子學院設有兩所，一些大學、研究機構、商會和民間組織，也都開設了

不同形式的華語和中國傳統文化課程（中國新聞網，2014），而且近十年來華語學習

人數一年比一年多，其最大的華語教學機構是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語言中心

（CUI），2014 年註冊人數達到 1200 人，成為該中心僅次於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的

第三大語言（陝西師範大學對外漢語 City & Guilds 考試中心，2014）。智利有兩所

孔子學院、6所孔子課堂和 20個漢語教育點，中國大陸漢辦與智利教育部、大學和

其它教育機構合作，累計學生超過兩萬人（漢辦官網，2014）。秘魯設有四所孔院，

其中秘魯天主教大學孔子學院學生人數穩步增長，每年都有約 1500人來報名學習華

語和中華文化，該孔院成立五年來，已累計培養約 5000名華語學生（新華網，2014）。

哥倫比亞設有三所孔院與一所孔子課堂，祕魯中資企業協會網上刊載了一篇哥國華

語教學的文章提到哥倫比亞有六所高校設有中文課（宣立，2013）。哥斯大黎加孔子

學院是漢辦在中美洲的第一所孔院，其華語教學也日益增長，由漢辦派出的志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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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服務，2009年已派出八位至兩所大學和一所中學教授華語，當時他們的學生已

達數百人（新華網，2009）。其餘的孔院系統國家：古巴、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各設

有一所孔子學院，亦由於與中國大陸的政經合作日益密切，使得華語熱持續加溫，

拉美地區國家也就需要更多的漢語師資。 

台灣系統方面，駐館近年推廣華語教學不遺餘力，於各國舉辦了華語文演講比

賽、中文卡拉 OK 歌唱大賽、華語文測驗及臺灣文化週等各項活動，目前尼加拉瓜

有超過 300 名學員在學習（中華民國外交部網頁，2014），講華語已成為尼國一股風

潮；巴拿馬的民間早已有華語學習的熱潮，2007 年巴拿馬國民議會就已通過一項全

國所有學校必須教授華語的法案（國際在線世界新聞報，2007），估計華語勢必成為

第二外語；多明尼加 2008 年就有中國大陸公派漢語教師和志願者赴任聖多明哥理工

學院教學，於同年台灣國合會也派遣專業教師赴任多明尼加外交學院，至 2011年全

國華語教學機構（不含橋校）共有八所（世漢會，2011）。而在巴拉圭華語學習已成

為流行時尚，2014 年教育部及國合會皆陸續遴派華語教師至巴國約六個機構任教

（中央社，2014）。 

2. 師資與教材問題 

整體而言，拉美各國普遍都有專業師資不足、教師品質參差不齊、教學方法及

教學品質有待改進、缺乏國別化教材等問題，師資方面另有本土教師能力提升問題。

孔院系統基本上是中國大陸漢辦派遣漢語教師和志願者，但社會機構的華語師資構

成情況多樣，例如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當地的許多本土教師（當地人或華人移民），

他們的優勢在於熟悉當地文化民俗、瞭解學習者需求，但在語言專業知識、教學方

法和技能、資源訊息的取得方面仍相當匱乏，由於台灣、中國大陸每年派遣的教師

流動性較大，可能影響學生穩定學習的需求，如何提升本土教師的專業成了現實問

題之一。智利非常重視當地本土教師的發展，認為不可能完依賴漢辦派遣，於培訓

會上多次深入討論華語教學本土化問題，2014年智利成為孔子学院拉美地區獨立的

中心機構，未來將有力推動拉丁美洲各國的漢語教學工作本土化。台灣系統為改善

教師品質問題，國合會於 2014年起停止派遣華語志工，改由持有教育部對外華語教

學能力認證或具華語教學相關學歷的專業教師取代。教材方面，透過孔院師培會議

了解，各國普遍認為針對母語為西班牙語的學生使用的華語教材不成熟且不統一，

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孔院的院長孟愛群認為，需儘快制定出一套符合所在國學生學

習習慣和特點的統一教材，並善用多媒體教學積極開發網路配套教學資源，調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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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學習熱情（深圳新聞網，2010）。為西班牙語學習者、編寫國別化的漢語教材有其

必要，即使西語國家有 28個，每個國家仍各有自己的特色，應更有針對性地編寫（朱

勇，2007），其次最好還能因地制宜，配合考慮當地的課時，每課的內容適當精簡，

減少容量。 

教學方法方面，曾任教於多明尼加、有著 26 年豐富教學經驗的中國大陸公派

教師李俊芬對加勒比海風情的華語教學有許多感悟（李俊芬，2012），他表示要不斷

地更新課堂活動教學法，充分發揮學生的優勢，把教學方法定位到長期保持學生的

學習熱情和興趣上，才能贏得學生的喜愛、滿足他們的需求。 

孔院系統各國主要的教學問題是師資和教材，透過漢辦一系列的支援以改善教

學工作，於華語學習者最多、教學點最大的所在孔院，定期舉辦教師教材培訓、教

學研討會、論壇等活動，如墨西哥、智利、秘魯等國的華語學習需求旺盛，固定舉

辦會議活動，會議內容為語音、語法、漢字、教學方法、教材分析等，致力於為整

個拉丁美洲的華語教師提供一個交流平台，共同探討教學難題，以提高教學品質，

推動教學規範化，同時特別能夠針對各國當地的本土教師專業的不足給予幫助，為

他們指出了提高教學能力的具體途徑。 

3. 華語考試與學習者的華語程度 

在墨西哥「漢語熱」帶動的學習漢語熱情和需求與日俱增，每年報名參加 YCT

和 HSK 的人數屢創新高，年齡跨度也加大，最小的僅有六歲，最大的有六十幾歲，

考試人數從最初的每年 100 多人增加到近 400 人，累計人數達 875 人，考生通過率

在 90%以上（漢辦官網，2012）；2013 年墨西哥應考人數較多的級別是 HSK三級和

五級（漢辦官網，2013）；阿根廷 HSK 一級至六級都有學生報考，但三級以上的考

生微乎其微（阿根廷拉普拉塔國立大學孔子學院，2012），智利 HSK 考試人數也越

趨增多，2013年比前一年增加了 166%，報考一級的人數最多，占總人數的 70.9%，

可見 HSK考試越來越受到人們的認可（孔子學院總部、漢辦官網，2013）；2012 年

祕魯里卡多帕爾瑪大學（Universidad Ricardo Palma）中西語翻譯專業學生分別參加

了該考點 HSK 一級和二級的考試，53 份有效答卷中，總合格率約為 91%（漢辦官

網，2012）。從報考等級可探知學習的程度，整體而言，各國 HSK 報考等級之人數

以一級至三級為多，四級以上為極少數，可見大多數學習者華語程度為中級以下。

然而學生們皆對華語考試表現出強烈興趣，報考人數增長的現象，表示學生對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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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重視，希望用 HSK 證書來證明自己的語言程度，有的學生希望申請獎學金，

有的希望去中資企業工作。 

兒童、青少年華語方面，古巴 2012 年首次舉辦 YCT 考試，共有 56 名考生參

加，涵蓋了 YCT 所有級別，年齡最大 15 歲，最小 8歲（古巴哈瓦那大學孔子學院，

2012）；秘魯也於同年開設了首個中學教學點，招收了 46 名學生，年齡都在 12 到

16歲之間（漢辦官網，2012）；墨西哥、阿根廷、玻利維亞、哥倫比亞皆於 2012年

至 2014年之間成功舉辦了 YCT考試；孔子課堂7在哥倫比亞、厄瓜多各有一所，智

利則設有六所，其中厄瓜多的思源學校，經過十年發展，現已擁有十多位教師，300

多名學生，開設了華語、中國民樂及武術等課程（世漢會，2013），顯示各地少兒華

語的蓬勃發展、學生及家長們重視華語學習的程度，以及對中華文化濃厚的興趣。 

台灣系統的各國，亦隨著經濟發展，台資企業開展業務亦日益增多，當地對華

語學習的需求也不斷增加，在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華測會）推

動的「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方面；厄瓜多 2011 年舉行「試測性質」的華語

文能力測驗，2013 年首次正式舉行，來自三所大學 18 個學生參加（中華民國外交

部網頁，2013）；同厄瓜多，巴拿馬也於 2011年新增施測，共有 69 位考生報名（中

央社，2011）；薩爾瓦多、尼加拉瓜則於 2012 年新增施測，尼國 48人報考（中央社，

2012），薩國有 63 人到考（中央社，2012）。2014 年巴拉圭已第七年連續辦理正式

的華語文能力測驗，共有 95人到考，歷年來考試人數累計已達 950人次（中央社，

2014），巴拿馬使館於試測後每年已固定辦考，2013 年報考人數 137 人，比前一年

成長近兩倍（中央社，2013），值得一提的是，孔院系統的秘魯近 30名學生，於 2011

年已參加了秘魯東方文化交流學會（Asociación Cultural Oriental del PERU）代理舉

行的 TOCFL 測驗（中央社，2011），南美洲阿根廷新興中文學校也辦理 TOCFL 測

驗，考生除了台僑子弟，不乏學習華語有年的阿根廷學生（中央社，2013）。以上華

語文能力測驗報考等級，不論測試或正式考試，各國整體以基礎級（第一、二級）

人數最多，進階級以上的考生為少，由於拉美地區華語教育發展起步較晚，學習者

程度相對較低。台灣駐外使館（2012）希望當地青年學子踴躍申請我政府提供的獎

學金，有助增進國際視野、促進雙方交流，而華語測驗之成績即為「台灣獎學金」

及「華語文獎學金」重要的參考依據。 

                                                      
7
「孔子課堂」是經中國教育部批准，為了在中小學推廣漢語和普及中國文化（歷史、地理、書法、

美食、剪紙、茶道等等）而建立的。解說取自：

http://www.confucio.unior.it/index.php?lang=zh&Itemid=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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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測會針對 7 至 12 歲母語非華語兒童的檢定推出「兒童華語能力測驗」

（Children’s Chinese Competency Certification，簡稱 CCCC），多明尼加 2011 年底首

度舉辦兒測，一百多位學生涵蓋了萌芽級、成長級、茁壯級三個等級（駐多明尼加

大使館，2012）；2012年巴拉圭與 2013 年阿根廷華興中文學校首屆辦理（華興中文

學校，2013；臺灣教育部巴拉圭，2012），吸引了華語國際初級班學生及僑校幼稚園

至小學低年級學童前來報考，巴拿馬則在 2014年 8月舉行於中巴文化中心，顯示各

地的兒童華語市場正逐步開展，學華語的中小學生將日益增多。 

4. 西語地區學生的學習難點 

努麗雅（2009）在設計針對西班牙學習者初級華語教材的研究中，調查了華語

教師對西班牙初級華語學習者的學習難點的看法，以及學習者對華語難點的看法，

其受試學生包含西語系各國，結果顯示，教師認為西班牙學習者學習最困難的項目

為「聲調」，其次為「聽力和聲母發音」，學習者也認為華語的「聲調」最難，其次

是「聽力」；教師認為華語非常重要的項目以「聽力」為首，其次是「口說能力」，

而學習者則認為「口說能力」最重要，其次為「聽力」。 

此外，世漢會期刊資料也為我們指出，墨西哥學生學習華語較其他語言難得多

（趙曉暉，2011），在此情況下，重要的是培養學生對於華語的興趣，墨西哥國立自

治大學孔院的院長孟愛群認為（深圳新聞網，2010），學習者初學階段有發音的難題，

緊接著就是漢字難寫的問題；祕魯孔院首個中學教學點的兩位老師發現（漢辦官網，

2012），學生們普遍感覺華語的聲調比較難學；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語言中心（CUI）

負責人認為（阿根廷華人在線，2011）中文發音、音調、書寫要比其他語言困難；

在巴拿馬和智利教過三年華語的老師分享其經驗提到（王鴿平，2009），西語國家的

人需要大量懂西語的老師教華語，使學生清楚地吸收且效率較高，聲母的爆破音、

翹舌音、四個聲調的發音對零程度的學生而言是個難點，另外漢字要記住筆劃、筆

順對他們來說也有難度，因此建議針對不同需求的學生用不同的教學方法，想學習

中華文化的學生可以仔細教書寫，對那些只求迅速能和中國人做生意的學生則沒有

必要在學寫字上花很多時間，那樣會影響他們的學習興趣，而教聽和說時，也要不

厭其煩反覆地教和練習。曾在多明尼加教學三年的李俊芬老師認為，當地民眾普遍

存在著漢字學習的障礙，有「漢語難學」的先入之見，並提出西語學生華語語調不

準的癥結不是單音節聲調不準，是受母語無聲調的影響，進入有語速的語流之後丟

了聲調（李俊芬，2011）。她建議向學生講明「說語句」的技巧，每個詞要發清楚，

 



融合短片於中級華語口語表達之教學設計 

22 
 

不吞音，詞與詞之間不連讀等，強調每個句子的「字正腔圓」 與「抑揚頓挫」，學

生明白華語句子的特點後，跟著老師由慢而快地練習語速，待其認識到區別後，便

願意花時間在語流中「內化」華語聲調。 

綜上所述，將西語地區學習者的難點歸為「聲調」與「漢字」的記憶書寫，與

研究者在薩爾瓦多兩年的教學體認完全相同，但這些難點多體現在初級的學習，研

究者認為導致學習者聽力和表達困難的原因，一定的程度上根源於聲調、語調的聽

辨與輸出未能掌握自如的結果。如何幫助特定語言背景的學習者跨越他們心中共同

的難點是教學的一大課題，本研究的設計也將重視中級學習者語調的掌握和訓練，

以助益口語表達聽與說的能力。 

5. 拉美學生的學習動機 

與西班牙或世界各地的「華語熱」一樣，拉美人受到中國大陸經濟快速發展的

吸引，欲求了解中國大陸、探究其快速發展的動力。對於阿根廷企業家來說，如果

不了解中國大陸的文化傳統，就很難在中國大陸將生意做大（華夏經緯網，2014），

阿根廷、智利、巴拿馬、多明尼加人學習華語為了和中國大陸或台灣經貿往來（世

漢會，2009，2011；zhoujh123，2009；朱勇，2007），古巴學生因為就業需求，認

為華語能為他們帶來更多的工作機會（多維新聞，2011），厄瓜多、多明尼加、墨西

哥人喜愛中華文化（儒森漢語，2013），家長普遍希望孩子從小學好華語，認為有助

於未來的發展，而當兒童自身沒有興趣或尚未能感受學華語的實際助益，就將只是

受父母的要求來到課堂，因此教師對不同動機的學習者需有不同的教法。簡言之，

各國學習華語的目的和動機離不開文化和商貿兩種因素，他們秉持「華語是有前途

的語言」向前邁進、投入學習。 

然而同樣的動機仍有強弱之別，並非為了工作需求就能認真持續學習。據研究

者的經驗，另一部分拉美人由於對東方世界了解非常有限，或性格使然，可能為了

其餘五花八門的理由而不帶決心地來報名華語課程，例如受東亞電視偶像劇的影響

來學、有的為了試探自己挑戰一項難學語言的能耐、有的僅出於好奇、有的只想了

解文化差異賦與的新鮮感，而不願「費力」投入語言練習等，這些學習者學習動機

較弱，大多對自己學習的目的不明確、以娛樂的觀點看待學習華語，學習僅能是短

暫的，一旦碰觸華語的困難度便難以持續，這與他們認為華語不是生活必需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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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能持續學習，便須「不費力就能達到學習效果」，使得初級接近中級程度的續班率

極低，然而在大學內設為學分課程的華語課，則學習態度一般較為嚴謹。 

6. 拉美學生的學習特質 

拉美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心理特點、學習態度與一般亞洲、歐美等各類的學習

者都有些不同，他們有著樂觀、熱情、幽默、隨性不拘的性格特點，隨之也有著相

對閒散、無所謂、不能嚴謹以待的學習特質。學習動機無論是受文化魅力的吸引、

為了旅遊、為了工作機會、貿易往來，或是出於好奇心而學，各種階層、年齡層的

學生初始時都帶著高昂的熱情學習，然而隨著時間推移，熱情會降低，只有極少部

分積極進取的學習者能夠堅持到底、突破華語的試煉，故也影響著其程度向初級或

中級以上提升。然而熱情的降低與他們認為華語難學不無關係（張慧晶，2009），若

學習不能迅速掌握一門語言，立刻就會影響其積極性。 

除了缺乏持續性，動機不夠強的大部分學習者，由於性格特點的因素，使得學

習品質不夠良好，也影響教學有效率地進行，上課時學生總有遲到的習慣、分心、

講電話、無視於上課的內容或步調，盡是對各自好奇、有興趣的事項發問（宣立，

2013）。此外，研究者也體認到，拉美學生極易對華語的難點缺乏耐心和毅力，他們

隨時都需要成就感以獲得繼續學習的動力，然而若需費時、勞心才能突破難點，很

快就會放棄當初的熱情，因此教學步調必須慢，讓學習者輕鬆地學，在任何的學習

狀況中，即便是心不在焉，都需要教師的正面鼓勵和支持。 

三、小結 

近年受中國大陸經濟迅速發展，使得華語熱在全球進一步升溫，西班牙語地區

的諸國也不例外。從教學現況來看，目前在西班牙共設 6所孔子學院，另有 40多所

大學，150 多所中小學和 100 多個華語教學機構在教授華語，學習華語的人數超過

兩萬五千人，以此增長的趨勢，未來可望成為第二外語。在拉丁美洲，派有台灣和

中國大陸官方師資的學校單位的國家共 13 國，孔院系統的九國設有 20 所孔院、8

個孔子課堂，由中國大陸公派教師及志願者教師任職；台灣系統的六國由台灣派遣

專業教師，教學機構總數雖無對外公開，學習需求與華語教學機構確實逐步增長中。 

西班牙和部份拉美國家已逐步將華語文化教學列入了大學課程甚至學位課程，

除了中國大陸國家漢辦設立的孔院和與台灣合作的大學機構，各地學習的需求及考

試人數不斷增長，學習者年齡層降低、年齡跨度增大，新成立的公、私人華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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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遍地開花，不但在西班牙，甚至遙遠的中南美洲也開始在中學開設華語「必修

課」、有些學校規定全體學生參加 YCT 中小學生漢語考試等，更多的家長希望孩子

在學齡前就開始學習華語，西班牙人、拉美人除了對中華文化的熱愛，青年學子、

社會人士無不希望用華語考試證明自己的語言程度，進而能申請獎學金到中國大陸

或台灣學習、希望提升就業競爭力、獲得工作機會、與中國大陸商貿往來。 

西班牙語地區的華語教學普遍存在師資不足、教師品質參差不齊、教學品質有

待提升、缺乏國別化教材等問題。同時當地本土教師專業性不足也極待改善，孔院

推動的一系列培訓項目、研討會等活動，提供經驗指導與交流，給予有力的支持；

教材方面亟需針對所在國學生學習習慣和特點研發完整配套，教學方法同樣需結合

民族性格特色，以形式豐富的活動、輕鬆的方式，善用多媒體教學調動學習者的積

極性。另一方面，華語考試的報考等級為我們顯示，西班牙學習者的華語程度多為

中級以下，拉美國家的華語發展起步較晚，學習者程度普遍在初級。整體程度呈「金

字塔型」，初級人數最多且增長迅速，中級為數不多，仍有很大進步空間，高級程度

之學習者目前大多在華學習或擔任起當地教師。 

對西語地區的學習者來說，他們喜歡、也需要懂西語的老師來教學，才能提高

掌握語言的效率；該區不論學習者、教學者都認為華語的聲調是學習的一大難點，

其次是聽力，同時他們認為「聽」和「說」是華語項目中最重要的技能；除了語音

上的困難，還有漢字難寫的問題，這些難點需要一定的心力持續練習與內化，從為

數眾多的初級學習者來看，無論西班牙或拉美地區學習者普遍都存在學習無法持續

的問題，西班牙人以往學習華語是文化取向，不強求學好、態度輕鬆，現在則是現

實的就業考量，態度相對較積極認真；拉美學生熱情、樂觀、幽默，較不講求嚴謹

和堅持，嘗試到需要付出心力、時間才能克服障礙時，容易喪失初有的積極性，少

部分動機強、能堅持到底的學生則有傑出的表現。 

第二節 華語教學結合影視作品 

「影視作品」意為電影和電視作品，即以聲光影像配合而產生的藝術表現形式，

通過語言和人物來引導情節發展，具有極強的表現力（胡蓉潔，2012），然而生活於

科技通訊發達的今天，閱聽人收看行為已完全改變，網路影音平台8已突破了傳統電

視、電影的播放時間限制（許立邦，2013），電視、電影等各種型式的影片（video）

                                                      
8
 例如 YouTube 影音平台、中國的土豆網、優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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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能透過網路影音平台或網路媒體收發資訊，且大量保存資訊，因此閱聽人越來越

頻繁地透過網路選擇影音訊息，本研究之「短片」（short film）設定取自網路影音媒

體9，但為使討論不受時間年代及影片類型的侷限，以寬闊地取得可借鏡的相關資料，

本節將各類媒體及各式影片作為教學媒介之課型統稱為「影視教學」，以此為前提在

下面幾個領域作文獻探討。 

一、影視教學的優勢 

第二語言教學的目標在於培養學習者的語言能力和語言交際能力，影視作品與

語言課堂的有機結合，符合語言學習的心理過程，學生可通過多方的聲像資訊、交

際語言、情態動作去感知教材內容，其真實性、趣味性、應用交際性有別於傳統教

材，能突破時空限制、創造社會語言環境，活躍課堂氣氛，激發學習興趣（史世慶，

1986；馬春林，1991；薛玉娥，1999b），且影視作品題材廣泛、討論內容豐富，使

用方便，學生可用來作課前準備和課後複習，其自然語言、語速是聽力練習的最好

材料（李素賢，1994）。田班超（2010）也認為漢語視聽說教學的價值在於提供自由

靈活的學習方式，可通過參與課堂教學和課後自學，並通過對資源的擷選設置，有

針對性地學習。 

電視媒體容許學生做有彈性的學習，不論是印刷文字或視聽內容，都能非常吸

引學生，尤其對一成不變的講解方式，無異是一種有趣的變化（陳定邦，1995）。

Galal Walker（2010）在體演文化教學法中指出「情境模式」（sagas）是學習者對特

定群體或特定處所中行為的理解，而一些好的影片、電視節目可提供這樣的情境模

式。詹筱蔚（2007）在電影華語教學的論文研究中提到，電視劇的對話能夠表現各

種變化性而更接近自然語言，對於話語功能的用法亦提供了多樣的選擇，不若教科

書某種情境下的對話，往往只能提供幾種有限的選擇，此外，真實教材的使用對象

是母語者，演員會呈現最自然的發音與形式，學習者便能盡快適應母語者的語速和

用法，對融入目的語社會更有幫助。陳淑娟（2011）同樣指出影片用於外語學習的

優勢在於：1.不但能呈現目標語的真實語料，學習者還能聽到不同口音；2.了解到人

際的複雜關係、看到非交際語、場景、人物、服裝等；3.提供視覺與聽覺結合的學

習材料，可重複播放，加強聽力；4.電影具有較高娛樂性，容易引起學生興趣。5.

透過情節增加文化題材的討論。劉渼（2011）整合出影片顯著提升學生的學習效果

的原因為：課堂氣氛活躍，學生參與度提高，影片傳遞的形象化信息全面、真實而

                                                      
9
 包含網路影音平台、網路電視台（例如台灣 TVBS、中天電視、中國央視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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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化，因此學生的學習效果是多樣性的，認知思考能力也在互動中得到體現，影

片有助於語言的模仿，聲音加上影像有助於理解。趙睿（2010）、趙妍（2012）認為

影片教學不僅訓練學生的聽、說能力，也有助於加深對目的文化的風土人情、思維

方式、生活態度等的了解，真實環境能供模仿，有效地培養學習者在目的語文化中

正確得體地運用語言進行交際。鄭艷群（2005）認為在口語教學中應用多媒體網路

手段有利於體現直觀性、形象性，有利於提高學生的開口率以及體現交際性原則，

與傳統教學相比，它的表現能力更強、更連貫。。 

以上是影視教學優勢之概述，除此之外，研究者認為透過影片作語言的模仿與

練習時，可引出學生交際表達上的缺失，正視弱點加以補強；同時接觸目的文化及

語言使用的真實面貌，彌補課本教學的不足，在潛移默化之中了解語言的變體，學

以致用；網路視頻作為教學資源取得便利，具資源再利用之經濟效益，適當選材可

同時習得語言與文化，事半功倍；學習可從課堂延伸至課外，隨時隨地自主探索、

反覆鞏固所學。對於非目的語環境的學習者而言，影視資源的作用便相形重要，除

了一般課堂的操練，應盡可能接觸、模仿真實話語形式的使用。影視資源結合課堂

學習的價值是多元的，本研究希望設計運用於課堂的短片口語教學，針對短片情境

討論與演練，學習者對新知識的應用能較有概念，課後再自行反覆觀看、鞏固所學。 

陳定邦（1995）指出電視媒體所扮演的最重要角色，是促使整個教學環境改變

的觸媒劑，教師要有效地使用教學媒體，必須先對它作較佳的計畫準備，也即考慮

教學目的，從較廣泛的層面去考察媒體對學生心智能力的成長、情意陶冶、價值觀

的培養、人際關係的處理技巧，以及機能技巧的發展等各方面的影響。研究者認為

課程需求、教學目的極其重要，當確立了需求與目標，後續一連串設計得以配合此

核心運作，發揮作用，教師應充分了解線上影視資源做為媒體的特性與角色，以掌

握教學內與外、教學前與後各成分之間的臨時變化與應變之道。 

二、影視教學理論 

（一）心理學（Psychology） 

視聽教育學者 Edgar Dale 和心理學家 Jerome Bruner 曾在媒體運用與教學之關

係（Dale & Bruner，1954）10時，提出教學必需提供學習者以直接經驗來進行學習，

從經驗的形象表現（如圖、影片等）到符號表現（如語言文字），他認為「學習者接

                                                      
10

 資料取自陳定邦（2009）電視教學媒體的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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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材料的連貫性」，對於學習結果有直接影響；Galal Walker（2010）指出在語言學

習的過程中，情境模式的積累賦予學習者持續和連貫的感受。由上可知，具體、連

貫的經驗，有助於學習，獲得知識、保留記憶。 

Fleming和 W. Howard Levie（Instructional Message Design，1978）11說明了媒

體教學的具體經驗以及影片內容傳達的文化知識、交際情形，能幫助學習者統整先

前的經驗，積累目的文化的結構。 

美國心理學家 Albert Mehrabian（1981）認為：信息的總效果 7%來自文字，38%

來自音調，55%來自面部表情和動作。這表示人類傳遞信息時總是由語言與非語言

要素组成，包含姿勢、態度、表情、穿著、環境，透過影片可以完整呈現。影視教

學刺激人體多種感官系統，為視覺與聽覺表象提供了一個在記憶編碼過程中綜合作

用的平台（胡蓉潔，2012），60 年代實驗心理學家 Treicher
12作過兩個著名的心理實

驗，一為關於人類獲取信息的來源，83%來自視覺，11%來自聽覺，這兩項加起來

就有 94%。還有 3.5%來自嗅覺，1.5%來自觸覺，1%來自味覺，多媒體通過多種感

官的刺激獲取的信息量，比單一聽教師授課強得多；另一是關於記憶持久性的實驗，

人們一般能記住自己閱讀內容的 10%，自己聽到內容的 20%，自己看到內容的 30%，

自己聽到和看到內容的 50%，在交流過程中自己所說內容的 70%，換言之，感官刺

激與記憶有密切的關係，如果既能聽到又能看到，再通過討論、交流用自己的言語

表達出來，知識的保持將大大優於傳統教學的效果。心理研究成果表明（張杰，2008；

趙妍，2012；大紀元報導，2014），不同的技術手段下，學生對知識的理解與接受效

果不同：如果只是讓學生聽（純聽覺），3 小時後能記住 60%，只是讓學生看，3 小

時後能記住 70%，如果聽覺、視覺並用，3 小時後能記住 90%，三天後三種學習方

法的記憶率分別為 15%、40%和 70%。總體說明，多種感官並用記憶的效用佳，有

助於學習者集中注意力，激發學習興趣，增強記憶、提高學習效率。 

（二）情境學習理論（Situated Learning） 

認知心理學（Cognitive psychology）認為意義具體、形象明顯的事物，也就是

具有親近特徵的事物容易存入長期記憶，經過符號化處裡可以成為即時的檢索線索

（胡蓉潔，2012）；情境可以幫助人在記憶時形成線索指引的內在表徵，有助於未來

                                                      
11

 資料取自陳定邦（2009）電視教學媒體的理論基礎。 
12

 資料取自何克抗（1997）多媒體教育應用的重大意義及發展趨勢【教育技術通訊：論著摘選 1999

年第 1 期】。取自 http://www.etc.edu.cn/articledigest1/multimedia-educa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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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提取的工作及學習知識的保留（黃鳳俞，2009），可見情境對於學習的重要性，

影視作品如果選擇得好，就是理想的回憶聯想線索。 

情境認知理念（situated cognition）始於 Brown, Collins 與 Duguid（1989），對

情境認知與情境學習的探討，指出知識是情境化的，知識的獲取無法脫離社會環境，

強調學習應在真實的「情境」中進行才能產生具體意義，在與情境的互動中，學習

者自行探索、歸納有用的信息，建構出自己的知識（朱則剛，1996；林吟霞、王彥

方，2009；楊家興，1995）。換言之，不論教學或學習都應強調真實情境的結合與沈

浸，進而導出以學習者為中心之開放學習（open learning）的概念（林翠雲，2009）。 

Brown 等（1989）並提出「認知學徒制」13（cognitive apprenticeship）的教學

模式，強調安排真實的學習情境，落實情境學習理念，在情境教學的環境由教師示

範、指導、提供鷹架（scaffolding），使學習者逐步學會專家的認知和思維歷程，Lave

及Wenger（1991）的「合法周邊性參與」14（LPP -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

情境學習模式延續了「認知學徒制」的理念，強調真實化的學習環境，透過小組共

同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引導學習者作主動參與式的學習（朱則剛，1996；

林吟霞、王彥方，2009），此理念與建構主義的教育觀點相同，有效的情境教學使學

生主動參與學習，促使學生積極主動地想像、思考、探索與解決問題。特別是處於

非目的語境的外語學習由於時空限制，藉由影片將「情境」直接搬進教室，由教師

引導學習與思考、實際運用，最終能獲得對目的語文化較為充分的了解和適應，過

程中強調「學」與「用」的相互融合，是情境學習理念的最佳體現。 

（三）建構主義理論（Constructivism） 

建構主義認為學習不是從外界吸收知識的過程，而是學習者建構知識的過程。

學生都以自己原有的知識經驗為基礎建構自己的理解（陳琦、劉儒德，2005）。建構

主義的學習和教學要求學生通過「高水平」的思維活動、通過問題解決來學習（張

                                                      
13

 此理論乃將傳統學徒制的方法和精神應用到學校教育中，有關於閱讀、寫作及數學等認知領域的

教學之主張。此概念模式不但會對學徒之實作練習產生引導作用，還能讓學徒得以理解師傅之回饋

與暗示。認知學徒制強調技能的學習及後設認知的培養，且認為教師應逐步增加學習任務的多樣性

和複雜性。示範、教導、提供支持性的鷹架（scaffolding）及逐漸撤除參與和協助，以及讓學生進行

實作練習、反思、闡明與探究等活動，則為教師可運用之方法。解說資料取自：潘世尊（2012）認

知學徒制。教育大辭書。取自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453925/） 
14

 此理論描繪現實生活中的學習過程，認為在實務社群（community of practice）環境中，每個人均

是從周邊參與，再合法進入核心過程進行學習。情境學習論重視學習成員間的參與互動，是一種共

同參與的社會化學習觀。解說資料取自：林吟霞、王彥方（2009）情境學習在課程與教學中的運用

【期刊論文】。北縣教育，（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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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偉，2000），如此一來，需要學習者對知識發揮主導的作用，進行分析、綜合、評

價等靈活應用與思考，對信息進行加工轉換，透過新、舊知識綜合概括，形成新的

假設、推論，並對自己的想法進行推敲、反思。陳越（2002）亦指出知識要能理解、

運用得宜，便要促使學習者先主動思考，把新學習的內容跟自己已知的事物相聯繫，

然後對這種聯繫加以認真思考，再透過練習和活動幫助轉化成技能，基於自己的經

驗而建構的才能幫助知識的轉化，否則只能算是死記硬背。因此，學習者是知識建

構的主體，教師是建構學習的幫助者，影視教學的理念在以真實情境鼓勵學習者主

動積極地詮釋知識、給予學習者主動操控權（陳立芬，2007；沈忠偉，1995）；教學

的設計應圍繞在創造建構學習環境，注意學習者原有的知識經驗背景（吳雪松，2005），

幫助他們通過高水平思維來建構新知，並熟習內化。 

朱則剛（1996）整合出建構主義與情境認知理念在教學設計運作上的主要意義：

(1)由教學設計的理念，轉向學習活動設計的導向；(2)由注重學科的分科教學，轉為

注重學科整合的整體性知識的導向；(3)強調情境學習的重要性，由教學事件（events）

的設計，轉為學習環境設計的導向；(4)強調學習者的主動性；(5)賦予「學習者控制」

（learner control），加強互動性導向設計；(6)教師角色由知識傳授者，轉為學習的促

進者或教練的定位，有時促進者角色由同儕扮演；(7)強調「學習夥伴」（learning 

companion）的重要，鼓勵小組合作學習模式；(8)尊重學習者在學習成果上的個別

差異。影視短片即情境題材，本研究擬以真實化的情境學習之概念貫穿教學活動，

內涵將以建構主義與情境認知的理念為依歸。 

張世忠（1999）認為建構式的教學強調三個方面：(1)知識是學習者主動建構，不是

被動的接受或吸收；(2)知識是學習者經驗的合理化或實用化，不是記憶事實或真理；

(3)知識是學習者與別人互動與磋商而形成共識。因而使得教師的角色由傳統的傳授

者一變而為知識協助者。 

在教學與學習的應用上，可以總結為：(1)激發學生主動求知的慾望；(2)提供

學生各種學習經驗的機會；(3)教學採用互動學習方式；(4)多元化的評量方式（張世

忠，1999）。 

（四）可理解性輸入假設（Comprehensible Input） 

Krashen（1981）的語言輸入假說（Input Hypothesis）認為：語言得以習得的一

個重要條件，是當習得者（透過聽覺或閱讀）能夠理解輸入的語言，內容包含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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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者現有語言能力難一點的結構，若習得者程度是 i，其所能理解的輸入訊息應當包

含 i+1。換言之，學習者所學習語言的難度應該高於其現有能力，能使大致理解內容，

學習者為了理解新輸入的訊息，會利用語境、上下文搜尋連結過去的經驗知識進行

判斷，在此情況下受到挑戰而有所進步。Krashen 的輸入假說重視理解輸入材料時所

獲得的較高一級的語言形式在頭腦中留下的印象（吳雪松，2005），並認為最適合語

言輸入的特點是可了解並會感到興趣的輸入。 

影視教學的真實感和生動性雖可充分利用學習者的視覺、聽覺、思維和想像，

更重要的是影片及教學活動中的語言應符合學習者程度、以語言輸入假說為依歸才

能有助於學習，此點必須優先納入選材原則。 

（五）圖式理論（Schema Theory） 

文字和圖像都可歸納為視覺性刺激，但圖像（即影像）比文字更能夠引發直覺

性的反應（林麗娟，1996）。英國試驗心理學家 Bartlett（1932:21）15認為圖式是對

過去經驗的反應或對過去經驗的積極組織，圖式化是人們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在

回憶時，圖式幫助記憶檢索（許靜，2010）。圖式理論（Schema Theory）認為人的

大腦中有關於世界的各種知識，這些知識是以圖式的形式保存的，理解語言的過程

就是把接收的語言訊息跟大腦中的圖式建立關聯的過程，語言離不開語境，語境跟

話語的關聯愈密切，理解就愈容易（熊玉珍，2005）。圖式不僅指導我們理解各種事

物和經歷，而且有助於我們理解對這些事物和經歷的語言描述，包括書面語和口語

（王初明，1990）。因此充分地利用視頻資源中的情景，幫助學習者理解語言表達的

內容，並結合觀影後的學習活動如角色扮演、真實模擬等，能激活腦中原已儲存的

圖式，在下次溝通情境出現時建立起語言技能和影像之間的聯繫。 

（六）影視教學課程研究 

從語言教學法演進的過程來看，陳立元（1997）指出過程突顯出「聽」的重要，

若以媒體教材搭配教學可以推論出：「看」、「聽」、「說」、「讀」、「寫」順序的結論，

「看」、「聽」兩者是為「說」服務，且可以為「說」提供語言環境，以提高「說」

的技能，三者是相輔相成的；趙立江（1997）對中高級視聽說課程的學生作了調查，

從學生的反應看來，學生把「聽」作為目的，希望視聽說課程能幫助他們提高聽力，

                                                      
15

 資料取自：王新（2008）。圖式理論對大學英語聽說教學的啟示。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31（6），8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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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視」是輔助手段，有助於「聽」與「說」，但通過「聽」能間接地幫助「說」，

因此視聽說課程的目的不僅僅為「說」服務，而是「聽」、「說」能力共同的提高。

馬春林（1991）觀察了一項學習者的擴寫練習，歸結出影音結合的學習比單純依據

文字材料更有效。 

陳立芬（2007）以台灣電視劇《薰衣草》設計了四小時課程，以認知建構（cognitive 

constructivism）為設計理念，研究主要的方法為學生聽寫成績、課室討論內容、問

題作業單、心得寫作單、課後訪談等。研究可借鏡的優缺點為：以劇情討論引導口

語表達或扮演角色，可學以致用、增添樂趣，但觀片耗費時間，程度低的學習者詞

彙學習無法較好地吸收，觀片後的寫作活動成效不彰。 

盧令玉（2011）針對美國大學中文高級班，以任務型教學法結合「合作學習法」

（cooperative language learning）實施電影課程「飲食男女」，擺脫傳統電影教學，將

課堂時間運用在任務學習活動，結果由於在單元教學的第一課時就採用真實性、交

際性、目的性、趣味性的任務教學法，明顯地提高了教學與學習效果，有效帶動了

後來幾個課時的發展。 

劉渼（2011）在線上影片教學和評估模式的研究中以交際溝通的三種模式將影

片分類為人際互動（interpersonal mode）、詮釋理解（interpretive mode）、表達演示

（presentational mode），紀錄片雖多為幕後配音的獨白方式，較不能提供真實的對話

場面，但可作為表達演示技能的示範和模仿。以上分類及影片類型考量為研究者在

影片選材與規劃上的條理提供了些脈絡。 

三、影視華語教學實踐 

影視教學的具體實施及所需注意事項方面，陳立元（1997）對課室活動的時間

分配比重提出：若媒體為輔助教材，學生、媒體使用、教師三者之間的比重應為 5：

3：2或 6：3：1；若媒體為主要教材，媒體（影片）應於課前觀看，即學習者應「有

備而來」，課室活動的時間回歸於學生發言與教師輔助六：四或七：三的比重。另外，

趙立江（1997）認為視聽說教材應重視練習部分的設計，聽力訓練要有一定的量，

才能起到培養、提高聽力技能的目的，而在中高級階段，不能放鬆對學生的語音、

語調、用詞的要求，更應加強成段表達能力的訓練。 

徐凌志韞（1990）使用電影教材應用於中級華語課，其方式為將整部電影分為

十二個段落，每個段落不超過十分鐘，每節課看完一段落後討論生詞和句型，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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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先重看上次的段落，再看新段落，接著討論新段落中的生詞和句型，若時間許可，

多做口語練習，包括複述情節和討論電影內容。同時提到以電影作教材的要點，每

次只觀看到某段落或停頓於緊要關頭，使學生期待、渴望下一次的課。 

李淑清（1991）對中級程度學生進行電視短劇教學的作法為，24 分鐘的片子

六個學時（三次課）教完，第一次課，將影片完整地播放一遍，第二遍分段觀影，

教師對影片內容提示，使學生看懂每段細節，再發下生詞表和思考練習題的書面資

料，布置預習；第二次課，主要是會話訓練，講解完預習中的難題後，學生模仿劇

中的對白，進行角色扮演；第三次課，透過詞義擴展、增加詞彙量及複述內容、提

問討論，提高中級學生的語言水平，最後改編短劇「寫」成記敘文。 

吳咸宜（1997）記錄了其所在教學中心電影課程教師們的意見，其中對於中級

程度學生之學習提到：選修此門課的學生，要能聽懂，也要模仿對電影對白中的重

要說法；務求聽力、口語並重，不適合模仿的影片，以討論內容為主；於課前發給

學生完整的英譯詞彙單，視學生需求挑出常用詞彙，於上課時練習。 

薛玉娥（1999b）對中高級程度的電影教學流程設計提出，觀影前挑選重要詞

彙作20分鐘的造句練習，前提是學生需在課前預習詞彙，以便課堂上直接進行操練，

接著觀影，請學生說出情節內容，教師協助修正，再討論問題，最後作句型、語法

練習，作業為閱讀填充及作文練習，需運用所學之詞彙、語法、句型。 

李素賢（1994）以學生的程度和課程目標作為區分，安排不同的電影華語教學

方法和練習方式，對程度低的學生以單一影片為教材，主要練習聽力，作法為將電

影分成數個 15分鐘的段落，第一次先看整大段，複述內容，第二次分成小段，附加

解釋與說明，複述內容，第三次重複某小段，反覆地看與聽直到每字句都聽懂為止，

複述內容，最後再看一次完整的大段，複述內容。對程度高的學生可選擇多部電影，

以討論為主，作法為觀影前討論一些必備詞彙，觀影後立即討論，以口頭為主、筆

頭練習為輔，不需重複看影片，每個話題先讓學生小組討論，再公開討論，以和緩

上課氣氛，提高學生說話的機會。 

陳雅芬、張玲嘉、吳佳容（2009）整合了華語電影教學法的具體方法如下：觀

影前教師事先提供學生前導綱要，學生根據綱要做課前預習，以 10 到 15 分鐘為則

分段、分次觀影，依重點需求變換觀影方式，如蓋住字幕、有影無聲等以使專注情

 



第二章 文獻探討 

33 
 

節，接著依學生程度分組討論、複述內容。課堂作業之外，延伸至課外如短文、情

境寫作，教師錄音供學生複習，並要求學生寫後錄音，列入教學評鑑。 

田班超（2010）針對海外「看電影學漢語」的視聽說教學作舉例，總結為第一，

整幕放映，提出觀看中需要學生引起注意的問題；第二，看圖說話，播放前關閉聲

音，學生根據畫面講述理解的內容，鍛鍊口頭表達能力；第三，聽音複述，放映時

只放伴音，教師提問，使其複述梗概，之後復原以獨立訓練聽力；第四，分段講解，

在重要的地方暫停，講解語言點及文化；第五，重點播放，加深理解或給予更多模

仿機會。過程中，教師可布置練習題、引導討論或複述內容。 

盧令玉（2011）結合任務型教學法應用於中高級華語電影課程中，其活動設計

為：(1)任務前階段：課前觀片並完成預習工作單的十個問題，於上課時繳交，上課

時立即進行小考，接著於任務前以 PowerPoint 呈現，引出電影中重要的文化訊息，

激發學生的討論動機；(2)任務執行階段：以「合作學習」的方式分組進行討論重要

角色，共需完成兩個子任務，進行第二個子任務時需再次更換組員以促進互動交流，

整組共同擴展討論所有角色；(3)任務後語言加強階段：以教師規定的詞彙、句型做

成段表達的加強訓練，請學生先寫出書面段落，再與組員口頭分享所寫段落，經教

師抽問檢驗互動，最後共同檢討錯誤，另外學生須依據電影內容重編短劇、演出、

拍攝錄製、繳交劇本，作為期末口試成績。 

趙妍（2012）以影視劇作為聽力教學的具體策略為放映前將影片台詞整理出來

發給學生，並標示重點詞，對故事概要先行講解，播放第一遍時給學生設置問題單，

讓他們帶著學習任務觀看影片；播放第二遍時，按情節分段觀影，以學習新詞為目

標；語音訓練方面，分組配音模仿、表演，實踐證明在語調上明顯進步；訓練表達

方面，讓學生結合影片內容自由表達、分組討論或角色扮演，對主題提出各自看法

及感受。 

綜上所述，研究者歸納出教學實踐所著重的項目雖各有差別，影視教學的內容

主體基本上包含五項，一、課前預習；二、理解影片；三、語言知識學習；四、以

影片為參照點，達到作為「局外人」的目的，即以影片場外之局外人的角度討論影

片內容；五、達到作為「局內人」的目標，即運用如同場內劇中演員的話語表達與

交際。其中，並非所有的教學設計都含有第五項，也就是未將演員的話語使用轉成

自己的使用能力，未以「模仿」或者「體演」等活動來促進陳述性知識向程序性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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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過渡，傳統的影片視聽教學大多著重「局外人」的角度，討論影片自由表達、

學習生詞、語法，但少語用功能的認知，雖然進行複述內容的訓練，但少模擬、移

情至真實情境或其他與真實情境結合的任務活動。基於文化體演教學法的觀點，

Galal Walker（2010）說過，如果一門課不能幫助學習者形成一個有利於未來的目的

文化進行交流的文化記憶，那麼做為一個完整語言項目的一部分，這門課就失敗了。

而課堂活動如體演、模擬、角色扮演等，一定程度上可幫助學生積累體演經驗和文

化記憶，我們將重視這個層面的設計，幫助學生掌握並內化真實世界中話語的使用，

另外，各教師專家所提出的教學活動步驟，各有不同側重，其原理和用意將為後續

研究設計提供綜合參考。 

西語地區的學習者大多沒有課前預習的習慣（視學習目的與動機而定），需依

照學習者特性調整課前準備，此外，上述文獻探討多以電影為主，電影在影片分類

上屬於「人際互動」模式、影片時間長、生詞多、情節複雜影響理解過程、文化成

分含量高，與本研究設定休閒生活取向的微電影短片有差異之處，因而教學規畫與

教學活動將視影片類型、時間、場景話輪等進行總體考量。 

四、影視華語教學選材原則 

影片選材牽涉到語言學習的有效性與否、語境中的特定詞句和交際文化知識的

增進，故不可不謹慎考量。從文獻中歸納出專家、教師們對選材原則的建議，首先

須區隔媒體的功能作為教學主要教材或輔助（補充）教材，以及媒體的語言性，以

對白為主者，適合於模仿，以旁白為主者，適合於敘述或評析（陳立元，1997）。接

著選材原則主要可分為語言層面、題材層面以及放映層面，說明如下： 

（一）語言層面 

1. 考慮語音標準、發音清晰、語速適中（徐凌志韞，1990；李素賢，1994；趙

妍，2012；劉巍，2010）。 

2. 語言須為規範的普通話（徐凌志韞，1990；趙妍，2012；劉巍，2010）。 

3. 詞彙、語法、會話的難易適合學生的語言程度，符合可理解性輸入假說（Input 

Hypothesis）的原則（徐凌志韞，1990；李淑清，1991；李素賢，1994；單韻

鳴、陳靜雯，2011；劉巍，2010；陳亭均，2012），若對學生造成理解困難將

使其失去興趣和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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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反映漢語言文化的不同方面，包括語用文化、國情文化背景、專門性文化

三部分（單韻鳴、陳靜雯，2011），然而王海東（2002）認為應提供較多的語

言環境、豐富的對話，反映實際的溝通交際文化，避免過於強烈的「專業色彩」，

另外，語言點避免過於密集，以免學生必須始終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極

易疲倦，或者過於密集的語言點導致前面出現失聽，引起後面一連串不理解。 

5. 教授中高級程度學生，應選擇對白語句較完整的電影（吳咸宜，1997），讓學

生聽懂並模仿其說法。 

6. 避免方言色彩過重（史世慶，1986；李素賢，1994；陳亭均，2012）。 

7. 使用的詞彙應貼近生活（趙妍，2012；劉巍，2010）。 

8. 是否有中文字幕、符合學生閱讀正簡體的需求（李智慧，2010） 

（二）題材、內容層面 

1. 應針對不同的教學目的、符合課程的教學目標（李素賢，1994；單韻鳴、陳

靜雯，2011），有的課程主要訓練培養聽、說技能，有的注重文化知識背景，

應考慮到是否能幫助學生提高相關知識技能。 

2. 反映當今的社會面貌、內容貼近現代人生活（史世慶，1986；徐凌志韞，1990；

李淑清，1991；王海東，2002；陳亭均，2012），學生容易理解。 

3. 積極正面，兼具知識性、文化特色及趣味性（史世慶，1986；徐凌志韞，1990；

王海東，2002；趙妍，2012；劉巍，2010）。 

4. 具思想性、藝術性、全面性和科學性原則，內涵深刻（史世慶，1986；徐凌

志韞，1990；劉巍，2010；張明芹，2011）。 

5. 既能滿足學生欣賞需求，又確保學生觀後有感而發、具充分的討論性（陳立

元，1997；王海東，2002；張明芹，2011）。 

6. 影片人物、角色之間的關係與情節避免過於複雜（史世慶，1986；徐凌志韞，

1990；王海東，2002；李素賢，1994；陳亭均，2012），教師的解說不需佔掉

上課的大半時間。 

7. 獲得國內外獎項之優秀作品（張明芹，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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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放映層面 

1. 影片的音質、畫質清晰（李淑清，1991；李素賢，1994；陳立元，1997）。 

2. 長度適中（史世慶，1986；李淑清，1991；陳立元，1997；劉巍，2010），教

師可根據教學任務和學習實際情況擷取片段。 

以上是以電影作為媒體的選材原則，本研究擬設計以交際溝通的三種模式作為

短片類型的分類，因此需加以考量其分別以人際互動、詮釋理解、表達演示為前提

時所需顧及的事項，特別是詮釋理解類的訪談性節目，相異於電影有情節角色的演

出幫助理解，研究者認為對中級階段的學習者來說，訪談話題須為易懂、輕鬆的非

專業性談論，適合其年齡所關切的話題，具娛樂性或勵志性，訪談人物必須是學生

感興趣或熟悉的人物，以提高討論表達的積極性；而以表達演示模式的紀錄片，語

言性以背景獨白為主，選材時應注意內容能提供訓練學生單獨敘述、介紹或評析的

能力，至於人際互動模式的微電影，則可以上述電影的選材原則為依歸。 

選擇合適的影視材料是提高華語影片教學品質的關鍵，選材須綜合、同時地考

量多方因素，將是課程準備必面臨的挑戰，但優秀的教師善於選擇媒體，使學生可

以從中受益（陳定邦，1995），因此，本研究將依據文獻探討、學習者需求及教師教

學經驗的調查選擇短片，以符合學習者興趣，同時達到教學目的。 

第三節 中級華語口語教學 

本節主要就實際教學面探討中級口語這個專業領域的教學如何施行，透過了解

教學目標、內容與重點、教學原則和訓練方法，期能獲得口語能力訓練的指導方針，

為後續教材（短片）與教法（溝通式教學法）的結合做好奠基工作。 

一、口語教學與訓練 

（一）語體的問題 

呂必松（1996，2005）指出「口語」與「口頭語言」為兩種不同的概念，「口

語」（與「書面語」）是語體概念，「口頭語言」（與「書面語言」）是交際概念（語用

概念），跟語體無關，當前被稱之為口語課的教學，一般都以「口頭表達訓練」為主，

而口頭表達訓練的主要內容又大都採口頭語言，而並非是完全的口語（申修言，1996）。

戴悉心（2001）進一步釐清了語體方面的問題，說明「口語」是與「書面語」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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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但兩者的關係含有交叉的部分，「口語」包含純口語與非純口語的「中態成

分」，書面語也包含了純書面語與非純書面語的「中態成分」，兩者中的中態成分即

是對外漢語教學中所說的「漢語口頭交際語言」的主要內容，口語課的語言材料必

須是這個交叉的中態部分。施光亨和劉偉（1996）指出現代漢語和書面語的差異，

實際上是書面語化了的口語和口語化了的書面語的差異，所謂「口語」是經過加工

的、是書面語化了的口語，說明了兩者之「中態部分」的概念。因此本文之「口語」

並非語體概念的純口語，而指「交際概念」之「口頭表達」，這種口頭表達的語言不

完全是純口語或口頭語，同時包含書面語的一部分，而這種課程專門訓練「說」，旨

在培養、提升學習者的言語「交際能力」。 

（二）層次構成的問題 

呂必松（2005:69）區分「言語技能」與「言語交際技能」之不同在於言語技

能指言語的正確性，言語交際技能除了指正確性以外，還指言語的得體性。呂必松

（1996，2005）所謂「口頭表達」訓練或「說」的訓練，意指「言語技能」聽、說、

讀、寫四項技能中「說」的技能，而非言語交際技能，換言之，其所謂口頭表達訓

練注重的是言語的正確性，非本研究口語訓練所重，本文之口語表達能力雖然包含

「言語技能」之意，主要則指「言語交際技能」，重視言語的得體性、流暢性的訓練，

與初級階段的側重有所不同。基於 Canale 與 Swain（1980）對交際能力的定義，姜

麗萍（2007）加上「綜合能力」的觀點，將交際能力的成分加以劃分如下： 

 

 

 

 

 

 

 

 

 

圖二- 1 交際能力概念關係圖 

（資料來源：姜麗萍（2007）關於構建表「以培養交際能力為目標」的對外漢語教學框架的思考。

漢語學習，1，79。表格整理：王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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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口語能力採姜麗萍（2007）圖二-1所劃分之交際能力的構成，偏重其中語

用能力（pragmatic competence）所含項目之訓練，特別是社交能力（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詳細內容於第四節溝通式教學法之理論基礎再行探討。雖然呂必松

（1996，2005）並無具體指出口語表達能力的構成層面，以及與之對應的初、中、

高階段，只區分了語言技能訓練中的「言語技能」和「言語交際技能」，然其所指言

語交際技能，已對應於中級階段教學所著重的社會語言能力，故若根據呂的區分，

本研究之口語表達的範圍指「言語技能」和「言語交際技能」的綜合，唯針對中級

階段我們將著重後者的訓練。 

（三）技能訓練 

口語表達訓練不但是培養口頭交際能力的需要，也是促進語言習得的有效手段

（呂必松，2005:74），其技能訓練包含獨白與會話兩種形式（徐子亮、吳仁甫，2006；

蔡整瑩，2010）；呂必松（2005:69）指出口語表達訓練要做到言語得體，需在語音

形式、詞語、詞義、句式、語體、應對方式這幾個方面進行正確選擇，此即言語交

際技能訓練的內容，有別於只要求言語正確性的言語技能訓練。 

二、中級口語之教學目標 

要實現教學的規範化、形成教學指導原則，首先要先確立一門課的教學目標。

口語教學的目標在於提高學習者的口語交際能力，它是一種綜合能力，具體表現在

聲音表達的準確性、語言表達的正確性和語用表達的得體性（劉曉雨，2001）；蔣可

心（2001）認為從知識到能力有一個轉化的過程，口頭表達訓練的教學目的，就是

要幫學生完成由知識到口頭表達自動化的這個轉化。 

針對中級口語課的教學目的，鄭艷群（2005）以多媒體課件進行了中級口語教

學的實驗，認為課程目標在於學生開口率的提高，並訓練學生用所學詞語進行成段

表達的能力；張黎（1995）指出需先釐清口語的特徵應把握的要素為何，而非籠統

地說其目的為培養口頭交際能力，另外，需明確中級口語比初級口語複雜表現在哪

些層面。他認為口語中如「別逗了」、「哪兒的話」等在語境中的意義和功能不一樣，

已超越字面語義和結構所能解決的問題，在組織方式上，除了掌握連接方式，更重

要的是掌握交際策略，知道在什麼情況下該怎麼說才是關鍵，因此最終目的在掌握

口語的表達成分和口語的組織方式；初級口語教學圍是繞著基本語言知識和技能的

展開，中級階段則在初級知識的基礎上，學習特殊成分和組織規則，這些牽涉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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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社會與文化等因素，因此中級口語課的目標和重點，是要學習口語的語用知

識和技能。蔡整瑩（2010）就知識與技能兩個層面具體提出中級階段應達目標為： 

(1) 語言知識方面： 

應正確掌握語音、語調，及中級階段大綱所規定的詞語的基本義項和常用義項、

語法點、功能項目與口語常用句式。 

(2) 語言技能方面： 

1. 聽：能聽懂語速正常（180-220字/分鐘）的日常生活、社交對話、一般性交涉

或業務交往的談話、題材熟悉的新聞廣播、電視節目，對所聽材料的語音、

語調、語氣具有較好的辨別理解能力，及概括信息要點的能力。 

2. 說：能正確地掌握聲韻調及重音、停頓、語調變化，具正常語速與成段的表

達能力；經過準備，能完整流利地敘述一件事情；能夠就一般時事新聞、社

會生活話題與人進行交際；說話速度不低於每分鐘 140-160字。 

三、中級口語之教學內容與重點 

口語表達包括語音、語法和詞彙等語言要素，更離不開語用和文化要素，這就

是口語表達的具體內容（呂必松，1996），再者，說話訓練的內容既要包括「口語體」

語言，也要包括「書面語體」語言（呂必松，2005）。 

（一）成段連貫地表達 

成段、大段連貫地表達對學生來說是很難的事情，即使到了中級階段，學生的

表達仍缺乏前後相應的意念關係、句子之間語義不連貫，因此是中、高級階段訓練

的主要任務（蔣可心，2001）。劉曉雨（2001）、徐子亮與吳仁甫（2006）皆指出中

級階段進入到綜合性的訓練，應逐步增強成段表達和交際訓練的比重，呂必松（1996）

提出這樣的綜合訓練，教學內容不但包括語言技能，也包含語音詞彙、語法等語言

要素，如句與句和段與段之間連接的語法規則，還包括邏輯思維方式的訓練，周穎

菁（2013）認為這個階段應強調學習者充分表達個人觀點，進行溝通協商，注重反

思性，對組織語段、語篇、思想的要求較高，因此課堂上要留出足夠的準備時間，

讓學生梳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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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整瑩（2010）將「說」的訓練分為會話訓練和獨白訓練，獨白訓練就是加強

成段表達的訓練，他認為成段表達訓練應貫穿各階段，在中級階段，應特別著重連

句成段的能力，與初級不同的是，在語段內容、長度及組合方式上，都要豐富得多，

而訓練學生語段的計畫和選擇合適的語段組合，是中級階段成段表達的中心任務。

周小兵、李海鷗（2005）提到語言交際能力包含能滿足日常生活會話，能夠就普遍

性問題發表個人看法、與人談話，能夠連貫、有條理地成段表述。 

（二）得體地表達，遵循語用的原則的交際技能 

交際能力的核心是語言運用的適當性，語用知識是交際能力的一部分，對外漢

語口語課是學生獲得語用知識的重要途徑（楊眉，2008）。周小兵、李海鷗（2005）

指出中級學生雖然懂得很多詞彙和結構，但卻遠遠不等於能夠準確得體地使用語言

表達，因此這一時期的水平提高緩慢。所謂「得體」指的是在交際過程中語言形式

的選擇和使用必須跟特定的交際功能相適應（蔣可心，2001）。即遵循語用的原則，

根據交際對象、目的、場合，對詞語句式進行正確的選擇，使說出的話語適情、適

度、適合說話雙方的年齡、身分、關係，這種進行正確選擇的技能就是語言交際技

能（呂必松，2005）。 

中級階段學生已掌握了必要的語言知識和技能，接著應該開始向語用學習階段

過渡，掌握語境中的文化、社會等語用要素，合語法的語句不一定符合交際規範，

教師在此階段須建立學習者對整體語用功能的認知，讓學生能夠適應不同場合、不

同對象的表達言語與行為（張黎，1995；劉曉雨，2001，蔡整瑩，2010；陳亮妤，

2009）。因此，口語課的詞語、語法結構、語段規則必須圍繞著語用環境進行，金敬

華（1994）強調在結合語用環境之下進行對比練習，例如詞語教學對比，應將重點

放在同義詞、反義詞的對比上，向學生解釋其語用功能和使用範圍。隨著交際範圍

的擴展，劉璇（2008）對口語能力的培養，提到輸入的語言要包含多種類型的語言

功能和表示同一功能的多種句子形式，同時輸入的交際目的也要豐富多彩，而課堂

上如何使學生有效吸收這些資訊，蔡整瑩（2010）認為中級學生將學習到更多新的

功能項目的表達方式，例如概括（就這樣…）、推論（看樣子）、排除（先不說…）

等，每個功能項目在不同的場合、語境下，說法都有所不同，教師要即時地對同一

類功能項目的表達方式進行歸納和總結，而且要設置具體的語境，說明語用上的區

別，使學生更容易理解和運用，同時他認為學生了解一些中國人的文化心理，例如

個人隱私、時間空間概念、思維價值觀等也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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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語音方面 

蔣可心（2001）認為口語準確表達的能力訓練，其中之一在於發音準確，發音

不準、不合乎語言規範將會影響表達和交際，發音準確能先聲奪人，生動的表達就

成功了一半。中級階段的語音訓練應從初級音素音值、聲調等基本知識轉入重音、

停頓、語速、語調、語氣等語音技巧的訓練（張黎，1995；蔣可心，2001；劉曉雨，

2001；蔡整瑩，2010；伏雙全，2007；楊眉，2008），正確的語音、語調除了區別意

義，也有表達句子重點、強調、提醒對方注意的作用，可使表達更為生動（蔣可心，

2001）。劉曉雨（2001）認為訓練的材料不能停留在音節或詞語上，必須轉移到成句、

成段、成篇的語言材料。語音進入語流後，學生的錯誤明顯增多，中級階段的正音

不可放鬆，語音語調的練習要貫穿口語教學的始終（蔡整瑩，2010；伏雙全，2007）。 

（四）擴展、累積詞彙 

詞彙是語言表達的基礎，學生表達能力的高低與詞彙量的大小有很大的關係

（蔡整瑩，2010），在中級階段應有更高要求，進一步擴展和累積詞彙（徐子亮、吳

仁甫，2006；劉曉雨，2001），把累積起來的詞語按一定的結構組織成溝通的網絡，

根據語境需要從中選取相關的詞語，表達較為複雜的思想；蔣可心（2001）認為教

師應盡量幫助學生擴大和歸納同一語義場中的詞語，掌握得越多，表達就越準確、

生動。而蔡整瑩（2010）指出中級詞語學習的重點應包括口語中常用實詞（如：八

成、玩意兒）、固定短語（如：出洋相、說大話）、常用虛詞和表達結構（如：怪不

得、要不）、起連接作用的詞語（如：這麼一來、這麼說），應注意從交際功能和語

用條件的角度進行，但不宜作語義素、構詞法的分析（張黎，1995；蔡整瑩，2010）。 

（五）語言點、句子訓練 

蔡整瑩（2010）參照國家漢辦所編的教學大綱16指出中級的語法項目重點包括

虛詞的用法、補語的引申用法、各種關係的複句、口語表達中常用固定結構和句式、

反問句、語段知識（包括語段計畫、語段組合方式和語段表達）、口語表達中的特殊

現象（包括省略、易位、替代、緊縮、重複等）。徐子亮與吳仁甫（2006）認為句子

訓練較詞語更為重要，零散的詞語只能表示一些簡單的概念，將其加以整合生成句

                                                      
16

 高等學校外國留學生漢語教學大綱（2002）介紹了高等學校外國留學生漢語教學的性質與特點、

教學物件、教學目標、等級結構與教學內容、教學途徑、教學原則、教材編寫與選用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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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形成連續的語流才能表達出大腦中的意念。不論語言點的項目或是句子訓練皆

是為成段表達作的訓練。 

（六）口語特殊成分和組織規則 

由於合乎交際規範的語句，其字面義和結構義已超過了教材中現成的語法規則，

無法解釋交際時出現的語法現象，學生往往無法以口語呈現的特點，簡約、道地、

自然地表達，交際品質因而受影響，因此中級這個承上啟下的階段，要掌握的是口

語專用的表達成分和特殊組織規則（張黎，1995；劉曉雨，2001，陳亮妤，2009）。

蔡整瑩（2010）指出省略、易位、替代、緊縮、重複等是口語表達的特殊現象，是

中級階段要讓學生注意到的層面；周小兵、李海鷗（2005）認為口語是人與人面對

面的交際，參與者雙方說的話具有瞬間性，這種口語用詞豐富生動，句型靈活多變，

若不熟悉仍然無法與人交際，而課堂教學必須和社會交際接軌；徐子亮與吳仁甫

（2006）在口語課型的教學實施同樣指出，課堂上要從口語會話的特點出發，抓住

口語中的語言要素，將語言知識轉化為口語能力。因此，掌握口語的表達特點，目

的皆在使學習者了解並適應交際的情境。 

（七）快速表達、準確表達、生動地表達的能力 

蔣可心（2001）指出口頭表達的基本功應包括迅速抓住中心內容的能力、迅速

發現問題、提出問題、應答問題的能力，還必須進行專門輸出性的訓練；而準確表

達的能力，除了前文提到的語音準確，還有遣詞造句和意思表達要準確，也就是主

題要明確；生動地表達的能力的訓練重點是透過學會運用語音技巧、學會錘鍊詞語

和選擇句式來進行生動的表達，與前文我們討論的掌握口語表達的特點概念相通，

皆在使詞語、句型豐富生動，以求得最佳的表達效果，提升交際品質。 

（八）承接性話語、功能性話語、敘述性話語 

徐子亮與吳仁甫（2006）認為口語教學的內容可以概括為三種話語，即承接性

話語、功能性話語和敘述性話語17，初級重在單項訓練，語音─詞彙─語句─語段，

高級接段加強話題提出、擴展、轉換、結束的訓練，而中級階段，是成段表達、交

際訓練的綜合訓練，中高級口語著重口語的計畫、建構和執行（徐子亮，2002）。蔡

                                                      
17

 承接性話語：用來承接對方的話頭，表示應答、同意、否定、拒絕等；功能性話語：用來表示提

問，請求、致謝、邀請、建議等語言功能。敘述性話語：是說話人述說事件、見聞、體會等內容的

話語，可以列舉、介紹、解釋、下結論等。（徐子亮、吳仁甫，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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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瑩（2010）曾提到中級階段的交際策略教學，包括如何表示贊成、異議、承接、

轉換、補充、插話等，每種策略都含有多種表達的方式，哪些話題有什麼原則性的

反應說法，或是如何傳遞話語行為的意圖，教師應該抽取實際口語幫學生加以歸納，

訓練學生在反應話題之時如何得體搭配。以上這三種話語（承接性、功能性、敘述

性）都是人腦根據說話環境，由命題經過詞語、句式組合起來，再轉化為語音發而

為口語的，因此口語課要訓練幾個重點（徐子亮、吳仁甫，2006）：同一命題不同功

能的言語行為、同一命題的不同表達、話語對子18的搭配、敘述性話語的插入，隨

著話題的深入而展開，話題是敘述性話語的核心內容，由話語的提出、擴展、結束

三個要素組成，徐子亮認為會話能抓住這三者的學習和訓練，就能把學習者的程度

從初級擢拔到高級。 

換言之，具有交際性質的會話，由承接性、功能性、敘述性話語的表述構成，

敘述性話語是說話的核心，要講究話題的展開、轉換和結束，三種話語配合得當，

交際效率就高，教師應引導學生對會話表述的類型和會話結構有所認識。 

（九）學習策略 

蔡整瑩（2010）認為在中級階段學生已經自覺或不自覺地在學習中運用了一些

策略，例如補償策略、借用母語的策略、迴避策略，教師應提醒學生注意反思自己

的學習策略，給學生提供有效的策略建議，例如借助上下文或對方語氣等語境猜測，

定期對學習內容整理歸納，幫助學生發現語言的規律等。 

綜上所述，中級口語的教學內容重點須以口語特點與語用交際知識原則為核心，

與初級階段側重語言知識和結構大有不同，合語法的話語不一定合乎交際規範，什

麼情況下該怎麼說才是關鍵（張黎，1995），而這些在一般華語綜合課堂是無法深入

學習到的，這也就是本研究構想的本意，接觸那些綜合課所無法顧及的層面。 

四、中級口語之教學原則 

中級口語教學的重心已從語言知識的傳授轉入語用、交際能力的培養，如何在

課堂上激發學生的積極性，提高學習效率，接著我們就口語教學本身與課堂實踐方

面的討論歸納出幾項原則。 

                                                      
18

 由承接性話語和功能性話語搭配而成，如Ａ：真要好好謝謝您啦！Ｂ：沒什麼，應該做的。 

（徐子亮、吳仁甫，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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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口語教學本身來看 

張黎（1995）對於口語教學方法的規範化原則提到：首先是所用的方法要能有

效地將課程主要內容教給學生，教授語用知識、交際能力要避免分析式的講解、單

句範圍內的造句和替換練習；其次是要使一個單元的教學維持一個有機的整體關係，

即每一課的環節都要以重點新知為核心貫穿起來，保持教學的整體性，而不是在語

言上沒有規定，導致自由表達失控的課堂局面。 

徐子亮（2002）注重話語的建構、交談的順利性及會話的結構，他主張五項原

則：第一，口語教學必需加速兩種語言的轉換過程，即母語與目的語，要實現這兩

種語言的轉換，必先重視訓練之內容是否符合學生的轉換水平和能力；第二，要重

視合作原則，指會話時考慮對方的知識水平、接受信息的能力和所處的社會語境，

交談必須隨著對方的話題展開、深化、轉移，不能各談各的，互不相關，或是水平、

能力有限、對談話內容不了解、對話題毫無興趣，則會導致會話的失敗，王若江（1999）

也曾指出話題若很難激活學生腦中的語言材料，學生會採取一種冷漠的態度感到無

話可說，因此重視合作原則也需考量話題貼近學生的實際情形；第三，要留出足夠

的時間進行操練，因為從腦中意念到目的語的表達，是個多環節的程序，大部分的

話語需要臨時思索、組織，呂必松（1996）也提到，學生開口表達隨時都可能出現

錯誤，課堂上需要糾錯和進行反覆練習的時間；第四，注重語句的重現和復現，在

視聽過程中吸收的詞語，雖已存於長時間記憶，口語中卻不一定運用得出來；第五，

中、高級口語教學重點在口語的計畫、建構和執行，並需隨雙方話題的轉移而產生

和插入敘述性話語。 

話語材料的輸入方面，要多且要有高效率。Krashen（1981:104）認為人類獲得

語言的必要條件，是通過吸收可理解的輸入（comprehensible input）習得語言知識，

充足的、自然的可理解輸入（i+1）及多次復現，語言習得的進展才能奏效，因此中

級階段的口語教學應該用「大量的輸入」，在保證理解能力的基礎上提高表達能力（劉

曉雨，2001；伏雙全，2007；李雅，2009）。 

（二）從課堂實踐來看 

在課堂中營造使用語言的環境（金敬華，1994；劉曉雨，1999；蔣可心，2001；

周小兵、李海鷗，2005；鄭艷群，2005；劉璇，2008；王麗娜，2010），能真正帶動

學生開展使用所學的語言知識，是培養交際能力之口語課堂的一般性原則。徐子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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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吳仁甫（2006）認為語境的作用有助於理解和掌握詞語的用法，更易於記憶與運

用。而要真正掌握口語技能，由課內的情景延伸至課外的語言實踐活動也是教學不

可缺少的（呂必松，1996；金敬華，1994；王麗娜，2010）。由於課堂內所學通常是

從實際環境中抽象出來的一般知識和技能，常常被遺忘或保留在大腦內，需要運用

時不易被回憶或提取出來，因此強調情境式學習、情境性的認知是重要的，為了使

學習者保持並能應用所學的知識技能，必須在自然環境中練習使用（劉曉雨，1999）。 

交際化的課堂：培養口語表達能力就是在培養學生的口頭交際能力，應盡量使

課堂教學交際化（呂必松，1996）。學習和活動應為誘發真正的交際而設計，不但學

習的教材內容要有場景，讓學生學習、模仿，最終達到自動化地使用語言交際，課

堂中的活動也要交際化，例如兩人對話、小組討論、班級活動等，而且交際必需具

體化、任務化（周小兵、李海鷗，2005；伏雙全，2007；王青，2013）。若是沒有實

際意義的交際任務，就不可能有雙向互動的實踐過程（譚張紅，2013），因此教學應

盡可能給學生交際機會。交際化的重要性在於聯繫現實生活的思考，激活學生思維，

使學生在自然學習環境中提高語言表達，同時能注重培養成段表達的能力（呂必松，

1996；蔣可心，2001；劉曉雨，2001；徐子亮、吳仁甫，2006；伏雙全，2007；周

穎菁，2013）19
 

以學生為中心：口語課主要是學生練習、充分說話，教學著眼於促進學生之間

互動，教師作用僅在組織、指導和協助（呂必松，1996；劉曉雨，2001；蔣可心，

2001；周小兵、李海鷗，2005；劉璇等，2008）。 

精講多練：所謂精講的內容，除了講與情景相結合的功能，主要是講口語的表

達特點和用法，在課堂上再現社會口語的特色（張黎，1995；周小兵、李海鷗，2005）；

而多練是指多樣化的練習方式，如問答、複述、敘述、情景對話、講演、辯論、互

相訪問、班級調查、遊戲、多媒體影片等（周小兵、李海鷗，2005；伏雙全，2007）。

另外，互動形式要有變化，如師生互動、生生互動、群體之間互動（譚張紅，2013），

多樣化的教學手段可激發學生參與，提高學習效率。 

重視語音：伏雙全（2007）認為口語教學中的原則首先包含強化語音、語調練

習。口語表達交際中語音技巧的運用至關重要，在前文教學內容與重點已討論，可說

語音技巧掌握的程度如何，是決定一個人漢語水平高低的重要標準（蔣可心，2001）。 

                                                      
19

 參考資料同前文教學內容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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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語境解決語用失誤：語境是決定話語意義的先決條件和交際得以順利進行

的重要因素，口語訓練中應以功能意念項目為綱，把各種功能意念項目放到具體的

真實的語境中去練習，同時為學生提供不同的表達方式（蔣可心，2001；陳作宏，

2003）。因為不同的交際行為總是產生於適合於它的特定語境，陳作宏（2003）也強

調在教學活動中，有意識地培養學習者辨別語境的能力。 

啟發學生動腦動口，激發學習興趣：教師要能調動學生「說」的積極性，配合

學生心理、年齡、背景等特點，創設真實、豐富的情景，找出他們感興趣的話題，

讓他們想方設法地表達自己的思想，營造寬鬆、和諧的口語交際氛圍（蔣可心，2001；

譚張紅，2013），培養學生創新、實踐的能力，盡量使每位學生在不同程度上獲得成

就感，增強學習信心（王青，2013）。 

糾錯方面，周小兵、李海鷗（2005）和蔣可心（2006）一致認為應恰當實施修

正原則和監督原則（Monitor Hypothesis）無論是教師對學生有錯必糾，還是學生對

自己的過度監督，都會造成交際的失敗，走到另一個極端，但若只考慮交際的順暢，

不注意準確地使用語言，最終也無法達到交際目的，因此教師應把握糾錯的方式和

時機。王麗娜（2010）則強調重視口語訓練就是要糾正學生的腔調問題和語序顛倒

現象，課堂上應幫助學生糾錯，同時反覆鞏固和訓練。 

跨文化交際時，容易因為文化背景不同導致信息的錯誤理解，因此中級的口語

教學還要特別注意交際文化的解釋，培養學生的跨文化意識（周小兵、李海鷗，2005；

伏雙全，2007；周穎菁，2013）。 

口語教學目標、重點、原則與方法其實是相通的概念，研究者認為將課本或短

片中的語言知識和實際需要相結合，注重語言內部交際文化的語用教學，也就是社

會語言能力的培養，是中級階段口語教學的方向已無庸置疑，然而如何做到建構學

生語用認知的同時，在歸納、總結、對比方面避免過度分析式講解，簡言之，如何

在課堂上兼顧知識講解與技能培養的語用教學，使學習者能將語言形式與文化心理

之間的關係融會貫通，並能創造性、得體地使用語言，是本研究亟待發展得知的。 

五、中級口語之訓練方法與教學實踐 

根據中級口語的教學內容重點，本文接著歸納出教學上的訓練方法。口語表達

的訓練方式多樣化，例如問答、複述、敘述、釋義、情景對話、講故事、演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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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辯論、調查訪問、遊戲等，只要教師明確教學目的，課堂上的練習對學生來

說應該都是一種樂趣（周小兵、李海鷗，2005）。 

徐子亮（2002）認為中高級口語教學重在口語的計畫、建構和執行，教師課堂

上給內容、給情景，例如運用圖畫、錄影、聽故事等方式，讓學生根據複雜的命題

來計畫句子和句子成分，選擇詞語、句式來思維和表達，在此基礎上進行對話訓練；

並隨著說話雙方話題的轉移，學習如何插入敘述性話語。在話語執行過程中，儘量

減少停頓、重複和失誤，逐步達到流利的程度。 

周小兵與李海鷗（2005）認為中級以上的學生應能在日常生活中自由地進行成

段口頭表達，為達此目的，對課文以內的討論，要選取教材中適合成段表達的語段，

找出語段中的關鍵詞語和重點句型，讓學生運用這些詞語分別複述語段內容，或是

離開這些結構進行新的語言組合，除了圍繞課文練習，還要遠離課文內容進行成段

表達訓練，這時教師作為參與者，加入討論，但話不宜多，點到為止，處於與學生

平等的地位，可使課堂氣氛真實化。 

成段表達能力的訓練方面，呂必松（1996）提出主要是練習方式，例如： 

(1) 複述課文 

(2) 把敘述體改為會話體，把會話體改為敘述體 

(3) 回答老師的問題或學生之間互相問答，答話要有兩句以上 

(4) 根據老師給的關鍵詞語和句型說一段話 

(5) 根據老師給的題目講一個故事、敘述一件事情或描寫一種現象 

(6) 看圖說話，圍繞一定的話題進行課堂討論或辯論 

(7) 用漢語解釋語言點 

(8) 報告新聞 

(9) 演講比賽 

蔣可心（2001）認為成段、大段表達當中最主要的問題是銜接、連貫的問題，

例如在詞語、句式、語氣、語調的選擇上，前後的語體風格要一致，詞與詞、句與

句、段與段要保證有語義上的連繫，教師必須引導學生發現詞語間的相互關係，幫

助學生將所學的詞彙分成不同的語義場，利用學生已掌握的複句中的意念關係，自

然過渡到句與句、語段與語段間邏輯關係的理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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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整瑩（2010）認為成段表達的中心任務是進行語段的計畫與選擇合適的語段

組合方式，語段的計畫是訓練說話前理順自己的思想，明確地表達中心意思，先說

什麼、後說什麼（徐子亮，2002；劉璇，2008；李雅，2009），另外，不同類型的語

段要使用不同的關聯詞語來組合，因此要使學生熟悉不同類型的語段與特定關聯詞

語的搭配，主要方式為找出一段話中的關聯詞語、組句成段、給語段添加關聯詞語、

按指定的語段形式進行表達等。徐子亮（2004）認為成段表達的訓練方式，有的提

供說話的內容，如複述、介紹、話題展開、講故事、看圖說話等，有的給出相關詞

語作組句成段或組段成篇，訓練學習者的邏輯思維，無論是思維的訓練，還是話語

表達的訓練，都需抓住事件和述說的順序線索來安排語句。 

綜合訓練方面，實質上是話語產生的訓練，從頭腦的意念到說出話語的三個階

段：話語計畫、話語構建、話語執行。而口語表達的綜合訓練，即獨白和會話兩種，

要圍繞著這三個階段來進行（徐子亮，2004）。劉璇（2008）也強調話語輸出、輸入

的結合，在輸出練習的設計上，他認為不僅要訓練如何說，而且要訓練他們思考該

說些什麼，也就是話語計畫。徐子亮（2004）指出：獨白性口語的語篇計畫訓練方

式，目的在把非線性的思想整理成線性的、條理化的話語，例如新聞報告、講故事、

演講、評述等，都要求學習者制定出自己的語篇計畫，培養用漢語思維的習慣；而

會話性訓練注重會話規律，即如何開始說話、輪流說話、如何結束，會話訓練需在

交際中進行、加強情景會話的練習，把學過的話語結構遷移到相同的情景，在真實

的環境中根據具體情況來鍛鍊會話，也應用模擬的方式展示情景，遊戲、表演、問

答、討論等不同的具體方式，都可把虛擬和實境結合起來在交際中展開會話。 

語音方面，由於詞語在一連串的語流中會發生一些語流音變，這些音變在沒有

進入語流前是表現不出來的（蔣可心，2001），因此前文（教學內容重點）已提到中

級階段應重視語流中的語音訓練，主張聲、韻、調訓練與句子訓練相結合（劉曉雨，

2001），詞不離句，同時輔以語音理論知識的指點，既能突出句子的整體訓練，又能

抓到學生進入語流中所發生語調的實際問題。重音方面，蔣可心（2001）指出多音

節詞的幾個音節都有約定俗成的輕重差別，只有遵循這種約定俗成的規矩說出來的

話語才自然，這種重音能力的培養要在詞語教學時就要求讀出重音。節奏方面，蔡

整瑩（2010）提出應該通過實例讓學生感知、體會語速快慢在表達不同情緒時的作

用，並通過模仿、朗讀等練習培養學生的語感；同時，他認為正確的停頓有助於對

語義的理解，可通過針對性的練習，如指導學生在課文中標注停頓的位置，或者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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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標注停頓位置的練習材料，讓學生判斷和朗讀等，使掌握正確的停頓。孫雁雁（2004）

以朗讀來培養中級學生的口語輸出能力，認為朗讀可以發揮在語流中正音、正調，

培養學生的語感等作用。 

教師在口語課堂的作用，既是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課堂，對教師的要求是很高的

（劉曉雨，2001；周穎菁，2013），教師要結合語言形式與應用，把握訓練原則，發

展有效的練習方式，維持指導，培養氣氛、觀察、筆記、改錯、歸納（佟秉正，1986）；

教師要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興趣，並使每位學生在不同程度上獲得成功，增強學

習信心（王青，2013），引導課堂交際的能力時，要選擇合適的話題，精心設計交際

的活動，推動學生之間的互動，使教學充分體現交流的同時，要有條不紊地進行，

活動完成後需做好總結，對活動和學生的錯誤做出點評、修正，提出完善交際的建

議（周穎菁，2013）。  

六、結合交際或任務型教學的口語課 

吳中偉（2004）指出交際任務教學法（Task-based Approach）的交際性和真實

性由於模擬真實交際活動，能大大地提高語言交際能力的效率。片面強調結構形式，

或片面強調交際內容，都無法發揮學生運用所學新知的積極性，因此把教學活動分

為任務前、任務中、任務後可以解決此問題，但其弱點是語言形式上的循序漸進較

難控制，難免違背語言結構的習得順序。蔡整瑩（2010）也認為中級階段的口語課

可採用任務型教學法，常規的教學模式也提倡結合任務型教學的作法：在任務前階

段進行任務的介紹、語言準備、任務的示範和規畫；任務中階段進行任務的實施、

學生準備報告、報告任務和結果；任務後階段教師總結、對學生語言形式和語用錯

誤進行分析、修正。靳洪剛（2011）則整合出現代語言教育受教育學方面的影響，

強調教學要以學習者為中心，要讓學習者參與學習過程，進行各種合作及個人化教

學（individualized teaching），強調與實際經驗結合起來，教學方法以溝通為目的，

透過任務教學的方式達到第二語言教學的目的。 

交際法（communicative approach）強調實用性概念和交際能力是語言教學的重

心，要求教師圍繞教學內容，以交際的角度設計練習，以大量交際和模擬交際活動

為主要手段達到靈活運用語言（方麗娜，2003）。運用交際法教學的基本任務就是設

計真實的交際活動，讓學生運用技能解決實際問題，要有信息差，而不要明知故問

或僅是演示，需連繫語用（劉曉雨，2001）。劉璇（2008）贊成常規的教學模式與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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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法適時適地的融合，來提高學生的口頭表達能力，交際活動重點在於充分利用時

間做好暖身練習，學生在預習的基礎上就所學內容進行討論；每課講解完畢就讓學

生主導小組討論、進行演講比賽或小型的戲劇表演。周穎菁（2013）從跨文化交際

能力的角度切入中高級口語教學，強調第二語言能力和多元文化意識齊頭並進，他

認為教學方法應有效推進個人觀點表達以及學習者之間的交流，促進跨文化交際活

動，因此活動重在進行溝通、協商、注重反思性，例如用信息差交際、拼圖式交際、

解決問題式交際、觀點交換型交際等。  

劉曉雨（1999）曾提到學生相互合作的對話圈有利於知識重新建構，能促進記

憶，他根據教學理論、實踐和調查統計，指出大部分的學生認為課堂中的情景會話

對口語能力的提高有幫助，肯定模擬實境操練的作用；王青（2013）認為角色扮演

（role-play）能很好地達到現實生活的模擬，這樣的交際訓練途徑能讓學生學以致

用，伏雙全（2007）也強調要為學生創造習得的環境和條件，就要把課堂變成開放

的場所，活絡、調動學生的思維，通過模擬現實把交際引入課堂。 

語言學習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在社會中與人交際，教室所學若無法在真實世界學

以致用，會使學生感到沮喪，研究者認為學習口語交際能力是一段長時間的「過程」，

透過上述觀點，以真實交際為出發點的活動形式能幫學習者綜合地掌握語言結構、

功能和語義之間的關係，經由課堂上模擬使用語言的種種機會，在錯誤中學習、累

積經驗，進而在真實的交際中逐漸得心應手，是非目的語境的口語課堂更應重視的。 

第四節 溝通式教學法  

由前文可見學者們認為以結合交際式或任務型的教學法能更有效地達到口語

教學與學習的目標。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是教育學理論早已認可的教

學方法，靳洪剛（2011）指出：建構主義學習理論（constructivist theory of learning）、

Piaget 的認知發展理論、Vygotsky 的認知改變理論都是提倡合作學習的方法，這種

方法利用學習的社會性，讓學生在互動合作中理解複雜的現象及概念，透過以學生

為中心的合作學習，已證實對知識的長期記憶具有正面效果。本研究為提升中級程

度學習者的口語交際能力，擬以具合作學習概念的溝通式教學法（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以下簡稱 CLT）作為短片口語表達課程的主要教學途徑，以下

針對溝通式教學法之理論基礎、目標、教學特徵與原則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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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CLT 理論基礎 

60 年代末期語言教學界開始檢討以語言結構為綱的聽說法（Audio-lingual 

Method），與此同時英國的語言學家們也質疑情境式教學法（Situational Language 

Teaching）的理論，他們開始注意到僅有語言能力還不夠，必須知道如何運用語言，

教學的重點應該落實在溝通能力而非語言結構，才能在真實社會中進行交際，於是

70 年代末期和 80 年代初期發展出了溝通式教學法（CLT）。其理論基礎主要為社會

語言學與建構主義理論： 

（一）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 

掌握一門語言最終是要能運用自如地與人進行交際，Chomsky（1965:3）提出

「語言能力」（competence）的概念指出理想的說話者和聽話者固有的共同語言知識

能力，即語音、詞法、語法、語義等規則，這種能力使雙方能夠正確地聽講，而不

受其旁無關乎此規則條件的影響，至 60 年代末期語言教學界開始質疑並注意到語言

的實際運用，Hymes（1972）認為「語言能力」僅只是語法規則的能力，在此基礎

上更應關注的是語言實際運用的問題，包括交際、語用上的許多規則，於是提出了

「交際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亦稱溝通能力）的概念，進一步拓寬了

語言能力的觀點，Hymes 認為交際能力包含四個組成要素：(1)可能性（possibility），

指語言系統知識，即語言形式的合法性與否；(2)可行性（feasibility），即便是合乎

語法也有可能是無意義的句子，而必須考慮對事物認知的合理性才是可行的；(3)得

體性（appropriateness），是在交際語境的場合、時間、對象相關條件下選擇最恰當

的表達方式；(4)使用頻率（occurrence），即習慣上的用法為何、常說或是不常說。

四方面總歸為說出來的言語合乎語法之外，語義上須有可接受性，知道在什麼時間、

什麼場合、對什麼人說什麼話，並且是目的語的習慣用法。 

Hymes提出交際能力之後，Canale 與 Swain（1980）進一步闡述了交際能力應

包含的四項能力：(1)語法能力（grammatical competence）；(2)話語能力（discourse 

competence），超句或超段邏輯地組織、連貫話語的能力； (3)社會語言能力

（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即依場合得體表達言語的能力；(4)策略能力（strategic 

competence）使用各種語言或非語言手段達到交際目的的能力，包含如何開起話題、

結束、持續、補償的能力。姜麗萍（2007）根據 Canale 與 Swain（1980）的闡述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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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劃分（如表二-1
20所示），他認為語用能力（pragmatic competence）的範圍正

是由社交能力（即 Canale 與 Swain 所指社會語言能力）、話語能力、策略能力三種

能力結合而成，但姜麗萍（2007）認為交際能力並不只是簡單的語言能力加上語用

能力，而是自然環境中自如、得體地表達自己思想和觀點、抒發自己情感的一種「綜

合能力」，因此「交際能力」應該由語言能力、語用能力、綜合能力組成。換言之，

除了綜合能力，其中的語言能力和語用能力的內容涵蓋了 Canale 與 Swain（1980）

的四項能力。 

表二- 1 交際能力概念關係表 

 

 

 

 

 

交際能力 

語言能力 語言知識 課堂講授  

語言技能（聽說讀寫）  

 

 

課堂訓練 

 

 

模擬情境 

 

接近真實情境 

 

 

 

語用能力 

社交能力（即社會語言能

力或得體表達能力） 

話語能力（即語篇能力） 

策略能力（即話題的開

啟、結束、持續、補償等

因應策略） 

綜合能力   真實場景體驗 

（資料來源：姜麗萍（2007）表格整理與註解：王璽英） 

范開泰（1992）則曾指出漢語的交際能力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1)漢語語言系

統能力，即合語法性和可接受性；(2)漢語得體表達能力；即根據說話時的具體語境

選擇最恰當的表達方式；(3)漢語文化適應能力，即用漢語進行交際時能適應中國人

的社會文化心理習慣。這三項所涵蓋與姜麗萍（2007）的概念相較，差別為缺少話

語能力，然而「交際能力」的梗概輪廓已明顯可見，除了以語言知識系統為前提，

總是離不開語用和文化要素（呂必松，1996），研究者認為口語表達訓練其實就是口

語「交際能力」的總訓練，而針對中級階段又著重於社交能力和話語能力。方麗娜

（2003）整合了語言交際能力養成的綜合要素，提到交際能力是一個複雜的概念，

                                                      
20

 架構同第二章第三節「圖二-1」，在此僅加上括弧中的註解。 

 



第二章 文獻探討 

53 
 

它涉及到語言、修辭、社會文化、心理等諸多因素，實際上則體現了一個人的整體

素質，因此任何目的的外語教學都要貫徹語法、交際、文化三項重要原則。 

溝通式教學法旨在培養溝通交際能力，將語言的功能和結構層面結合起來，達

到一個更為全面的溝通觀點（Littlewood，1981），學習者同時了解語言形式和語言

功能意義必須要能考慮社交情況，得體地表達（Freeman，2011）；程棠（2008）指

出溝通能力在語言學上屬於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乃指語言溝通時對社會

環境的了解，理論基礎來自於 70年代功能法引進的交際能力概念，研究的是人在社

會語境中所說的言語，與 Chomsky提出的理想人的語言，屬於生成語言學（generative 

linguistics）的範疇截然不同；同樣的概念呂必松（1996）曾指出語言能力和語言交

際能力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能力，語言能力屬於「語言範疇」，保證的是語言正確性，

語言交際能力屬於「言語範疇」，除了正確性，還要受到語用規則的制約。而所謂語

境（context）即是語言的使用離不開一定的交際場合、交際對象和交際目的（呂必

松，1996），語境背景不同，語用規則就不同，換言之，僅有語言能力無法應付社交

中實際語言的複雜性，Savignon（2002b:15）認為交際能力就是具體語境（context 

specific），成功的溝通是能在特定的情境、對特定的對象者適切地選擇語域（register）

和語體（style），只有在完整的語境背景、條件下才能判斷特定語句的適切性，因此

大量的語境有益於獲得交際能力的培養。 

Hymes等語言學家所強調之交際能力理論，說明了在某一社會語言中，一個講

話者為在各種交際語境中具有溝通能力所需要的知識，才是語言學習的本質與目標。

然而要達到語言學習的最高目標，語言知識與技能實為不可或缺的基礎，根據

Johnson（1984）和 Littlewood（1984）21主張的學習理論認為語言溝通能力的獲得

是語言技巧進步的例證，它包括認知與行為兩個層面，行為層面主要是靠將認知層

面的法則（包括語法規則、步驟等）變成行動才能實現，此理論強調練習做為培養

溝通技巧之方法；呂必松（2005）亦指出直接交際和反覆練習有利於把語言知識轉

化為言語技能，而交際技能又必須以言語技能為基礎，因此通過語言知識→語言技

能→語言交際技能之過程，方為達到培養交際能力的完整過程。 

 

 

                                                      
21

 引自吳君平、劉遠城、詹明峰、劉家禎（譯）（1997）。語言教學法（原著：Richards & Rodgers，

1986）。台北：五南圖書。頁 1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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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 

建構主義的理念認為「知識是學習者主動建構而成」，可說學生的掌握能力在

某種程度上是由他們的建構能力決定的（劉曉雨，1999）。建構主義不但在影視教學

上做為其理論依據，對溝通式教學法更有著直接的影響。其理念、特色及在教學運

作上的意義，已於前文討論（參閱本章第二節第二部份「影視教學理論」），在此以

「原有知識」、「主動建構」、「情境」、「互動合作」、「個別差異」、「師生角色」這些

關鍵字概括其重要性，一一簡略說明如下：（朱則剛，1996；張世忠，1999；李柏令，

2003；陳琦、劉儒德，2005） 

(1) 原有知識：以學習者原有的知識經驗、背景為基礎建構自己的理解。 

(2) 主動建構：要求學習者主動探索發現去建構知識，主動蒐集、分析相關資料，並

提出假設和驗證。 

(3) 情境：透過為學習者創設真實情境來學習。 

(4) 互動合作：學習必須通過與外界的相互作用來建構新的理解，例如：師生提問、

合作解題、小組討論、表演、展示。 

(5) 個別差異：重視學習者個別特質及學習成果差異，使其有同樣體驗學習樂趣與享

受成就感的機會。 

(6) 師生角色：以學生為中心，教師由知識傳授者轉變為學習的協助者，激發學習者

興趣，幫助形成學習動機、組織協作學習。 

其中劉曉雨（1999）對課堂中的語言獲得特別強調互動合作，認為語言的發展

是在兩人或兩人以上持續談話的環境中進行的，每個人都在以自己的經驗為背景建

構對新事物的理解，同時在其他人談話過程中接收新信息與檢驗已有的信息，學生

通過自己發現例子之間的關係學習使用規則，比教師給他們分析或描述的過程更能

得到滿足。此外，李柏令（2003）認為建構環境下的教學還要強調對學習環境的設

計，使學生在其中自由探索和學習，且可利用各種工具、平面材料、多媒體來學習；

教師為學生介紹獲取信息資源（教學媒體和資料）的方法；學習過程中的一切活動

都要圍繞著「意義建構」這一中心來進行。 

 

 



第二章 文獻探討 

55 
 

二、CLT 目標、特徵與原則 

溝通式語言教學目標在培養學生運用目的語溝通之能力，這種能力不只是語言

規則知識的能力，還包括溝通時對語意的瞭解及應用能力（Littlewood，1981；Nunan，

1989；Savignon，2002b；Brown，2007；呂必松，2005），詳細地說，則包含語法能

力、社會語言能力、話語能力、策略能力四項能力（Canale & Swain，1980），然而

溝通式教學觀的溝通能力是基於語法能力的掌握與獲得，再進而向前增進語用能力。

Freeman（2011）指出 CLT的目標要求學習者達到掌握語言形式（linguistic forms）、

意義（meanings）和功能（functions），須知道不同的語言行式可使用於同一種語言

功能中，同一種語言形式也可運用於不同的語言功能中，在社交語境中選擇適當的

表達方式，還必須能掌握語義協商的過程，僅僅語言知識將無法勝任語言的交際。

因此，語法能力是培養溝通能力的必備條件，但並非學習的最終目標，Yalden（1983: 

122，1987: 94）提出平衡原則（the principle of balance）的觀念（如圖二-2所示），

認為「語言形式」教學和「溝通功能」（communicative function）教學隨著課程進行

不同階段（level）的遞進，總體將維持平衡（maintaining the balance），在第一個階

段顯現語言形式教學的比重大於溝通功用，第二階段溝通活動的比例逐漸提高，語

法教學仍佔有其重要地位，兩者比例相稱，到了第三個階段平衡比例再度變更，可

知初、中、高每個階段都需兼顧「溝通能力」和「語言形式」，只是隨著時間的進程

比例不相同，課程設計亦須隨之調整。 

 

 

 

圖二- 2 Three levels in a Balanced System 

（資料來源：Yalden, J., 1983. The communicative Syllabus: Evaluation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p.122） 

為了培養溝通交際的綜合能力，Richards 與 Rodgers（2001:161）指出溝通式

教學的三個基本學習原則： 

(1) 溝通原則（communication principle）：透過實際的溝通情境能促進學習。 

(2) 任務原則（task principle）：運用語言完成有意義的任務，可增進學習效果。 

Linguistic form 

Communicative function 

I II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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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意義原則（meaningfulness principle）：教學內容與活動能對學習者產生意義者，

可促成學習效果。 

溝通式教學法的倡導者將其視為教學的一種途徑（approach），而非方法（method）

（Richards & Rodgers，2001；Nunan，2004），它的學習途徑不用方法、沒有教科書、

不講語法規則，這樣定位的途徑挑戰了過去語言教學法的觀點，卻能使語言的實際

應用很快地上手22，Richards 與 Rodgers（2001:158）認為這種直接學習而非緩慢練

習而來的溝通行為是溝通式教學理論之中心論點。 

Howatt（1984:279）將溝通式教學法分為兩種類型：強勢版本（strong version）

及弱勢版本（weak version），前者直接通過溝通而掌握語言，任務型活動是其中一

種方式，後者將掌握的語言知識應用於溝通，它提供給學生多種活動以獲得進行交

際的機會，研究者認為這種「不用方法、沒有教科書、不教語法」的學習觀點大體

上傾向強勢版本，但仍含有一定程度的弱勢版本比例，而其顯見的成效，還要歸功

於溝通式教學法主要的特色之一：將學習者學習過程之需求置於首位，也就是依照

學習者的特質、需求、興趣來決定教學和教材的內容、進度和評量方式。因此從師

生角色來看，課堂上學生的重要性和自主性提高，學生是主角，教師則扮演顧問諮

詢（counselor）、促進學習、資源整合者（organizer of resource）、分組活動輔導員（group 

process manager）的角色，隨時聽取學生意見，提供協助，同時考慮學生不同的興

趣、特質和背景，更重要的是將教室轉變成一個溝通活動的環境（Richards & Rodgers，

2001；曾妙芬，2007）。 

Nunan（1991）23所定義的溝通式教學法之特色，亦顯示出其對學習者需求之

重視：(1) 注重經由互動而達到學習如何以目標語言溝通；(2) 在學習情境中使用真

實生活中的語料；(3) 提供讓學生專注在語言及學習過程的機會；(4) 學生的自我經

驗成為課堂學習中相當重要的一環；(5) 試著讓課堂學習和課堂外的語言使用情境

結合並且注重教室中和教室外所學習之語言的相互關聯。 

強勢、弱勢溝通式教學法側重雖有所不同，但均透過大量的活動練習來幫助學

生達到溝通目的，這是溝通式教學最明顯的特徵（施玉惠，2001；Freeman，2011），

                                                      
22

 一位西班牙學習者提到曾於北京學習漢語，透過類似的教學形式而學習有成。但為單班課。 

網路訊息：丁大偉（2012）人民日報。西班牙人辦線上學中文網站 助力外國人學漢語【新聞群組】

取自：http://media.gxnews.com.cn/staticpages/20121008/newgx507226ff-6184765.shtml 
23

 引自維基百科（2014）溝通式教學法。http://zh.wikipedia.org/wiki/溝通式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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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教學活動視教室內的活動為語言練習，以為教室外的溝通活動奠定基礎，溝通

式教學活動強調溝通與學習同時進行，溝通是語言學習的目的，也是過程（朱錫琴24）。

Savignon（1983:9）25曾說：溝通知能是層層相關的，並非獨立存在，而且取決於所

有參與者的共同合作。因此，課堂內的活動練習常以完成任務、資訊的交換和分享

來進行（Richards & Rodgers，2001），由教師設計各式各樣的溝通活動，藉由分組

進行、師生和學生之間的互動，增加學生使用語言的機會。Littlewood（1981）指出

溝通式活動對語言學習的貢獻在於達到全技能（whole-task practice）的訓練，促進

學習動機，使語言學習得以在自然的過程中進行（allow natural learning），並且能創

造有利於學習的語言情境。 

活動與練習種類繁多，Littlewood（1981）將主要活動分為「功能性溝通活動」

（functional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與「社交互動型活動」（social interaction 

activities），功能性溝通活動例如利用圖片比較異同，組員分工依照教師之說明做

事，按照線索解決問題（problem-solving tasks）等；社交互動型活動包含討論與對

話、演戲、模仿與角色扮演、短劇、即席演講和辯論。後者是前者進一步趨向真實

化的設計，Littlewood（1981）認為學生必須對其同等重視，因為社交互動型活動

更加接近教室外真實的溝通情境，而這種實際情境兼含兩者。故透過多樣化的角色

與情境活動，學生最終必須自己創造出溝通互動，而非僅只於教師事先排定好的演

練，也就是教師應為學生準備好一旦離開教室內的協助，能獨立在教室外的實際情

況中運用語言。Littlewood（1981）和 Freeman（2011）皆認為模擬（simulation）與

角色扮演（role-playing）能提供給學習者各種不同社會語境中的溝通機會，是重要

的教學技巧，Savignon（2002b）亦指出溝通能力要在情境中獲得，只有透過溝通的

實踐行為（performance），能力才得以發展、持續、受到評估，無論活動練習或語境

創造都有益於學習者內化語言知識和技能。因此溝通式教學力求活動的真實性（曾

妙芬，2007），培養學生在真實語境或者接近真實的語境中使用語言。 

溝通式教學活動具有哪些具體特質？根據 Morrow（Johnson & Morrow，1981）

提出，達成真正溝通之活動含有三個共同特點：(1) 訊息差距（information gap），讓

雙方交換互不知道的訊息以填補未知的信息，達成溝通式練習；(2) 自由選擇性

                                                      
24

 取自網路訊息：朱錫琴（無日期）。溝通式教學補充資料 - 全球華文網 PDF 檔頁 1.網址：

http://media.huayuworld.org:8080/1011206/03/download/expand_01.pdf 
25

 引自余光雄（譯）（2002）。第二語教學最高指導原則（原著：Brown, H. D.，2000）台北：台灣培

生。頁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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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ice），在溝通過程中，參與說話者有選擇說話的機會，包括說什麼和怎麼說；

(3) 回饋（feedback），參與說話者視對方的回答和反應而做出的回應；朱錫琴26認為

溝通式教學最大的特色就是教學活動，他統整了這些教學活動的十項特質（部分特

質有相通之處）：(1) 互動性（interaction）；(2) 語境（context）；(3) 真實語料（authentic 

language）；(4) 模擬語境（simulated context）可以是一段簡短對話的背景，也可能

是角色扮演、討論或辯論、或任務式活動的主題背景陳述。學習者必需了解語境才

能回應、進行對話、或討論解決問題；(5)有意義的活動（meaningful activities）；(6) 

訊息差距（information gap）與語言內容形式的選擇（choice）；(7) 溝通的企圖與目

的（purpose/ intent of communication）當學生進行語言練習，應有明確的目的；(8) 意

義的協商（negotiation of meaning）參與對話的兩人或小組成員必需合作無間以確保

雙方或多方相互了解以達成任務；(9) 言談的展延（extension of discourse），超句層面的

邏輯組織和連貫練習，以訓練成段表達；(10) 非語言的輸入與輸出（nonlinguistic input 

and output）透過文字、圖畫、影音媒體或肢體動作等，相互增強意義，增進理解。 

上述的活動特質完好地體現了 Richards 與 Rodgers（2001）的溝通、任務、意

義三原則，此外，可顯見溝通式的活動涵蓋 Savignon（1998）27提出的三個層面的

能力，即表達（expression）、詮釋理解（interpretation）和語義協商（negotiation of 

meaning），表達指說話者表達某種想法、意見或要求等；語義協商是說話過程中一

來一往的語言互動，這三種能力對現今所謂的三種溝通模式（three communicative 

modes）有決定性影響。 

溝通式教學法視語言流暢性（fluency）和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為教學重點

（Richards & Rodgers，2001），Freeman（2011）認為最能掌握結構和詞彙的學習者

並不總是最好的溝通者，除了準確性（accuracy），教師更需要評量學習者溝通時的

流暢性。曾妙芬（2007）認為傳統教學非常重視語言的正確性，溝通式教學則強調

流利度的培養，通過溝通和語義協商時教師的協助與反饋，逐漸實現語言使用的正

確和恰當性。此外，真實語料（authentic materials）的使用亦受到溝通式教學的推崇

與主張，因為它能為學習者提供機會培養真實情境中語言使用的策略（Freeman，

2011），Crandall 與 Basturkmen（2004）認為利用真實語料的教學可提高學習者的語

用意識（pragmatics consciousness）。 

                                                      
26

 資料取自：朱錫琴（無日期）。溝通式教學補充資料 - 全球華文網 PDF 檔頁 1-5.【教學 Q&A 解答】。

Pdf 檔網址：http://media.huayuworld.org:8080/1011206/03/download/expand_01.pdf 
27

 引自曾妙芬（2007）推動專業化的 AP 中文教學。頁 137。北京語言大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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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討論，溝通式教學的精神在很大的程度上結合了社會語言學觀和建構論的

學習觀，透過 Brown（2001）提出溝通式教學觀可做為一代表性的總結28： 

（一）溝通能力的所有要件（文法、言談、功用、社會語言以及策略能力等），都是

課堂裡的教學目標。因此教學目標必須結合語言的組織性與語用性。 

（二）語言教學技巧的設計，是為了要讓學者能夠透過語用、實況以及實際功能的

語言應用而達到有義意的目的。語言的結構形式並不是重點，只是為了幫助

學習者達到溝通目標的工具。 

（三） 在溝通的技巧方面，流暢性與正確性是相輔相成的，當兩者無法同時兼顧時，

為了讓學習者可以持續專注於語言的溝通，有時候流暢性比正確性來得重要。 

（四）在溝通式的課堂裡，學生最終都必須到課堂外，在沒有彩排過的情境裡，實

際去聽講所學的外語。因此課堂裡的活動設計，必須鼓勵學生不在教師的引

導下仍能用語言處理陌生的情況，在不同的情境中應變自如。 

（五）學生透過對自己學習型態的了解，及發展適合的學習策略，可以有機會觀照

自己的學習過程，透過這種覺察，有助於自主的學習。 

（六）教師扮演幫助者、引導者的角色，而不是一個全知全能的知識給予者，學生

也因此得以透過與他人的語言互動去建構屬於自己的意義。 

（七）教材安排的順序主要考量教學內容、功能及學習者興趣，此外，不需刻意排

斥母語在教學上的使用（Brown，2007），以母語輔助語法規則的討論是比較

容易應付的。 

三、CLT 導向之中級華語短片口語教學 

溝通式教學比起傳統教學有著許多理念上的突破，為學習達成教室內的語言與

教室外的語言接軌，然而透過此教學途徑結合短片與口語表達，應如何把握教學實

施的要點以發揮最大成效，本小節將總結前文討論該教學法的核心概念之後，確立

出短片口語教學途徑的框架。 

傳統的電影華語課程的教學和練習方式，一貫的做法大體上是預習生詞、複述

內容、解釋情節、說明語法，最後評論電影等，而在溝通式教學法的短片口語課中，

                                                      
28

 中文翻譯引自：施玉惠、楊懿麗、梁彩玲（2011）原則導向教學法。頁 53。台北：台灣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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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有許多溝通活動、模擬與即興演出，活動目的乃在完成某種活動功能或任務，反

映真實情境或實際語言應用之情境，幫助學習者掌握語言形式、功能和語義一體三

面的內涵（曾妙芬，2007）。 

在當前溝通式教學發展的概念下，學習者被視為社會之一員的具體角色，可說

是另一種「學習者為中心」（learner-centeredness）所蘊含的意義（Yalden，1987），

研究者認為溝通式教學法的理論基礎和中心理念已為學習者，特別是口語表達方面

提供了安全的避風港，然而如何依據學習者實際需求，按照理論指導做出教學時的

全盤考量，是研究的最大挑戰。 

（一）CLT核心概念總結 

溝通式教學法的教學目標著重在構成溝通能力的所有要素上，培養對語言的形

式、意義、功能的掌握（包含言談、社會語言及策略能力），語言形式做為基礎只是

必備條件之一，能在真實的語言環境中自然、恰當、得體地使用語言才是語言學習

的終極目標。而教師將為學生營造有利的語言環境，其角色是協助者、引導者、提

供諮詢者、資源整合者，有時也是溝通的共同參與者（co-communicator），學生則是

整個學習活動的主體，在具有功能性和社交性的各式互動活動中，藉由語義協商、

小組合作、互相學習而獲得溝通能力，並注意自己的學習策略和過程，為自己的學

習負責。圍繞著溝通目的考量的各式活動是此教學法的主要特徵，目的在使課室內

的語言得以延伸並與課室外的語言接軌，培養學習者獨自面對真實語境的語言運用

能力，也因此溝通式教學法對於學習材料考慮的是「實用性」，主張使用真實語料，

讓學習者儘早、儘可能地接觸真實的語言情況，透過組織真實語料與溝通活動的學

習過程，學習者將會感到自己的學習具有義意，進而激發興趣和學習動力。對於掌

握的技能，此教學法注重的是溝通理解的過程，學習者要能創用語言，也要能聽懂、

看懂，但重要的是他們將了解到儘管自己的語言知識有所缺失，仍然能達成溝通的

目的，至於語言錯誤，在以流暢性為主導的溝通活動中自然是不可避免的，教師可

在活動時把缺失記下，在最後講評指出或再練習其正確性（Littlewood，1981；Brown，

2007；Richards & Rodgers，2001；Freeman，2011；施玉惠，2001；方麗娜，2003）。 

（二）CLT 融入華語短片口語教學 

本研究將參照上述 CLT 之核心概念、特色與原則，結合短片做為教學媒介和

材料，依據學習者的實際需求進行口語教學設計，首先明確出可能適於學習者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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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方式。學習語言就是學習溝通，意義是最重要的（Brown，2001），研究設計將透

過不斷地溝通來實踐語言的理解與應用，期能破除學習者既有的口語表達困難，逐

步提升對目的語交際語感的掌握，累積溝通的信心與成就感。 

教學內容圍繞著短片中的真實語料，題材選取新鮮有趣而實用，以激勵學生各

種感官（方麗娜，2003），接近其心理特點，語言材料與教學活動都要與真實生活的

溝通相結合，教學中各環節、各方面將以學生的興趣需求為依據，設計有意義而可

提高學習動機的活動內容。 

本研究的短片是教學媒介，短片中的自然口語是教學內容，而習得短片中人物

的話語表達是我們的教學目的。教學步驟中，不論是影片理解、新知輸入、新知掌

握、社交能力的訓練、獨白溝通（成段表達）等，將應用 CLT 溝通式活動及情境創

設的理念，使學習者最大程度地透過互動、合作學習、模擬扮演、交際溝通等活動，

達到掌握短片中的語言使用，不但要能如同演出人員般的說話，還能評論短片內容、

表達自己的意見想法。也就是若以短片為參照點，就短片外的立場，具備評論、表

達意見、討論短片內容的能力（研究者稱之為「局外人的能力」）；就短片內的立場，

能得宜地運用片中人物所表現的詞語型式（研究者稱為「局內人的能力」），以溝通、

任務、意義三個學習原則（Richards & Rodgers，2001）及 CLT 最主要的特徵來訓練

局內人、局外人的全面能力，突破傳統的影片教學模式，使學習者以短片為情境背

景的各式溝通活動，得到充分使用語言的機會，認識社會語言交際情景，逐漸掌握

社會語言能力。而網路短片取得方便，透過網路連線即可播放收看，學生可於課前、

課後反覆觀看，綜合課內的知識吸收和交際結果，主動檢討、了解自己的學習過程

發展出適於自己的學習策略。 

模擬情境是獲得交際中語用能力的主要途徑（姜麗萍，2007），本研究透過短

片內容中的語境和真實語料，採取能夠激發學生興趣的話題與方式，組織有意義的

活動，讓課堂形成交際化的場所，以溝通活動為重，並考量學習規律，營造不同層

次的情境模擬或角色扮演，將語言由控制性的練習推向創造性地使用，前提亦將不

偏廢新知識的學習和操練。學習者在活動中處於主體地位，「教」跟隨於「學」，要

根據「學」的要求、「學」的特點制定相應的教法與教材（方麗娜，2003）。本研究

設計將謹慎了解學習者需求及意願，以此為據進行教學細節規劃。此外，在活動進

行的前、中、後，教師處於引導、協助的地位，提供學習者所需的資源，必要時也

扮演溝通參與者，課堂中的活動皆以溝通情境為導向，避免語言結構的分析（Yal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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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交際訓練將重視語言的理解與語言輸出的流暢、得體性，除了控制教學活動

的進行，教師也將關注學習者的個別差異、表現及其活動時的心理反應，在不妨礙

溝通的前提，容忍學習者語言形式的偏誤，將錯誤記錄下，於活動總結時給予回饋。 

CLT 標榜著互動式合作學習、學習者為中心的理念，在教學上備受推崇，然而

每個領域即便有其專業地位仍可能存在盲點，Brown（2001）因此提出需要注意的

幾個方面29：例如教學者對 CLT 相關的原則必須深入了解、身體力行，不能光說不

練；對於 CLT的某些特質不應矯枉過正，不宜為了真實情境，犧牲了可能有助於學

習的「控制式練習」，也不需為了模擬真實情境而不敢去干預正在進行的對話，應該

將教學活動有系統地組織排序，以利學習者學習策略的發展，並明白 CLT有各種不

同的版本，不應以單一版本的詮釋來看待它。有了這一層了解，再加上配合學習者

的實際需求，設計出來的將更能合乎客製化、針對性風格的 CLT。

                                                      
29

 中文翻譯引自施玉惠、楊懿麗、梁彩玲（譯）（2011）。原則導向教學法（原作者：Brown，2001）。

台北：台灣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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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旨在闡述短片口語教學設計之方法、過程與資料蒐集分析的方式。第一節

簡介研究採用的方法及原因；第二節描述準備階段到教學設計階段之整體研究過程；

第三節介紹研究設定之特定對象；第四節說明研究工具，包括教師與學習者之需求

問卷、教師訪談大綱，並對有益於本研究的影視教材進行分析，以求在教學設計與

課用講義設計兩方面獲得啟發；第五節敘述問卷調查、訪談以及影視教材分析之資

料蒐集方式。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質化研究方式進行，旨在設計規劃中級程度的短片口語教學，透過文

獻資料蒐集與需求分析的綜合結論，提出一完整的教學方案，故以發展研究法為主，

內容分析法與調查研究法為輔發展研究設計，以下簡述其特色並說明採用這些方法

的原因。 

一、發展研究法 

發展研究法（developmental study）的目的是探討某些現象過去的發展趨勢，

以便預測未來的可能發展傾向，做為擬定未來計畫的根據（郭生玉，2002）。本研究

從探求西班牙語地區華語教學現況出發，了解教學與學習在實務面的缺口，旨在發

展一個適於西班牙語母語者的中級短片口語教學，透過文獻蒐集探討、調查當地教

學與學習雙方之需求，分析歸納相關及有利的資料，逐步整合設計出可行性的短片

口語教學範例。 

二、內容分析法 

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亦稱資訊分析（informational analysis）或文獻分

析（documentary analysis），需透過文獻獲得資料，主要在解釋某特定時間某現象的

狀態，或在某段期間內該現象的發展情形（王文科、王智弘，2008）。內容分析法所

分析的內容包含所有的正式文件、私人文件、數量統計、照片、視聽媒介等，本研

究為針對西語母語者口語表達方面的短片教學設計，故文獻蒐集著眼於西語地區的

華語概況、影視教學、口語教學，以及擬用的教學途徑--溝通式教學法，從這四方

面展開蒐集，藉以了解本研究所觸及核心的相關理論、研究與發現，抑或尚無人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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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的範圍內容，此結論將結合需求調查分析之結論，作為研究設計的重要依據，同

時檢核適於本研究現有的華語影片教材，作為教學和課堂講義設計之參考。 

三、調查研究法  

調查研究（survey research）是研究者採用問卷、訪問或觀察等技術，從母體

成員中蒐集所需資料，以決定母體群在諸變項之間的關係（王文科、王智弘，2008）。

調查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教育現象的實際情況以作為研擬教育計畫、改進教育

現況、解決教育問題之依據（黃光雄、簡茂發，1991）。本研究採用調查研究法的目

的即是從教與學雙方的角度了解教學的現況問題、學習難點與對短片口語教學設計

的需求和建議，用以研擬教學設計，由於調查分析是研究設計的主要資料，形成本

研究假設的基礎，同時涉及研究問題的回答，為考量其嚴謹度，擬對教學者與學習

者雙方採問卷填寫，以及教學者訪問的方式進行調查，期能深入、具控制性地蒐集

到雙方對短片口語教學設計需求的主觀導向（subjective orientation）和心理內容

（mental content）。 

第二節 研究架構與過程 

本研究過程分為三個階段，「準備階段」首先進行文獻蒐集，同時初步留意、

蒐集適合的短片視頻，接著規劃問卷與訪談的內容，設計問卷和訪談大綱，其次，

於「分析階段」進行問卷訪談之調查與分析，再就分析結果與文獻探討的結論篩選

出定案的短片，同時分析影視華語教材，最後環扣上述各項分析、探討之總結，進

行教學流程及內容設計，並以選定的短片進行教學設計範例。 

一、文獻蒐集 

為深入了解本研究必備相關知識，藉由題目及研究對象擬定文獻探討的核心方

向。研究區域和對象方面，透過網路及書面資料探討近幾年西班牙語地區華語教學

與學習的整體情況，了解華語學習趨勢及所涉及的師資、教材之需求；就短片方面，

收集華語結合影片教學的相關文獻，例如解影片教學的理論、選片原則及實踐方法，

也將前人應用影片於華語課堂的有利建議與經驗，納入教學規畫的參考，以突出影

片教學的特點，避免落入一般口語課的窠臼及其缺點。口語方面，由於短片口語課

之主體仍為「口語教學」，「短片」僅是語言材料和教學媒介，故有必要對中級華語

口語教學的目標、內容、原則、訓練方法等作系統、全盤性地了解，以期將專家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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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提出的指導方針，適當地應用於短片特色的口語課堂，特別是「交際式」概念

的課堂對口語學習的效益，很大程度上輔助了研究構想的推進。我們在最後的教學

途徑方面，進一步探討溝通導向教學法（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的理論

基礎、目標、教學特徵與原則等，將其運作理念實際導入以短片為媒介的課堂，以

突出並助益於教學目的之達成。 

二、問卷發展與短片蒐集 

（一）問卷發展與規劃 

由於研究範圍的限定，本研究設計所需取得之資訊在書面或網路文獻方面都非

常有限，故擬定藉由調查取得較詳細的資訊來協助教學設計發展，問卷設計針對受

調者的條件以及調查目的之不同，共分為三類：A類主要調查「現況」，B類調查「需

求」，A、B類皆分為教師與學生，且問卷部分內容相似或相同，而 C類在蒐集中級

影片教學經驗，說明如下： 

為獲取「西班牙語地區中級華語教學與學習現況之缺口」的資訊來改善並提升

口語教學的成效，將分別由教師及學習者不同的視角來了解教與學的現況，問卷分

為教師版 A與學生版 A，目標教師 A設定為在西語地區或曾經在該區任教的教師，

該經驗並且為中級程度的課堂，而目標學生 A 為正在、或曾在西語地區學習華語的

中級學習者，且母語為西語，若中級階段是在目的語國家學習，則不在此調查範圍。 

除了現況問題，為求得中級學習者「口語學習之需求」以規劃有利於西語背景

者的短片口語教學，研究者認為透過教學者了解學習者需求有其專業觀點，故同樣

分別由教學者及學習者不同的角度規劃問卷，設為教師版問卷B與學生版問卷B，目

標教師 B（同 A）仍以在西語地區教學者為對象，而目標學生 B，基於同一語言背

景之學習需求不受時空限制，只須為西語母語者，不限定在自己的國家學習華語。 

承上所述，西語地區教學「現況」和學習者「需求」之問卷各分為教師與學生

版，然而教師 A,B 兩份問卷條件相同合併為一份（問卷連結網址相同），加上 C 類

問卷，共計四份問卷。此外，為了解「中級華語影片教學的應用與看法」，目標教師

C 僅須具中級華語影片教學經驗，不限教學對象之國籍，且任何影片型式之課堂皆

可。要說明的是，由於西語地區華語教學發展仍處於起飛階段，集各問卷條件於一

身之受調者將十分有限，為避免缺乏樣本，研究採「拼湊方式」將不同目的的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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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給不同項目的教師，再進行後續整合，因此 C 類問卷不與教師 A,B 問卷合併，

為獨立之連結網址。 

問卷分類受「受調者條件」影響，而「受調者條件」決定於「調查目標」，故

共分為四份問卷（四個連結網址）：教師問卷 A 從教師角度取得教與學之現況，教

師問卷 B從教師角度取得學習者需求；教師問卷 C 為中級課堂的影片教學，而教師

A,B 也可能包含教師問卷 C 之條件者，因此一位具有「核心條件」之教師便須進行

三類問卷的填答（進入兩個問卷網址）。學生問卷 A 從學習者角度了解西語地區當

地教與學的現況，學生問卷 B從學習者自身角度取得其學習需求，一個符合填答問

卷 A的學習者（非目的語境），必然符合問卷 B之條件（不限學習地區），但符合填

寫問卷 B者，不一定包含填寫問卷 A的條件，故一位「核心條件」的學習者須填寫

A,B兩份問卷。再者，考量問卷中所有題目都設定為「必填」，以及問卷結果必須能

自動量化，因此將學生兩份問卷皆設為獨立網址。 

（二）短片蒐集 

針對文獻部分影片的「選材原則」所探討的結論，透過 Youtube 等影音平台網

站初步蒐集適合的短片，或在平時使用網路的機會中，留意自然接觸到的各種影片，

著重在語言表現的層面是否適於教學，針對發音、語速、語音清晰、語言內容、對

話頻率的布局等，以及短片題材進行觀察和篩選，若大體合乎需求則納入候選教材。 

三、現況與需求分析 

承前所述，需求分析是為了取得西語地區中級口語教與學的「現況」，以便了

解教學和學習兩方面的困難、侷限，以及對於如何改善的想法；調查西語地區中級

口語的「需求」，分別從一般口語教學與即將設計的短片口語教學，了解學生實際的

需求。透過教師角度觀看學生需求，在某種程度上是了解教學需求，故此「需求」，

實際亦指教與學雙方的需求。以所獲取的現況和需求，探悉教學改進的可能，進行

後續研究的設定。需求分析分為教師二組、學生二組實行問卷調查，問卷實施後再

進一步根據填答結果及教師意願，與教師約定訪談。 

問卷方面包含教師、學生共四份，形式為結構型（structured form）之綜合式問

卷（comprehensive form questionnaire），即兼採閉鎖式（closed form）與開放式

（open-ended form）問題，並以閉鎖式為主，開放式為輔，開放式題目主要在獲取

無法採閉鎖形式發問且為核心之資訊，需要受調者口頭表達想法。由於目標對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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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的教師和學生為主，為避免後續受訪取樣困難，部分題目刻意設為開放式題型，

以確保在第一接觸的問卷階段便能掌握受調者的初步觀點；另外，開放式題目的比

例，受回答資訊的類型影響，在教師問卷 C 中略多於其他問卷。 

教師訪談方面，為求進一步了解口語教學與訓練方式如何結合短片中的語言內

容，如何針對學習者的特點和需求，使其獲得接近母語者的言語表達，我們採用半

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根據問卷結果和研究之初設定的核心問題，

請受訪教師提出整體教學和各部份教學操作的建議，訪談題目視訪談情況彈性調整，

並針對它們加以解釋。 

四、影視華語教材分析 

由於研究焦點為教學設計，而非教材設計，我們分析影視方面的教材、教科書，

試圖獲得教學之活動形式、步驟等方面有利的觀點，同時為課用講義或學習單的設

計提供參考，因此僅選取對特定幾套教材而不對所有的現況教材進行觀察分析。教

材由影片教學經驗之教師推薦，並且選取較為基本、普遍的教材，了解其中編寫架

構各部份的形式和內容、教材整體教學思路，以及學習途徑如何對口語課堂的學習

有幫助，期能對西語背景者的教學和課用學習單的設計有所啟發。 

五、短片篩選定案 

綜合需求分析的結果與文獻探討的結論彙整出短片的選材原則，從既有的候選

短片名單中選出一片做為教學設計範例的定案影片。語言材料即影片的選取原則既

要有教學價值，也要有交際的價值（常敬宇，1994），必須稍微高於學習者的語言程

度，語言內容和涉及語言的文化層面要有典範性、交際性和實用性，書面語、口語

形式都須涵蓋，內容和表達的溝通形式需多樣化，符合時代背景的話題，要使學習

者觀片後有話可說，且適於交際技能的訓練。 

六、教學設計 

根據問卷與訪談之需求分析、文獻探討以及教材分析三者之結論，配合選定的

短片進行教學設計，並按照 Brown（1995）提出的語言教程系統設計模式為教學內

容進行總體設想，教學組織的設置與發展都將圍繞且依據西語母語者的需要和教師

對這些特定學習者教學情況的了解，所提出的建議為根本考量，規劃短片口語教學，

著重一般綜合課較缺乏的口語語用的思考以及自然的交際訓練，利用影片的情境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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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的交際式活動和語用知識結合，培養中級學習者的推理能力、得體表達的交際

能力、口語慣用形式，更將注重銜接、連貫的成段表達能力。研究架構與過程如圖

三-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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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1 研究架構與過程 

決定研究方向 

提出待答問題 

 

需求分析結果 

文獻探討結論 

之彙整 

編寫教學範例 

教學流程與內容設計 

 

結論與建議 

1. 問卷、訪談 

A：西語地區教學現況 

B：中級口語學習需求 

C：中級影片教學建議 

2. 影視華語教材分析 

1.西語地區華語教育概況 

2.華語影視教學理論與實踐 

3.中級華語口語教學 

4.溝通式教學法 

文獻蒐集與探討 

發展問卷及訪談 蒐集短片 

建立選片原則框架、短片篩選定案 

現況與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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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需求調查對象 

本研究對象是非目的語區（西班牙語地區）的中級學習者以及教學者，學習者

因為只有在上課時間能與教師、同學互動使用華語，下課時間鮮少有機會使用，對

一般語言能力與社會語言能力來說，若缺少目的語境的沉浸將難以習得。另外，在

西班牙普遍重視的漢語水平考試（HSK）不含口語測驗，為了考取漢語能力證書，

當地的教學與學習多少受此影響，學習者便很難在口語程度上有所提升。西班牙和

拉丁美洲境內中級程度的學習者少之又少有許多原因，研究希望獲取當地教學與學

習雙方的情況，進而尋求改善，故特別關注非目的語境之教學者與學習者的樣本數

量及回應內容。在問卷方面共為教師二組、學生二組，訪談方面為教師二組。 

一、教師 

教師問卷部分：由於西語地區華語影片的專業教學尚未普遍，為避免同時符合

A,B,C 的樣本無法取得，採「拼湊型」的方式單獨蒐集影片教學資料再做後續整合。

教師 A,B（即教師問卷 A, B）合為一組，共 11 位，為現職或曾有中級華語教學經驗

之「非目的語境」西語地區的教師，教學年資不限，教學對象為西語母語者且為成

人學生；教師 C（即教師問卷 C）共 9 位，為具有中級華語影片教學經驗之教師，

教學對象不限西語背景，亦不限影片作為主要教學或輔助教學，問卷方面的教師基

本資料如表三-1、表三-2。 

 

表三- 1 調查對象基本資料表：教師問卷 A,B 共 11 位 

一、年齡 

21-25歲 26-30歲 31-35歲 36-40歲 41歲以上 

1 4 3 1 2 

二、教學年資 

1-2年 3-4年 5-6年 7-8年 12年 

3 4 2 1 1 

三、任教國別 

西班牙 墨西哥 

9 2 

四、任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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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漢語、東

亞系所 

大學語言 

中心 

西班牙官方公

立語言學校 

孔子學院 私人語言

中心 

中學、華僑

學校 

2 5 1 1 1 1 

五、班級人數 

2-3人 4-8人 9-15人 16-20人 

3 4 2 2 

六、使用教材 

《新實用漢語課本》 《博雅漢語》、《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當代中文》、《漢語》、

《HSK考试真题及模拟题》、《溝通——任務型中級漢語口

語》、《今日漢語》、學校自編 

3 8（使用各一） 

 

表三- 2 調查對象基本資料表：教師問卷 C 共 9 位 

一、年齡 

21-25歲 31-35歲 36-40歲 41歲以上 

1 4 1 3 

二、教學年資 

1-2年 4年 7-9年 13-14年 

1 1 5 2 

三、任教國別 

台灣 台灣、美國 西班牙 德國 

4 2 2 1 

四、任教單位 

大學漢語、東亞

系所 

大學語言中心 西班牙官方公

立語言學校 

國際協會組織 私人語言中心 

2 4 1 1 1 

五、班級人數 

2-3人 4-8人 9-15人 16-20 21-30 

1 3 3 1 1 

六、使用教材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新實用漢語課本》 中心自編或《青春遊

學》 

自編、影片 

3 1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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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訪談方面，依據問卷的分類訪談 6位教師，僅做訪談問卷 A,B者有 1位，

僅做訪談問卷 C 者 3位，訪談 A,B,C 皆進行者是研究調查的核心教師，有 2位。特

別需提的是，問卷 C 的設定雖不限影片作為主要教學或輔助教學，由於問卷樣本仍

十分缺乏，故而邀請以影片作為主要教學而非輔助教學的專任教師進行訪談，取得

較為質化的資料以補問卷之不足。三位僅做訪談問卷 C 之教師，皆以自身從事影片

課程教學的經驗為前提，融入口語教學的構想回答訪題。 

受訪教師皆為女性，目前任教於大學華語系、華語中心、西班牙官方語言學校

（EOI），1 位在西班牙，1 位在巴拿馬30，1 位曾於西班牙教授過中級班，目前於台

灣任教，其他皆於台灣或曾於西語國家之外的地區任教。訪談教師基本資料如表三

-3，為維護個人隱私，問卷採匿名方式，以代號表示受訪教師。 

表三- 3 訪談教師基本資料：共 6 位 

編號/類別 年齡 年資/在

西年資 

影片任教 

國家 

任教單位 班級

人數 

使用教材 

T1 / AB 41以上 6 / 6 墨西哥 大學語言中心 5-10 學校自編 

T2 / ABC 31-35 8 / 2 西班牙 私人語言中心 2 學完《新實

用漢語

4》，中級自

選教材 

T3 / ABC 31-35 7 / 7 西班牙 西班牙官方公

立語言學校 

12-15 《新實用

漢語 3》 

T4 / C 41以上 13 / N/A 美國、台灣 大學漢語系所 20-30 自編影片

教材 

T5 / C 41以上 14 / N/A 德國 大學漢語系所 15 自編影片

教材 

T6/C 31-35 9 / N/A 台灣 大學語言中心 8 自編學習

單 

二、學習者 

學生問卷方面，對象為 16 歲以上成人，不限學習機構。學生 A（即學生問卷

A 之對象）為現在或曾在「非目的語境」西語地區學習中級華語的西語母語者，為

求該區課堂教學與學習的情況；學生 B（即學生問卷 B）包含問卷 A 之對象，另包

                                                      
30

 該受訪教師目前於巴拿馬任教，問卷所填中級教學經驗為過去於墨西哥所教之班級，而訪談則綜

合墨西哥與巴拿馬兩地大學語言中心之經驗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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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在「目的語境」兩岸三地等學習中級華語的西語母語者，因為同語言背景的學習

者的「需求」不受時空影響，以此前提求得西語背景者普遍的學習需求，故而學生

A需填寫 A,B雙份問卷，為問卷之核心目標學習者。基本資料中「學中文時間（僅

供參考）、使用教材、中文能力證書」三項用以多方評估學習者程度，但多數受訪者

未填寫教材之冊別，故仍無法從教材判斷其程度，是為問卷設計之疏失。 

由於調查對象為非目的語境之外語學習者，而非目的語境之二語學習者，加以

西語背景者學習速度較慢，本研究所設定之「中級程度」（參見第一章第四節），實

際上為二語學習者由初級向中級過渡的階段。然而在大量發放問卷一個月之後，非

目的語區樣本取得仍然十分不足，西班牙與拉美地區問卷協助發放者告知研究者當

地華語學生 95%程度為初級，為改善樣本不足的問題，接近而未達本研究定義之中

級者，以及程度稍高者我們亦容許填答問卷，唯程度較高者，要求依據其中級課堂

的學習經驗作答，故實際受調對象以中級為主軸呈現金字塔形。西語地區中級學習

者本然不多，加以問卷透過轉發方式，難以取得有效樣本數，且填寫問卷 A者（非

目的語境之學生）未必填寫問卷 B（目的語境與非目的語境學生皆可填），故學生問

卷 A比問卷 B有較多低於中級程度者。受調之學習者基本資料如表三-4、表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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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4 調查對象基本資料表：學生問卷 A 共 22 位 

一、性別 

男 女 

12 10 

二、國籍 

西班牙 墨西哥 巴拿馬 

17 4 1 

三、年齡 

16-20 21-25 31-35 36-40 41以上 

4 7 1 5 5 

四、學中文時間 

240-360小時 360-480小時 480-960小時 960小時以上 

6 6 8 2 

五、學習單位 

大學漢語、東亞系

所 

大學語言中心 官方公立語言

學校 

孔子學院 私人語言中心 

3 4 7 1 7 

六、使用教材 

新版實用視聽

華語 

新實用漢語

課本 

當代中文31
 今日漢語 溝通華語 漢語 自編 

1 9 3 2 2 2 3 

七、班級人數 

1-5人 6-10人 11-15人 16-20人 21人以上 

3 10 5 3 1 

八、是否在課堂透過影片學中文 

是 否 

12 10 

九、中文能力證書 

有 無 

HSK2 HSK3 HSK4 HSK5 N/A 

1 5 3 2 11 

  

                                                      
31

 非鄧守信（2015）主編之《當代中文課程》。《當代中文》為中國大陸出版之華語教材，由華語教

學出版社出版，復旦大學的吳中偉教授等多位學者所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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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5 調查對象基本資料表：學生問卷 B 共 28 位 

一、性別 

男 女 

19 9 

二、國籍 

西班牙 墨西哥 尼加拉瓜 宏都拉斯 多明尼加 哥倫比亞 巴拿馬 

6 3 3 11 3 1 1 

三、年齡 

16-20歲 21-25歲 26-30歲 41歲以上 

4 16 6 2 

四、學中文時間 

240-360小時 360-480小時 480-960小時 960小時以上 

2 10 13 3 

五、學習單位 

大學漢語、東亞

系所 

大學語言

中心 

官方公立  

語言學校 

孔子學院 私人語言  

中心 

中學 

4 18 3 1 1 1 

六、使用教材 

新版實用視聽華

語 

新實用漢

語課本 

A Plus 

Chinese 

漢語 當代中文 遠東、  

其他 

13 4 4 2 3 2 

七、班級人數 

1-5人 6-10人 11-15人 16-20 人 21人以上 

4 18 2 2 2 

八、是否曾在課堂透過影片學中文 

是 否 

20 8 

九、中文能力證書 

有（15 人） 無 

TOCFL 2 TOCFL 3 TOCFL4 TOCFL5 HSK3 HSK4 HSK5 N/A 

3 3 4 1 1 2 1 13 

學生問卷 A有 7 人同時也填答了問卷 B，故有 7 位受訪學生協助了兩份問卷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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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為求西班牙語地區教學現況與學習者的實際口語學習需求，本研究透過問卷調

查和教師訪談作為主要的資料蒐集來源，輔以影視（紙本）教材分析作為教學設計

與教學講義或學習單編製的參考，三種研究工具說明如下。 

一、教師與學習者問卷 

由前述研究過程之問卷發展及需求調查對象了解本文的問卷分類，依調查目的

不同共為教師三份、學生二份。所有問卷題型包含單選、複選、五級分量、開放題。

若問及「態度」，以五級分量表來表示，了解單方面「事實」，則以單選題表示，求

得「做法」、「需求」或「因素」等以多選題表示，以上透過 google 型式之網路問卷

皆可自動量化結果，若無法以量化表示而需以質化結果了解情況，或根據封閉式作

答需進一步了解、給予具體建議者，則設為開放式問題。 

（一）教師問卷 

因考量西班牙境內中國大陸老師居多的情況，問卷以中文簡體撰寫。題目依調

查目的分為三份32： 

(1) 教師問卷 A：從教師角度看西語地區中級課堂教與學的現況 

內容分為四個部份：一，基本資料；二，教學內容與方式；三，教與學的難點；

四，對短片口語教學的建議。採閉鎖式與開放式問題，以閉鎖式為主，開放式較少

且置於各部份之末。問卷 A,B的目標對象皆為現任或曾於西語地區教學的教師。 

一，「基本資料」如受調者的教學單位、課型、人數、教材等，作為理解問卷

答覆之參考；二，「教學內容與方式」在了解課堂的教學活動、口語教學所重視的訓

練內容、語用教學方式、課堂評量方式；三，「教與學的難點」是從教師角度觀看教

學的實施與學生的學習兩方面，包含語言教學中各方面訓練的重要性、教與學的難

點項目、教與學各項目的滿意度、教與學的困難與解決之道；四，「對短片口語教學

之建議」則希望基本了解受調者對本研究的可行性與問題。教師問卷 A不包含基本

資料共 16題，開放式問題為三題。 

                                                      
32

 教師問卷 A 和 B 合為一份，使用同一個網址連結，故邀請填答時與教師問卷 C 合稱兩份問卷，實

際為三份不同目的之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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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問卷 B：學生的學習需求 

從教師的角度觀看學習者的需求，其實也就是從老師的角度說自己「教學的需

求」。內容分為兩部份，教師認為學生對「課堂學習的需求」與「課堂教法的需求」：

一，課堂學習需求，如課堂活動的進行方式、影響學習積極性的原因、學習最需加

強的方面、最適合學習者的口語訓練方式等；二，課堂教法需求，如對背誦、模仿、

語法解釋、列舉情境等的表態、語用教學方式、學生感興趣的話題等，共 14題，開

放式問題為兩題。 

(3) 教師問卷 C：中級華語課堂影片教學的經驗與看法 

對象不限西語地區之教師，但需具有中級華語影片教學之經驗，以影片做為主

要或輔助教學皆可，以便取得樣本。內容分為三個部份：一，基本資料；二，影片

教學概況；三，針對短片口語「教學設計」之看法。問卷主要目的在第三部份，希

望能初步取得教師對本研究教學施行的看法。 

一，「基本資料」涉及影片教學之背景，如任教單位、國家、課型、使用教材

等；二，「教學概況」在了解教師影片教學經驗的情況，如著重的技能、語言內容、

課堂活動達實際成效之項目與方法、語用教學方法、影片教學目標與步驟、教學實

施難點等；三，「對短片口語教學設計之看法」切入調查重點，獲取老師們對該教學

實施的表態，包含學習的語言內容層面、教學活動的配置、教學主體的發展建議等，

不包含基本資料共 17題，開放式題目為七題，受制於答覆內容形態之所需，教師問

卷 C 之開放式問題略多於 A和 B問卷。 

（二）學生問卷 

以中西文對照寫成，依調查目的分為兩份： 

(1) 學生問卷 A：從學生角度看西語地區中級課堂教與學的現況 

對象須為西語地區（非目的語境）的學習者且為母語西語者，問卷的基本資料

部分，以學習中文時數、教材、中文能力證書三項作為界定華語程度之綜合參考。

除了基本資料，內容分為四個部份：先讓學習者自我評估「口語學習難點」，了解其

最需加強的語言層面；再對「教與學的現況」表態，了解上課方式、口語訓練目標

之重要性，以及學生對語言各層面教學的滿意度和學習成效的滿意度、課堂較未著

重之學習層面，以與教師問卷做交互對照；同時透過學生了解西語地區「課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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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類型」，訓練口語的活動及其對真實語境語言運用的幫助；最後「問題與解決」在

取得學習者所認為教學上最有幫助之項目和方法，以及教學應改善之問題、如何改

善之觀點，希望藉此針對西語地區華語教學現況的缺口進行研究設計，提升學習成

效。學生問卷 A不包含基本資料共 15題，開放式問題兩題。 

(2) 學生問卷 B：就中級學生的本位角度了解口語學習需求 

調查對象為西語母語學習者，但不限目的語境或非目的語境的學習。內容分為

兩個部份：一，口語學習需求；二，使用短片進行口語教學之需求。 

「口語學習需求」了解學生對一般口語課教學重點、教學型態和方式的需求，

對口語學習方式與交際式課堂的表態、影響課堂積極度的因素、鞏固聽說技能的方

式、理想中的口語課之樣貌等；以「短片口語教學之需求」切入調查核心問題，以

學習短片中的真實語料為前提，獲取學習者對該門課的需求及想法，諸如語言內容、

學習方式、討論影片之方式、對口語課的期望、口語活動的進行方式、對三種溝通

模式的學習偏好、喜好的短片類型、對短片教學的建議、課用講義編寫之建議等，

做為研究設計基礎之參照。不包含基本資料共 26題，開放式問題三題。 

二、教師訪談大綱 

同問卷的分類，分為教師訪談問卷 A,B（合為一份）與訪談問卷 C 兩種大綱，

若一併符合兩者之受訪者則為研究的核心對象，也就是西語地區中級教學之教師，

且對中級程度的西語背景學習者進行過影片教學。關於訪談目的，訪談問卷 A,B希

望解決或改善西語地區中級華語教學的現況問題；訪談問卷 C 需要教師以影片教學

和語言教學的綜合經驗，提供研究設計「短片口語教學」建議，核心受訪者則需進

行兩份訪談問卷，其中牽涉語用教學的題目為兩份訪談問卷重複之處，只需於訪談

問卷 A,B回答一次。 

訪題皆根據問卷結果與研究的核心問題直接切入，僅有一位受訪者為問卷填答

時表明有意受訪，其餘為研究者另外邀請，也請先填寫問卷再進行訪談，受訪者資

料已於問卷內填寫過，故教師訪談問卷 A,B 大綱僅有「訪談目的」與「訪談題目」

兩個部份，說明如下。 

由於研究設想本意在找出西語地區教學現況之缺口，再依此改善教學，設計適

用、改良型之教學，故教師 A,B之訪題是就問卷已提出的現況問題進一步討論，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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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決。題目為四題，分為「語言教學」與「學習特點」：先了解適用於西語母語者

語言教學方面的做法，第一題是問卷中除了沒有語境練習的缺點之外，教師認為實

際上主要的問題，即如何幫助學習者新知識的吸收及轉化，這題涉及操練與活動方

式的構想；第二、三題分別談到口語中的語用和成段表達教學，希望教師提供最適

於西語背景者教學做法之建議；第四題了解西語背景者之課堂學習特點如何影響教

學，如何善用該特點使之有利於課堂學習，減少對學習成效負面的影響。 

教師訪談 C 的大綱包含「訪談目的」、「研究之教學設定」與「訪談題目」三個

部份。對象為華語電影、連續劇或電視新聞教學專業的教師，由於影片教學專業課

程多是以文化為主軸之教學，教學目的與重點皆與本研究以語言學習為主的口語教

學有所差異，為有效蒐集資料，題目設計直接圍繞本研究核心，由教師依據既有的

影片教學和語言教學經驗提供研究建議。同時透過「研究之教學設定」向教師說明

題目回答的前提，使教師釐清主題，鎖定研究需求，避免資料蒐集造成思路迂迴、

焦點分散、時間冗長之弊端，前提設定包含短片的定義、教學課型、教學元素與教

學目標。「訪談題目」共七題，就宏觀與微觀兩種視角來看教學設計，先請教師以短

片口語教學設定為前提，對教學整體結構提出建議、可能之困難，另就微觀角度請

益教學執行方式、講義或學習單之編製與教學評量方式。 

符合 A,B,C 條件之核心教師，則進行兩份訪談問卷，題目共十題，僅將 C 訪談

問卷之語用教學問題整併至 A,B 問卷。所執行之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為獲得研究有關資訊較為質性的結果，使回答具準確與深入性，訪談時

研究者視回答內容提供細節、引導舉例以闡明或限定其回答，亦隨所獲資訊增減問題。 

三、影視華語教材 

研究資料蒐集除了問卷調查與訪談，也參考市售影視華語教材，將值得參考的

編寫概念融入教學設計，同時參考教學講義或學習單的編製方法，故觀察教材將從

中了解編寫之教學思路、編寫形式所達成之教學目的、利用影片訓練口語技能的方

式等。重點為各課結構和排序、引導方式、語言點的內容和編寫、活動練習的題型、

記憶理解類型與創造性練習之比重等對教學設計和講義編製有助益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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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蒐集方法 

本研究蒐集資料方法為師生問卷、教師訪談、影視教材分析和短片篩選，而主

要根據問卷與訪談之資料進行主體教學設計。分別說明問如下。 

一、教師與學習者問卷 

由於西班牙大部分華語教師為中國大陸教師，學生皆為簡體字學習者，為填答

方便和整體性量化結果，所有問卷皆以簡體寫成，學生問卷輔以西班牙文翻譯呈現，

故不阻礙正體字學習者的理解；此外，本研究目標對象主要為海外學生及老師，規

劃設計好之問卷內容（參閱附錄二~六）皆透過 google網路表單形式發放。 

問卷發放方面，教師問卷 A,B 需發送至西語地區教師，教師問卷 C 西語地區

和目的語境地區皆可發送；學生問卷 A需發送至西語地區學生，學生問卷 B西語地

區和目的語境地區皆可發送，而西語地區包含西班牙和拉丁美洲（以西班牙語為母

語）之各國，故於西、拉兩據點的發放，研究者分別委託在西班牙和在拉丁美洲任

教的友人協助轉發問卷給當地認識的教師和學生，包含大學漢語相關系所、大學語

言中心、中學、私人學校之教師，以及去年（2014 年）參與漢語水平考試（HSK）

的西班牙學生，同時請收到的教師再轉發給其下學生；台灣方面，主要取得教師問

卷 C 和學生問卷 B之受調者，研究者請認識的西籍友人、學生、現職教師協助填寫

並轉發；由於深知西語地區中級程度學習者為數之少，希望尋得更多教學單位協助

以獲取足夠樣本，故研究者透過官方網頁取得電子郵件聯絡窗口，向西、拉兩地各

國孔子學院（Instituto Confucio）與設有中級課程之西班牙官方語言學校（Escuela 

Oficial de Idiomas, E.O.I.）逐一去函請求轉發該單位師生，如此土法煉鋼雖難有成效，

研究者認為增加核心對象樣本（教師問卷 A,B 與學生問卷 A），可順勢提升教師 C

與學生 B之樣本量，為各問卷回收短缺的根本解決之道，不宜輕忽西語地區各管道

之發放。 

問卷回收方面，主要由於沒有足夠的認識目標對象，需以轉發再轉發為途徑，

發出數量非全然的目標對象，皆由收件者自行判斷是否符合相應條件來填答，故回

收率無從估計，然知，西班牙友人協助以約 30個電子郵件發放至各校教師，僅得三

份回收；發出約 120 位漢語水平考試學生，僅回收 6 份；研究者寄至西班牙官方語

言學校與大學相關單位共 35封電子郵件，僅 2份回收。據此可知資料蒐集困難，主

要原因即西語地區中級學習者為數之少，其次為轉發方式易被忽略。然而認識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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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直接協助填答之情況，回收率可達九成，故回收成效受諸多因素影響，視發放

地區與認識受調者與否而異。 

問卷發放期間為 2015 年 2 月底至 5 月初，回收後，扣除 1 份教師與 2 份學生

無效問卷，教師問卷 A,B 共計獲得 11 份回收，教師 C 獲得 9 份；學生問卷 A 回收

22份，學生 B回收 28 份。為補充教師問卷 C 資料蒐集之不足，研究者藉由較為質

化的訪談，繼續蒐集資料以利研究設計之參考。接著根據問卷所得資料，初步彙整

出概略的結論，提供訪談題目設定參考。 

問卷中封閉式選擇題由 google表單自動量化統計結果，開放式的填答，由研究

者彙整再分析。學生皆以西班牙文回答開放題，亦由研究者翻譯成中文後取其內涵

重點。 

二、教師訪談 

由於學生問卷結論的表態方向大致明確，需求分析希望進一步取得教師對研究

設計的看法，圍繞研究的核心問題與問卷結論有待解決的部分，規劃教師訪談。 

訪談方式鑒於受訪者包含國內與國外之教師，故以一對一當面訪談和網路

skype 進行；受訪教師共 6 位，訪談問卷 A,B 為 3 位，訪談問卷 C 共 5 位，其中 2

位兩份訪談問卷皆進行，為研究核心對象；6 位受訪者僅 1 位為問卷填答時表明願

意接受訪問者，其餘 5 位由研究者以電話、電子郵件至大學華語中心親自徵詢，或

由已受訪教師推薦再去函邀請。教師問卷 C 的原先僅取得 5份回收，是由邀請受訪

者時向受訪者提出一併協助訪談及問卷的填寫，得以補足共 9 份問卷的回收，故教

師問卷 C 填答者有 4位同時是受訪教師。 

訪談前，事先規劃好訪談大綱，包含訪談目的與題目說明，依對象為訪談問卷

A,B 與訪談問卷 C 兩份。故訪談時間單份為 30-60 分鐘，而核心受訪者（西語地區

的教師同時具中級影片教學經驗者）則進行兩份訪談問卷，約需 60-90 分鐘，為減

少受訪者心理壓力，以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輕鬆的方式提供

建議或提出討論，採取全程錄音以便後續分析之用，網路 skype訪談以 iFree Skype 

Recorder 軟體錄音，以上皆於訪談邀請時先向受訪者說明，徵得同意後，再將訪談

大綱寄給受訪者，給予時間準備，同時等待受訪者提出方便的時間進行。訪談時，

研究者皆視情況或應受訪者要求再次引導解說題目背景設定，每次提出訪談題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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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對方理解情況加以舉例，使受訪者充分了解問題，確保訪談的準確性，以此為前

提讓受訪者暢談想法，此外隨著所獲資訊另增減提問，以求問題回答的深入性。 

訪談從 2015 年 4 月進行至 5 月，共計 6 筆錄音資料，內容的整理方式，先以

逐字稿完整記錄，再採重點摘要方式進行。 

三、影視華語教材 

影視華語教材的蒐集是透過分析歸納，試圖取得對短片口語課的「教學設計」

與「課用講義或學習單」兩方面有利的參考資料。所觀察的教材原先希望取得偏重

知識的活用或溝通能力方面， 但受現有教材型式及完整配套取得所限，僅以近年來

有過實體教學測試而發行的四本（紙本）影視華語教材與一套互動光碟教材作為分

析。分析方式為了解整體目標、使用對象，影片如何分段規劃、各課編寫形式，再

就編寫形式的要素內容討論其用意，觀察教學思路、引導方式、活動順序，最後就

其側重和缺乏的層面歸結出對教學以及課用講義或學習單設計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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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需求分析 

在進行問卷、訪談以及初步蒐集短片之後，本章將進入分析階段，藉由教材分

析與需求分析獲得的啟示為教學設計提供參考依據。第一節首先進行影視華語教材

分析，第二節從師生不同角度分析西語地區教與學的現況；第三節同樣由師生角度

觀看西語地區教與學的需求，並進一步由教師訪談解決問卷所反映的教學需求問題；

第四節分析教師對短片口語教學設計的看法；問卷與訪談之分析是按照調查的目的

33，而非按照調查形式；第五節為需求分析結果之總結。 

各項需求分析與教學設計之關聯是以問卷與訪談 A了解教學缺口，提供教學設

計應重視之層面，接著根據問卷與訪談 B「口語教學的需求」以及問卷與訪談 C「影

片教學實施的建議」，了解教學方式應如何進行，同時藉由影視華語教材分析，補強

教學規畫的總體設想，以期教學設計之周延。 

第一節 影視華語教材分析 

由於教材的編寫與教學思路是相輔相成的，本節主要目的在觀察教材所帶出的

教學規畫和學習策略有何可取之處，為研究蒐集多一分資料以完善教學設計。於此，

我們試圖側面窺探市售教材編寫的優缺點、多方吸收不同觀點以利教學設計之安排，

同時仍站在一般教材分析的立場看待編寫之週到與否，從中擷取有益於輔助型講義

或學習單發展的概念作為參考。 

分析對象原先希望取得「溝通式」類型的教材，以利與研究設定之「溝通式教

學」結合，但現有影視教材以互動溝通型的教學模式非常有限，多以視、聽、說的

循環為語言操練主軸，加以影視相關的華語教材配套在台灣不甚齊全34，綜合考量

下，最終根據訪談教師的建議，以及研究者對能夠取得教材的評估，選定了《看電

影學華語－李安的飲食男女》（互動光碟）、《看電影學漢語 1》、《中國電影欣賞-女人

的天空》、《秦淮人家-中高級漢語視聽說教程（上）》、《中國側影-現代漢語高級讀本》，

共為一套光碟教材與四本書面教材。先總體介紹使用程度、目標理念、編寫形式等，

                                                      
33
在第三章第二節的「問卷發展與規劃」已說明：A 類主要在調查「現況」，B 類在調查「需求」，故

本章分析之過程與結論，按照調查目呈現，而非調查形式。 
34

 有分析價值之教材例如《中國人的故事-中級漢語精視精讀上、下冊》（北京語言大學出版）所配

套之「練習冊」的內容為分析重點，然取得之教材僅有課本，且全台查無練習冊；《看電影說漢語》

（暨南大學出版）分析內容需參照課本，而取得之教材為教師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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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各課結構的編寫進行分析，觀察各要素編制的用意，最後歸納對教學和教材編

制有利的啟示。 

一、教材一：《看電影學華語－李安的飲食男女》（互動光碟）

信世昌（2010），台北：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該教材是針對一部電影編制的多媒體互動式學習教材，包含三片 CD-ROM 互

動光碟和三本書，教材理念在透過互動式光碟學習電影對白的詞彙和語法、理解角

色的對話以及文化資訊，提升溝通能力同時加強聽說讀寫的技能，適於中級以上學

習者自學使用，或作為文化教學或電影課的輔助教材。互動光碟具有反覆視、聽、

說的優勢，遠超過其紙本教材的功效，故以互動光碟為主教材、書本為輔，將電影

分為 22 個片段（單元），每片光碟含書本各有 7~8 單元，主選單的結構為「電影大

觀園→語文學習→文化櫥窗→學習測驗→索引」。「電影大觀園」提供觀影前的介紹

和學習目標，「文化櫥窗」和「測驗」提供觀影後的文化認識以及整部電影學習後的

評量與總複習，「索引」包含所有詞彙、短語的發音音檔、注音、漢語拼音和英譯，

其中「語文學習」是整套教材的學習主軸，學習方式可選擇“Video”與“Text”兩種介

面。我們僅以「語文學習」中的重點功能進行觀察分析。 

整套教材以正簡字體、中英對照、生詞音檔為基本前提，在“Video” 的學習介

面中的「單元複習」，提供兩個練習題（選擇題），題目涉及語用因素，以在單元學

習後檢審是否確實理解話語表達的真正意涵或言外之意，避免落於自學的盲點，忽

略語言中的交際文化精隨。而 “Text”的學習介面，設有清晰自然、較為慢速的「正

規發音」，輔助學習者聽懂角色對白的句子全貌；「角色扮演」和「錄音」功能有益

於自學者語音和語流的練習，方式為選定要練習的角色對白，開始反覆模仿、錄音，

反覆比對原始音檔作自我修正，另有「語音準確性辨識」的互動練習，如同語音評

量功能，針對選定的對白，若發音正確系統會自動進行下一句，反之則停留此句，

使再試一次或選擇忽略等；進入「角色扮演」功能，系統將關閉所選角色的音檔，

讓學習者練習扮演。藉由如此反覆聽、說的模仿，磨練舌頭「運動」神經的同時，

一併熟悉生詞和句型語法。 

此外，觀影後的「學習測驗」包含聽力、語法、閱讀、填空四個部份，語法測

驗型式為將詞語填入適當位置和選擇題，多為副詞、虛詞結構、關係複句等語言點；

閱讀測驗包含句子和語段，是針對語境中的口語慣用語和語用詞彙的理解，這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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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引起語用和話語表達形式關聯的觀察，在沒有教師教學的情況下，為語用學習提

供了自主思考的機會；而填空是測驗相似詞或近義詞的選擇。測驗共涵蓋了詞彙、

語句之理解，以及語法及語用的正確選擇。 

教學方面的啟示，互動光碟的「角色扮演」帶到課堂實踐可以進行配音或是分

組配音錄製成作業，更具真實性的互動；「正規發音」能幫助正確掌握句子的全貌，

在此基礎上進入實際語流的操練，因此語音流利度結合句子的訓練，可以「示範片

中的語音→以正規發音拆解句子→以正規發音合成句子→模仿片中語音」的步驟逐

步獲得熟練度；「單元複習」和「閱讀測驗」的練習題指出了電影中的語用重點，能

引起學習者自行推敲、思索，與自身的認知結構進行整合。互動光碟最大優勢是反

覆聽、說模仿口語，然而缺乏教師指導語言的核心問題—語用功能與結構結合，端

賴學習者透過測驗題有意識地觀察、自行歸納言談特徵。光碟中的重點詞語雖提供

例句和言外之意的英文翻譯，學生能了解該句的語境意義，但在自己的習慣中無法

生成如此的結構組合來表達，或者將該句的語用義應用到其他語境，這正是短片課

希望引導學生認識較為全面的溝通功能，從而使其對原本的語用習慣有所突破。 

二、教材二：《看電影學漢語 1》           

趙昀暉、劉曉雨（2010），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該教材編寫目標與理念在透過反映中國大陸當代社會生活的影片，深度學習社

會文化同時幫助學習者學習漢語。使用對象為中高級程度學習者，一冊七課，七部

影片，每部片擷取精華 4~6個小段，每課視頻小段共約 20分鐘，可深度學習 8課時，

各課結構為「劇情簡介→人物簡介→精選對白→泛視聽練習→擴展閱讀→語言練習」，

為一套加強「聽說讀寫」各方面訓練的教材；每個視頻小段都有「精選對白」，特別

以對白前、後的「問題回答」和「討論」組成，成為口頭表達的主要訓練方式，編

寫形式即各小段以理解、回答（複述）、討論問題的方式反覆循環，僅有「討論」屬

於低控制的創造性練習，有時以配音表演和辯論取代，但為數很少。 

各課結構方面，「劇情、人物簡介」提供翻譯便於課前了解，「精選對白」共

4~6 小段，生詞編於每段對白右側、不需翻頁，僅有英文翻譯，沒有注釋，語言點

編於對白課文下方如同註腳的方式，難以看出是語言點，僅解釋表面語義，沒有用

法說明或例句，部份為反映文化的詞語，內容深且沒有翻譯；每段對白之前的問題

做為劇情提示與後續理解之暖身，每段對白之後的問題，提供該段生詞限定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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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理解影片細節並複述對白內容，最後對影片中的觀念、話題進行討論、辯論或

演出；「泛視聽練習」仍是就影片的理解提出二至五個問題，不限定使用生詞，而是

通過學習者自己的話語能力來表達；「擴展閱讀」透過「讀」進一步了解文化，在此

不做討論；最後做為鞏固該生詞、短語之用的「語言練習」為綜合的詞語層面的練

習，型式共有說法解釋、選擇相應的詞語、寫出反義詞、選詞填空、詞語搭配、使

用指定詞語完成句子或對話等。 

綜上所述，口語活動的思路僅僅對著對影片的「理解」展開回答和討論，達到

「使用生詞複述內容」以及「對影片內容發表想法」的作用，但語言學習與故事內

容的關係，大多停滯在理解之後記憶，以生詞表達、組句、用既有的知識能力討論

問題的層面，缺少交際互動練習。知道詞彙字面意思，而對用法或許不夠了解，可

以複述課文話語，但在真實語境中或許未能轉化成自己的能力，換言之，因為不了

解詞語的用法、社會語言慣用的表達法，且缺少課堂上自然的交際性訓練，學習後

仍無法將片中人物的話語運用到生活上。該教材著重的是聽說讀寫的「語言技能」

與對文化的了解，並非著重「語言交際技能」和交際文化，詞語註解較深奧，適於

母語者閱讀，沒有適於外語學習者的解說，而辯論、配音和改編演出的交際訓練方

式也極少，這部份針對西語背景者的溝通式學習幫助不甚大，然而能達到「複述」

對白中的話語來回答問題，對沒有目的語境的學習者而言，是學習成效重要的一部

份，此外，課末的綜合「語言練習」使用指定詞語完成句子或對話，屬於靈活應用

的層面，可提供教學活動或課用講義設計參考。 

三、教材三：《中國電影欣賞－女人的天空》       

丁安琪、張學增、劉懿萱（2010），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該教材一套三冊，採取一本教材一部電影的模式編寫，前兩冊《女人的天空》、

《洗澡》側重語言教學，第三冊《霸王別姬》語言、文化教學兼重，因文化含量多，

所需程度高，三冊編寫形式大體相同，本文僅取適於研究對象程度的《女人的天空》

做為分析。 

其編寫目標在透過中國電影欣賞進行漢語視聽教學，希望編製較為規範且適用

於外國學習者的學習材料，使用對象為掌握 3000 個常用詞（相當於 HSK5級）的學

習者；內容擷取電影中 9個片段進行分段學習，片段總共約 36分鐘，一課一個片段，

末課為綜合練習和對白文本的提供；各課結構為「生詞→語言講解→視聽說練習（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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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式三遍練習）：第一遍判斷對錯→第二遍詞義選擇、回答問題→第三遍填空、口語

表達練習、討論」；教學方向著重語言點的理解和學習、影片理解和以理解為基礎的

問題回答、複述、討論。 

各課結構方面，「生詞」僅拼音、詞性和翻譯，沒有注釋；「語言講解」選擇傾

向口語特色的詞語或短句，說明其意義、語法知識，中英對照，並以二~四個例句呈

現用法，該部份的選詞有別於一般綜合教材，頗能突出口語特徵；「視聽說練習」為

活動重點，是遞進性練習的方式，讓學習者看三遍，第一遍目的大致理解劇情，對

幾個簡短敘述判斷對錯，為是非題，第二遍分為兩部份練習，第一部份「選擇畫線

部分意思最接近的詞語」，目的理解該段重點詞語或慣用表達短句的意義，第二部份

「回答問題」在第一遍理解的基礎上進一步理解做出口頭表達，第三遍要能細聽掌

握字詞內容，並靈活應用所學知識，練習題包含填空、表達練習、討論、配音練習、

辯論、情境模擬六種。書的最後一課「綜合練習」在鞏固該冊語言點的理解和使用

規則，方式為把詞語放在適合的位置、選擇正確詞語、選詞填空、用詞語完成句子，

四個部份各 8 題，僅有「用詞語完成句子」屬於語言的靈活應用，所選詞語大多是

複句的關聯詞語、引進或承接話題的詞語。 

「視聽說練習」的第三遍的練習活動中，「表達練習」目的是口說的練習，有

理解性的複述，也有創造性的抒發想法，「討論」算是創造性的口頭表達，「配音練

習」即看著片段進行模仿角色扮演，「辯論」和「情境模擬」為數極少，且討論和辯

論的內容多與劇情主題相關，與文化相關的全書僅有一題。綜觀「視聽說練習」的

部分，設計概念和《看電影說漢語》同樣側重在理解的基礎上複述或回答問題、對

影片主題做討論，但缺乏將影片中的語言點、慣用法透過活動應用出來。 

教學方面的啟示，一課學習平均約 4 分鐘的片段，包含「生詞」、「語言講解」

與理解影片的活動「視聽說練習」三項，時間雖短但對影片學習來說，四、五分鐘

的內容已包含足夠資訊，小片段學習較能掌控步調、深入重點、避免資訊多的壓迫

感，不失為影片分段之教學規畫參考。 

教材方面的啟示，其設計思路和教法呈現簡明風格，練習題圍繞重點知識，型

式簡單、份量不多、句子簡潔易懂，對於所需完成事項和目的能一目了然，頗適合

西語背景者的學習特點和需求，然而若作為正規教材，由於編寫力求簡潔，語言用

法解說不夠周到，解說的層面仍較基礎，容易導致一知半解，缺乏語用說明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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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慣用表達說明，此外，交際活動不夠頻繁充分，皆有賴教師補充。故整體來看，

編寫風格、步驟型式、份量可為參考，但語言點宜適度提供語用知識解說，練習方

向除了對影片理解、回答、複述之外，對西語背景學習者需擅用配音活動、情境模

擬、辯論等，增加溝通應用的層面，將影片內的用詞表達具體使用出來。 

四、教材四：《秦淮人家－中高級漢語視聽說教程（上）》   

李菊先、王樹鋒（2003），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由江蘇電視台的百集電視短劇，精選其中 16 集分為上下冊各 8 課編撰教材，

本文僅分析上冊。一課一集，單集再分為上下兩集以設計教程，每集故事獨立但人

物相同，注重語言學習與跨文化討論，富趣味性、口語性較強，能符合學習者的口

語學習需求，編者希望以現成影視材料編制系統化、規範化的視聽說教程，提供中

級、高級的二語學習者使用。編排原則為篇幅由短到長、生詞對話由少而多、由易到

難循序漸進，然全書除了生詞，沒有英文翻譯，而生詞份量偏多、語言點的解說亦

含有一定份量的生詞，加以教材文化內涵豐富，研究者認為更適合高級程度學習者。 

其編寫形式與教學思路，主要利用遞進性、多層次的「複述」達到以影視作為

媒介的口語表達的訓練，再向開放性的描述和話題討論推展。除了生詞表和語言點

例釋要求學生預習完成，教程結構分為三部份：第一部份和第二部份（分別針對上、

下集編寫），先整片觀看進行初步理解，接著分段視聽、以回答問題方式「分段複述」

故事，表達理解與看法；第三部份完整視聽全劇，進一步「完整複述」故事，有此

基礎後，再利用場景、對話、動作等進行創造性的訓練，例如用自己的話語描述情

節、看畫面說畫外音（揣測人物角色的心理活動敘述之），口語表達訓練的高峰為「話

題討論」，需要所有已學知識和表達能力的支撐，對劇情和跨文化議題發表看法，目

的在加深對文化內涵的理解，同時訓練成段表達能力；第四部份為課後練習，做為

複習、鞏固所學詞語所用，方式為選擇最合適的解釋、選詞填空、完成句子、使用

短語擴展句子。 

教學方面的啟示：和前述兩本教材的教法模式相同，以「理解、複述」為主軸，

但該教材的複述具「層遞性策略」的構思，有別於前述教材的做法。回答時以「為

什麼？他是怎麼說的？」提問，讓學習者使用提示詞語複述內容，有時不提供，總

體理念在透過不斷複述，包括分場景逐一複述、全劇完整複述，達到學習劇中話語

內容的目的，在複述全劇的基礎上，再進行較為創造性的表達，最後開放性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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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達到充分說話且前後不離學習目標--影視內容，然而仍缺少互動溝通式活動，

屬於靜態教學，此外，一課的場景多、資訊多，理解、記憶、複述的份量較重，表

達同時需組織語言，在有限的課時中易顯出壓迫感，故層次推進的複述模式有利於

教學設計參考，但該教材整體內容偏難且多，適用於學習動機強的高級班。 

教材、教學方面的綜合啟示：一，以理解為目的或以複述為目的題型和問法可

以透過該教材取得模式，以利於了解如何引導或哪些層面具有提問價值；二，語言

點的詞語或句型都具有口語特徵，是學習者重視的「實用」導向，能提高學習的積

極性，此外，語言點提供解說與例句，部分詞語也提供心理意圖層面的解說，能加

強對語境使用的認知，但例句主要僅呈現一句，為課文中的原句，可再增加；三，

配音練習可提示重點詞語和語言點，有助於學習者專注於段落梗概和詞語表達；四，

編寫講義或安排課堂活動順序，應把「離開劇中話語的開放性討論活動」置於「圍

繞劇中話語練習的各式活動」之後，包含配音模仿、角色扮演等創造性活動之後，

使能以劇情的「語境」為核心，進行由易到難、由高控制到低控制的語言學習活動。 

五、教材五：《中國側影－現代漢語高級讀本》      

周質平、王蔚、楊玖（2008），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 

該教材是在美國使用的電影漢語高級讀本，一課一部電影，編者有鑒於一般電

影教材處理方式的弊端，依據電影情節的發展寫成短文，是為〈梗概〉，再就電影主

題寫了些議論，是為〈讀後〉，有時將兩者合併為一文，成為該教材課文，取代電影

中的對白。編寫概念是針對高級以上的學習者透過〈梗概〉與〈讀後〉的學習進行

討論，故主要為閱讀理解後的「討論」活動；另一方面，摘錄一部份電影對白編寫

生詞、句型的註解，以利程度較低的學習者可由對話入手；各課結構是「梗概→讀

後→生詞、句型例句→對話摘錄→對話生詞、對話句型例句→練習」。然而該教材並

非視聽教材，故觀察重點只聚焦於「練習」的題型，提供課用教材編製參考。 

該教材練習題型包括：選擇最適合的詞語填空、選擇畫底線詞語的詞意、使用

指定詞語回答問題、依句中畫底線的詞語造句、組詞擴展造句、選詞填空、填詞完

成有意義的短語或句子等，最後是開放性討論，討論題包含圍繞劇情的討論、劇情

相關議題的討論，以及劇情之外延伸的文化討論。練習題豐富的題型，可作為課堂

活動或課後鞏固所學之用，有利於檢視學習者的吸收、理解以及是否能以自身經驗

去建構知識的意義，具課用正規教材編製的參考價值，特別是一些半開放性的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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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造句或完成句子等；而透過開放性遞增的討論題發表自己的看法，可根據學習

者程度選擇問題類型，訓練語言組織和成段表達能力。 

六、小結 

設計適合於西語背景者學習的影片教學與課用教材，需以特定課型課程的「教

學目的」為出發點，結合「學習者需求、特點和興趣」，同時根據「二語學習理論」

設計教學與編寫，才能以教材或教法國別化的前提發揮實效長遠的幫助，研究者認

為課程之教學與正規教材設計不能離開以上三項原則。 

綜觀教材為教學提供的啟示，發現編寫形式方向主要偏重於影片的視聽理解，

缺乏互動溝通活動，除了使用指定詞語的回答和複述，少有將語言點應用出來的情

境式交際性訓練；詞語多為結構語義面的解說，沒有具體解說條件和功能；課後語

言練習方面，多屬記憶理解類型。藉此發現也間接地提醒我們教學設計時需注意到

的面向。 

而各教材中「遞進性」的教程或教學活動編寫，對研究者應如何安排教學的進

行有所啟發，特別是在活動程序和活動型式上。總體而言，透過分析，我們意識到

「複述」在口語表達的重要作用，作為語言學習前半段高控制的活動，討論或表演

類成段表達能力的暖身和基礎，故觀片後的理解活動可加以結合場景複述；再藉著

此時複述之後對語境的感知，進行配音、角色扮演，使學生將劇中人物的話語付諸

實現，再進一步進行創造性活動，最後設計開放性、低控制的討論活動，鼓勵學生

積極思維和自由表達。此外，值得作為教學活動參考之處，如指定詞語完成句子或

指定詞語回答問題，「複述」和「討論」之間扮演重要角色的「配音練習」也不可少，

話題辯論或跨文化討論都是有益於表達的綜合性訓練。 

若作為影片課程的「正規教材」，研究者認為就所觀察的教材，語言點應多著

重於詞語的使用條件、功能的說明和歸納，情境的列舉，然而若是「精簡版，輔助

型」的課用講義或學習單，其功用應該在於讓學習者發揮思考與靈活應用語言功能，

對非目的語區西語背景者的學習需求和特點而言，可直接列出單元重點，例如引導

學生透過場景、語境觀察語言的使用，對於該課應學會的語言功能和句型能一目了

然，同時專注於課堂教學時的互動和思考，自行歸納總結話語的使用條件，透過各

種課堂活動以訓練創造性地使用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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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西語地區教與學之現況分析 

A類問卷的範圍與目的是西語地區中級華語課堂教與學的現況，受訪教師與學

習者之基本資料已於第三章第三節介紹，本章各節的調查項目僅簡述受訪人數，提

供分析結果比對。師、生樣本數量不論多少，圖表數據皆以百分比呈現，另由於 google

表單設計的限制，等級量表的各等級定義僅容許標示出兩個極端的定義，以數字 1~5

代表程度，即第一等和第五等能標示定義，所有五級量表的中間第三等級，視各題

答案所需而為中立表態、尚可、不一定、視情況、或無所謂等。 

一、教師問卷 A 

受調者須為西語地區之中級教師，11位之中有 9位在西班牙任教，2位在墨西

哥，百分之九十的教師以一般綜合課的課型為前提填答，除了基本資料，內容分為

三個部份：「現況教學內容與方式」、「教與學的難點」、「對短片口語教學的建議」，

其中「對短片口語教學的建議」擬納入第三節短片口語教學需求分析一併統整，以

下依序呈現彙整結果。 

（一）現況教學內容與方式 

這部份都是就「事實」而問，首先呈現課堂中口語訓練所重視的語言層面之情

況，按照重視程度之排序如表四-1。 

表四- 1 教師問卷 A 第 4 題「課堂教學重視以下哪些口語訓練？」 

項目/程度 (百分比) 未曾進行 不太重視 尚可 重視 非常重視 

1 會話訓練 0 0 9.1 18.2 72.7 

2 語用詞彙 0 0 9.1 45.5 45.5 

3 一般詞彙 0 0 18.2 36.4 45.5 

4 交際的得體表達 0 0 18.2 36.4 45.5 

5 語法能力 0 0 36.4 27.3 36.4 

6 交際策略 (承接/轉

換/補充) 
0 0 36.4 36.4 27.3 

7 語用因素的掌握 0 9.1 18.2 36.4 36.4 

8 篇章能力 0 9.1 27.3 36.4 27.3 

9 獨白訓練 0 9.1 36.4 45.5 9.1 

10 語流、語調、節奏 0 27.3 18.2 36.4 18.2 

11 一般語音 9.1 0 18.2 36.4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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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可見所有的語言層面皆受到超過一半受訪者的重視，在所有受訪者中特別

受重視的口語訓練依序是會話訓練、語用詞彙，其次是一般詞彙和交際得體的表達；

而最不受重視的項目依序是一般語音、說話的語流/語調/節奏、獨白訓練、篇章能力、

語用因素的掌握。可知「會話」是課堂上普遍使用增進學習者口語能力的形式，而

「詞彙」是教師最重視的語言要素，在西語地區的課堂教師認為學生的語音、語調

以及語法能力不是要求的重點，同時講求篇章銜接、連貫的獨白訓練（成段表達）

和語用因素的教學在有限的教學時間內，也相對較未能受重視。 

接著是受訪者對於語言要素中「語用教學」的做法，結果統計如表四-2。 

表四- 2 教師問卷 A 第 5 題（複選題） 

若同一語言功能有許多表達方式，同一詞彙、句子在不同的語境中意思不相同，

您的作法為何？ 

幫學生歸納並說明

不同用法 

讓學生實際演練不

同用法 

分析瞭解不同意思

的來源或演變 

只講解該課出現

的用法 

90.9% 81.8% 36.4% 9.1% 

該題設為複選題是希望了解口語中常制約語義結構和句法結構的「語用」因素，

在西語地區傾向如何教學，結果教師主要贊同為幫學生歸納（情境）並說明不同的

用法，次為讓學生實際演練不同用法。然而在教師訪談時，三位教師都表示只需講

該課用法以免造成學習混亂或影響吸收，若「歸納說明不同用法」也只說明最常用

的即可，不會再演練不同用法。 

（二）教與學的難點 

與前一部份「現況教學內容與方式」之別，這部份將了解的是「態度」。首先

是對中級口語能力訓練目標之重要性的表態，排序如表四-3。 

表四- 3 教師問卷 A 第 8 題「中級口語能力訓練的幾個目標中，您認為達成哪一項相對重要？」 

項目/程度 (百分比) 不重要 不太重要 尚可 重要 非常重要 

1清楚表達自己的想法 0 0 0 18.2 81.8 

2具連貫與邏輯的成段表達 0 0 0 54.5 45.5 

3詞彙使用正確 0 0 9.1 45.5 45.5 

4表達流利度 0 0 9.1 63.6 27.3 

5語用因素的掌握 0 0 18.2 45.5 36.4 

6交際策略 0 0 18.2 63.6 18.2 

7交際的得體性 0 0 36.4 27.3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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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語法準確度 0 0 45.5 36.4 18.2 

9發音、語調準確 0 27.3 9.1 27.3 36.4 

表四-3可見幾乎所有目標都受到高度重視，所有的受訪教師一致對「清楚的表

達自己的想法」以及「具連貫與邏輯的成段表達」給予肯定（兩者皆 100%），高達

81.8%的受訪者認為楚表達自己的想法「非常重要」，其次除了詞彙使用正確（91%），

也認為表達流利度（90.9%）是口語訓練的重要目標之一，雖然流利度是非目的語境

西語背景者的難點之一。相對之下，較不受重視的層面與第 4 題結果相同，即「發

音、語調準確」和「語法的準確度」，認為語音不太重要者有 27.3%，語法的重要性

則有 45.5%表態中立，西語背景學習者普遍認為語法是最枯燥無聊的學習項目，可

能影響教師教學對語法教學的比重。另外交際得體性的教學受重視之比例（63.7%）

不突出，研究者判斷是在非目的語境有限的教學時間內，一般中級程度學習者仍存

有初級的語言問題，綜合課顧及詞彙、語法、聽說讀寫的技能已不容易，不一定能

顧及交際表達的得體性。 

接下來是從教師的角度了解口語教學最難達成的項目，統計結果如圖四-2。 

圖四- 1 教師問卷 A 第 9 題「承上，您認為口語教學達成什麼最困難？」 

在圖四-1中，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認為表達時「語用因素」的掌握最難達成，其

次則為「交際策略」例如贊成、異議、承接、轉換、補充等，因為動態語境對理解

和表達有著很大的制約作用，突出了口語語用教學的困難，往往是教師們專業知識

和教學技巧受考驗的部分。 

接著是教師對自身教學的滿意度，以滿分 10分為例，滿意度排序如表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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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4 教師問卷 A 第 11 題「請依如下各方面評估您『教學實施』的滿意度？ 

項目/滿意度 (百分比) 1-2分 3-4 分 5-6分 7-8 分 9-10分 

1 用詞與語法 0 9.1 9.1 63.6 18.2 

2 交際和語用得體 9.1 0 18.2 45.5 27.3 

3 說的流利度 0 9.1 27.3 45.5 18.2 

4 語音 0 9.1 27.3 54.5 9.1 

5 成段表達 0 9.1 27.3 63.6 0 

表四-4這五方面，六成以上的受訪者認為各方面教學均能達到 7-8分以上的滿

意度，其中 9-10 分票數最高之項目是交際和語用得體的教學，但該項也有 9.1%的

受訪者持最低分的滿意度；達 7-8 分以上比例最多的是用詞與語法（81.8%），可見

詞彙與語法是一般老師最把握的教學，而語音、流利度、用詞語法、成段表達方面

均有教師持 3-4分的低滿意度，其中「成段表能」沒有任何受訪者表示 9-10分滿意

度，可視為教學實施最不滿意的項目，其次是語音。 

教師對學生學習的滿意度，同樣滿分 10分為例，排序如表四-5。 

表四- 5 教師問卷 A 第 12 題「請依如下各方面評估您對『學習成效』的滿意度？」 

項目/滿意度 (百分比) 1-2分 3-4 分 5-6分 7-8 分 9-10分 

1 用詞與語法 0 9.1 9.1 54.5 27.3 

2 說的流利度 0 9.1 27.3 54.5 9.1 

3 語音 0 9.1 18.2 72.7 0 

4 成段表達 0 9.1 45.5 36.4 9.1 

5交際和語用得體 9.1 0 45.5 36.4 9.1 

表四-5顯示最多受訪教師（27.3%）表示學習滿意度最高的項目是用詞與語法，

同時也是 7-8 分滿意度以上最高比例者；沒有受訪者對語音表現持最高滿意度，但

對語音和流利度的滿意度比例高於成段表達與交際和語用得體，可見雖然語音和流

利度對學習者來說是最難克服的項目，但對教學者來說，成段表達和交際語用方面

的學習成效低落，才是阻礙口語表達的主要因素，學習者在這兩方面的學習成效遠

遠不夠突出，特別是交際和語用因素的掌握。 

開放式題目方面有兩題，關於教學現況的問題，是就前面教與學的滿意度做總

結，統整受訪者的回答如下。而關於「短片口語教學的建議」的另兩題開放式題目

將納入教師問卷 C 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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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教學上的困難，教師問卷 A 第 13 題為「根據教學實施的滿意度，您認

為『口語教學』主要的困難或局限何在？解決辦法為何？」11 教師中有 5位認為口

語教學最主要的困境是「缺乏口語練習的環境」，學生無法將所學應用到現實生活中，

難有機會鞏固所學，解決方法為「盡量在課堂創造情境來學習」、「多做語言交換，

多在網路上看影片和電影及到目標語當地去生活」；另有教師認為主要的困難是「讓

學生能理解並記得詞彙的運用」，解決方式為「在課內會剪接一些電視劇或電影片段

給學生看，另外課後給學生他們比較容易弄錯的用詞和一些圖卡，讓他們回去練習

編寫對話」，另一受訪者也表示類似的問題「如何幫助學生吸收新詞彙和語用表達，

將其轉化為自己口語表達時的工具」，因此西語地區的華語教學，除了沒有語境的現

實侷限之外，教師堪憂的是如何幫助學習者吸收所學（詞彙、語法、語用）並能自

然、正確地使用；其餘的受訪者認為的困難還有「缺乏對語言材料中起承轉合的體

認，以及對語用差異的了解」、「在口語上常常需要糾音」、「HSK 測驗不考口語」、「課

程安排時間有限」。 

大部分受訪者提到的是現實無法改變的困境，與語言教學相關的僅提到如何幫

助學習者吸收、轉化新知識，以及了解華語的起承轉合和語用差異，這是該份調查

主要欲蒐集的資料，後續訪談將再進一步討論。 

最後是教師認為學習者的難點，教師問卷 A第 14題「根據學習成效的滿意度，

您認為學生『口語學習』的難點為何？如何幫助改善此問題？」依教師們的意見彙

整為：一，語用、交際的得體性方面：「在中級階段的主要難點是辨別不同語體的詞

彙，在不同語境能夠得體地使用相應詞彙及表達方式」、「文化上的差異帶來語用上

的不同」，解決方式是「多補充文化教材、各地差異，可多讓學生看紀錄片或有關文

化的影片或節目，作為作業讓學生自己觀看並帶來課堂上分享」；二，語法、詞彙準

確度很困難；三，語音和成段表達方面：「語音語調的掌握很難，其次是學生不願意

表達連貫的段落，往往只說短句」、有教師表示「顧得了聲調，顧不了邏輯，或是顧

得了邏輯，顧不了連貫性」，方法是「運用 whatsApp 手機軟體，使學生熟練短文後

錄音傳給老師」，該法是針流暢性的練習與對文章邏輯、連貫表達的體會；四，缺少

語言環境：受訪者認為只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課堂時間讓學生增加用目的語交流的

機會」、「讓學生盡可能以中文彼此交談，教師僅擔任協助角色」，另有教師表示「只

靠課堂上是不夠的」，其做法是「幫學生安排語言交換，或與當地一些中國大陸店家

或餐館合作，學生必須每週兩次到這些地方以自願打工的方式與店家裡的中國人一

 



融合短片於中級華語口語表達之教學設計 

96 
 

起工作練習」，「說話環境太少，造成語音準確及流利度上不足」，解決之道是「鼓勵

學生多透過網路影片或是戲劇接觸中文」，「進行語言交換，多在網路上看影片和電

影及到目標語當地去生活」，強調的都是融入真實語境學習真實語料。 

綜觀所述，教師認為西語背景學習者的難點涵蓋了語音、詞彙、語法、交際、

語用各個面向，並無相對集中的某個語言層面是特別屬於西語母語者的難點，除了

缺乏語境的現實問題與上題表態相同，然而這是開放式問題廣義、宏觀的結論，若

狹義地說，可依問卷各題的分析結果得知「語音、語用、成段表達」正是學習難點。 

二、學習者問卷 A 

學習者問卷 A 對象是非目的語境西語地區的學習者，受調者共 22位，其中 17

位是西班牙學習者、5 位拉美學習者，因此探悉「現況」的問卷 A，將較能顯示西

班牙課堂的情況。除了基本資料，內容分為四個部份：「口語學習難點自我評估」、「教

與學的現況」、「課堂活動的類型」，最後是「問題與解決」，以下依序統整結果。 

（一）「口語學習難點自我評估」 

首先了解學習者自己認為需要加強的層面為何，結果如圖四-2。 

圖四- 2 學生問卷 A 第 3 題「你認為自己需要加強的是什麼？」 

由圖四-2結果可見，受訪者認為需要加強的項目和最難的項目前三名大體趨勢

相同但有些微出入，77.3%自評需要加強的是表達流利度，其次有68.2%認為是發音、

語調，再是 59.1%語法準確度。故語音語調、表達流利度仍明顯列居首二，相較於

上題，語法準確度可能較成段表達迫切性更高而排名第三，且三項都有超過半數以

上的數值比例。而比例較低者，同樣是現況能力尚未顯現的或者是已經掌握的層面。

接著是問卷第二部分，從學習者角度觀看西語地區課堂教與學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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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與學的現況 

受訪者的課堂傾向注重語言規則的理解還是實際練習，結果如圖四-3。 

圖四- 3 學生問卷 A 第 5 題「你的課堂注重理解語言規則勝過於語言實踐」 

圖四-3顯示 36.4%的受訪者表示自己的課堂注重理解語言規則勝過於語言實踐，

也有同樣比例（36.4%）的受訪者表態中立，可能為不盡然或沒有明顯的感知而無法

明確表態，僅有 27.3%的受訪者表示自己的課堂傾向著重語言的實踐，沒有受訪者

明確否定這個陳述。研究者將「理解語言規則」解讀為「教師講解」，「語言實踐」

對應於「學生練習」，換言之，注重「理解語言規則勝於語言實踐」者加上中立者的

比例，有 72.8%受訪者的課堂不甚注重知識理解之後的應用練習，顯出當地教學可

能的面貌與研究者的假設一致，研究設計也將針對此現狀改善。下一題是對口語目

標重要性的表態，按重要性之程度依序呈現如表四-6。 

表四- 6 學生問卷 A 第 7 題「下面是中級口語能力訓練的幾個目標，您認為達成哪一項相對重要？」 

項目/程度 (百分比) 不重要 不太重要 尚可 重要 非常重要 

1 發音、語調準確 0 4.5 4.5 40.9 50 

2 詞彙使用正確 0 4.5 9.1 54.5 31.8 

3 表達流利度 0 0 18.2 36.4 45.5 

4 具連貫與邏輯的成段表達 0 0 22.7 40.9 36.4 

5 清楚表達自己的想法 0 0 22.7 50 27.3 

6 語法準確度 0 4.5 22.7 50 22.7 

7 語用因素的掌握 4.5 13.6 13.6 50 18.2 

8 交際策略 0 4.5 31.8 27.3 36.4 

9 交際的得體性 0 13.6 40.9 31.8 13.6 

表四-6顯示持正面態度重要與非常重要加總的比例最高的項目是發音、語調準

確性（90.9%），該項同時是持「非常重要」比例最多者（50%）；其次是詞彙的正確

使用，有 86.3%的受訪者持明確的正面態度，表達流利度 81.9%列居第三，可見西

語區學習者對語音方面包含語調、語流等的表現高度重視，認為是口語表達訓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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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且主要的目標。另外，完全無負面表態且中立表態成份不高的項目為表達流利

度、具連貫邏輯的成段表達以及清楚表達自己的想法，這三項也透露了學習者一致

的重視。整體而言，除了最受重視的前三名，其他項目的重要性大多獲六至七成受

訪者的肯定；值得一提的是，交際的得體性僅有不到半數（45.4%）的受訪者認為重

要，是正面肯定態度最低者、而中立態度最多者（40.9%），且有 13.6%認為不太重

要，為數不少的中立態度之比例，推測是因為長期在非目的語境學習，未能對交際

得體的重要性有深入的體認或迫切需要，也可能說明由於程度不足，語言基本要素

自然比「得體交際」優先重視；此外，持負面態度比例最高者（18.1%）為語用因素

的掌握，再度說明了受訪者（特別是受訪居多的西班牙學習者，占 77%），因沒有溝

通的環境、HSK測驗不考口語，很大程度減低了學習者對交際語用的重視。 

了解受訪者對口語目標重要性的表態後，下面是學習者對課堂教學各層面滿意

度的調查，滿分為 10分，統計結果如表四-7。 

表四- 7 學生問卷 A 第 8 題「根據重要性，你對下面這幾方面的課堂教學是否滿意？」 

項目/滿意度 (百分比) 1-2分 3-4 分 5-6分 7-8 分 9-10分 

1 用詞與語法 0 9.1 9.1 50 31.8 

2 交際和語用得體 4.5 9.1 18.2 54.5 13.6 

3 成段表達 4.5 9.1 27.3 45.5 13.6 

4 語音 13.6 9.1 27.3 27.3 22.7 

5 說的流利度 4.5 27.3 18.2 40.9 9.1 

表四-7 從學習者角度觀看教師課堂教學的實施，大部分受訪者（81.8%）對用

詞與語法方面的教學評價較高，也獲得了 9-10分滿意度最高的比例（31.8%），7分

以上滿意度總比例次高（68.1%）的是交際和語用得體的教學，以上兩項教學滿意度

皆有超過六成的受訪者認同；語音和說話流利度的教學僅有 50%的受訪者滿意，而

「說的流利度」在 9-10 分的比例只獲得 9.1%的認同，同時有 27.3%的受訪者給了

3-4分，4.5%給了 1-2 分，中立表態者也相對較其他項目為少，故可視為滿意度最低

的項目；滿意度次低的是語音方面，超過兩成（22.7%）的受訪者認為在 4分以下，

而且在 1-2 分滿意度獲得了相對多的比例。兩項滿意度低的項目與學習者對自身的

語音滿意度不無關係。 

表四-8是學習者自評學習成效的滿意度，滿分同樣是 10分，滿意度排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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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8 學生問卷 A 第 9 題「根據重要性，你對下面這幾方面自己的學習成效是否滿意？」 

項目/滿意度 (百分比) 1-2分 3-4分 5-6分 7-8分 9-10分 

1 用詞與語法 4.5 0 22.7 59.1 13.6 

2 成段表達 4.5 9.1 31.8 36.4 18.2 

3 語音 4.5 9.1 40.9 31.8 13.6 

4 交際和語用得體 13.6 9.1 40.9 22.7 13.6 

5 說的流利度 9.1 18.2 36.4 22.7 13.6 

結果顯示多數受訪者（72.7%）評估自己學習成效達 7-8 分以上的滿意度的是

「用詞與語法」，該項同時是 3-4分以下比例最低者；學習滿意度列居第二的是成段

表達，7-8 分以上占 54.2%，雖過半數但不算突出，且 13.6%的受訪者自評在 3-4 分

以下；滿意度最差的是說的流利度，僅有 36.3%的受訪者認為達 7-8 分以上，而高

達 27.3%評為 3-4 分以下的滿意度，其次是交際和語用得體的學習，也有兩成以上

（22.7%）的低滿意度。同時我們可以推斷中立表態比例愈高者，滿意度往往不夠突

出，如語音。 

（三）課堂活動的類型 

研究者就溝通式教學活動並參考一般教材編寫的會話活動列出 20 項可能的口

語活動，詢問學習者課堂上使用哪些活動訓練口語表達，結果如圖四-4。 

圖四-4 顯示最多受訪者（81.8%）表示閱讀為華語課堂的主要活動，其次為用

詞造句（77.3%），對話活動（68.2%）為第三，其後為課文複述（63.6%）和生詞操

練、聽力練習（皆為 59.1%），調查訪問也在超過半數受訪者（54.5%）的課堂中進

行，較常進行的溝通式活動為調查訪問、遊戲（40.9%）、情境模擬與角色扮演（31.8%），

但比例皆不高，其餘比例相對更低。整體來看，當地課堂靜態活動多於動態，研究

者認為由於受訪者是依「一般綜合課」的經驗填答才有此結果，然而由此我們大致

探知了西語地區華語課堂的活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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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4 學生問卷 A 第 12 題「在課堂主要用哪些活動訓練口語表達？(可複選)」 

（四）問題與解決 

開放式的題目共有兩題。首先是學生問卷 A第 14 題「整體而言，課堂教學哪

一方面對你最有幫助？教學方法是什麼？」將受訪者表達的核心語意內容統整如下，

排序與比例無關。 

一，聽真實語料：聽真實情境的會話；聽老師（母語者）使用自然的慣用法說

話，通常課本沒有。二，不看拼音唸書、念對話。三，學日常用語：教每天都會用

得到、說得到的詞彙最有用。四，課堂提問：老師提問學生回答。五，學以致用：

用學過的生詞產出句子、對話或獨白；用學過的詞彙語法和同學對話；用自己的話

陳述自己的想法；口語練習是鞏固詞彙和語法最好的方式。六，對話：在課堂進行

關於中華文化、歷史的會話；和同學對話，方式為念對話、隨筆創作再口頭交流等。

七，語法解釋：老師為我們解答疑惑；聽力或語法解釋。八，句型應用：反覆使用

句型，方法是先解釋語法，然後老師舉例，最後學生進行反覆使用句型的活動；介

紹新語法概念時，學生試著用不同的、適當的方式表達，方法是老師給我們解說關

鍵的語法成分，然後舉例，最後要我們自己做出例子。九，溝通式活動：辯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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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要表達自己的想法就要盡可能用所知的中文讓對方理解。十，遊戲，因為競爭能

促進學習；透過遊戲學生詞。十一，閱讀與寫作：學寫新詞，因為閱讀、識字對目

的語境中的日常生活很重要；為 HSK 考試練習的關鍵字的閱讀和對話；寫作對語法

和詞彙知識的吸收很有幫助。 

綜上所述，學習者喜歡真實且實用的語言內容，能自己使用學過的知識建構出

與自身經驗相關的詞句，和同學對話、喜歡透過遊戲、辯論調動積極性，用自己的

話表達想法，認為閱讀與寫作有現實的必要性。 

學生問卷 A 第 15 題「整體而言，教學有什麼問題需要改善？怎麼改善才能讓

你得到實際幫助？」雖部份受訪者表態一致，但研究者將其說法一併呈現如下： 

一，強調真實言語的使用、語言的實用性：少花時間在語法，多點時間在真實

話語的使用；應讓學生多進行一些真實情境的對話。二，加強口語和聽力，以溝通

式活動促進學習：應強調口語溝通、更多聽力活動和說話流利度的練習；應該要改

善聽和說的練習；應該多加強口語練習，可透過個人或小組報告進行生詞遊戲促進

良性競爭，或聽歌、看影片等活動，現今的語言機構都太重視語法而少重視口語表

達和語音，但學生有必要在課堂多說，透過簡單而活潑的活動方式來實行；加強在

課堂中對話、角色扮演，以使不看課文而可以建構句子和情境；老師應該用正常語

速培養我們的聽力，口語和聽力是最重要的，也是教學最弱的部分；教學太過注重

書面詞彙與漢字，而我們想要的是能流利說話，能在手機或電腦上打字；透過和同

學的對話或獨白，模擬真實情境即興演出很有用。三，課堂用語使用中文：雖然有

時候不得不以西語或英語講解語法，但盡可能地使課堂成為沉浸式的學習更為有用。

四，網路輔助學習：以適合於學生之用的網路材料來加強所學。五，離開課文，用

自己的話說：要能離開對課文的依賴，方法為念完課文後，概括重點，試著用自己

的話複述課文內容，可以是寫或說的方式。六，語音方面：最主要應該加強語音準

確；需強調聲調準確，應該要有一堂課致力於檢查聲調是否準確；語音的問題可聚

焦於聲調準確的練習；以聽力活動來改善語調和理解母語者。七，改善教學方式：

應該以更活潑的方式來教學，中文不應該用你一句我一句反覆跟說來學，聽和說是

有助於記憶生詞、語法最好的方法，以真實場景的影片學習母語者說話的方式。 

綜上所述，學習者的意見可歸納為：少一點語法、加強聽說，以不看課本複述

內容、真實情境、角色扮演和溝通式活動促進學習，多練習說話，也要強化語音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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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流利度的練習。顯示學習者的需求主要仍在語言技能層面，如聽、說和聲調改

善的訓練，雖然未提到交際技能或說話的得體性，然而他們強調脫離課本的「真實

言語的使用」，實際上已涉及社會語言特徵，也就是自然的口語，這就一定程度離不

開語用因素的制約，因此若將語用因素結合語言結構來學習，能有助於學習者目前

的口語程度向自然真實的目標提升。 

三、「現況」綜合分析 

以下將教師與學習者問卷相同的題目進行比較，藉由教師和學習者不同的角度

探知西語地區中級教學與學習的實際情況。  

一、「課堂教學注重理解語言規則勝過於語言實踐」師生填答結果如表四-9。 

表四- 9 教師與學習者問卷 A 綜合比較（一） 

課堂教學注重理解語言

規則勝過於語言實踐 

不同意 不太同意 中立表態 同意 非常同意 

教師回覆 18.2% 27.3% 36.4% 18.2% 0 

學習者回覆 0 27.3% 36.4% 18.2% 18.2% 

從表四-9 可見師生在 2,3,4 級的表態比例相同，但兩個極端比例相反，45.5%

的受訪教師認為「語言實踐重於理解規則」，僅有 27.3%的學習者表示相同；換言之，

課堂為「理解規則重於語言實踐」的受訪學生加上中立表態者，表示有 72.8%受訪

學生的課堂不一定或不注重語言實踐，而教師有高達 54.6%持相同看法。因此不論

教師和學習者的認知差異為何，「理解規則重於語言實踐」型的課堂比例都偏高，我

們推測當地教學的比重很可能「講解」大於「應用」。 

二、「中級口語能力訓練的幾個目標中，您認為達成哪一項相對重要？」參照

表四-3、表四-6記錄了兩組受訪者認為重要性最高的前三名以及重要性最低的項目，

如表四-10。僅記錄「重要」與「非常重要」的加總比例，相同者則進一步比較其「非

常重要」之比例，即「/」之後的數值。 

表四- 10 教師與學習者問卷 A 綜合比較（二）中級口語能力訓練目標的重要性 

教師  

回覆 

最

高 

清楚的表達自己的想法 具連貫與邏輯的成段表達 詞彙使用正確 

100% / 81.8% 100% / 45.5% 91% 

最

低 

發音、語調準確性 

63.7%（不太重要者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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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

回覆 

最

高 

發音、語調準確性 詞彙使用正確 表達流利度 

90.9% 86.3% 81.9% 

最

低 

交際的得體性 

45.4%（不太重要者 13.6%） 

在九項語言層面中「清楚的表達自己的想法」以及「具連貫與邏輯的成段表達」

獲得了受訪教師對中級教學一致的重視，其次是詞彙使用正確；學習者則認為「發

音、語調準確性」最重要，其次為詞彙使用正確與表達流利度。教師和學習者在中

級教學目標的選擇重點不同，教師認為最重要的前兩項不包含在學習者選出的首三

項中，而學習者所重視的項目較脫離中級階段的教學重點，較傾向語言要素的基本

目標。發音、語調準確是西語背景學習者的真實需求，卻是教師們認為重要性最低

的，另外非目的語區的受訪者則對交際的得體性的目標不夠重視。由此可見，師生

雙方對重要性的認知和需求不同也很可能影響教與學雙方的期望。 

三、針對「教學實施的滿意度」，教師對學習成效滿意度的順序如表四-11，該

表依據表四-4、表四-7整理而成，僅記錄 7-10分滿意度的加總比例，相同者則進一

步比較其 9-10分的比例，即「/」之後的數值。 

表四- 11 教師與學習者問卷 A 綜合比較（三）教學實施滿意度排序 

教師  

回覆 

用詞與語法 交際語用得體 說的流利度 語音 成段表達 

81.8% 72.7% 63.7% / 18.2% 63.6% / 9.1% 63.6% / 0 

學習者

回覆 

用詞與語法 交際語用得體 成段表達 語音 說話流利度 

72.7% 68.1% 59.1% 50% / 22.7% 50% / 9.1% 

表四-11中可見兩組受訪者對教學滿意度最高的項目認為一致，最高為用詞與語法，

其次為交際語用得體，教學滿意度最低的項目，教師自評為成段表達和語音教學，

而學習者則認為是說話流利度和語音。 

四、針對「學習成效的滿意度」，教師對學習者學習成效的滿意度的順序如表

四-12，該表依據表四-5、表四-8整理而成僅記錄 7-10分之滿意度的比例，相同者則

進一步比較其 1-4分的比例，即「/」之後的數值。 

表四- 12 教師與學習者問卷 A 綜合比較（四）學習成效滿意度排序 

教師  

回覆 

用詞與語法 語音 說的流利度 成段表達 交際語用得體 

81.8% 72.7% 63.6% 45.5% / 3-4分

9.1% 

45.5% / 1-2分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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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

回覆 

用詞與語法 成段表達 語音 交際語用得體 說的流利度 

72.7% 54.2% 45.4% 36.3% / 22.7% 36.3% / 27.3% 

從表四-12中可知「用詞與語法」獲得大多數受訪教師與學習者對學習成效的肯定；

而滿意度最低的方面，教師認為學生的成段表達和交際語用得體的學習遠低於語音

和說的流利度；學習者則認為口語流利度和交際語用得體是學習成效最差的。 

綜上所述，西語地區中級課堂的教學活動大部分是動靜平均，且教學不一定或

不注重語言實踐，對於操練幫助吸收、轉化為自己的知識的過程並不明顯注重，教

師與學習者對中級口語目標的重要性觀點不同，但皆認為「語音、語調」是學習者

的難點，皆對「用詞與語法」和「交際語用得體」的教學感到最滿意，但教師對「成

段表達」教學滿意度最低，學生則是對「說話流利度」的教學評價最低；此外，教

師與學習者都認為「用詞與語法」的學習成效較好，但學習者認為說的流利度和交

際語用得體的學習不佳，而教師則認為交際語用得體和成段表達的學習有待加強，

換言之，「交際語用得體」教學雖好但學習成效不彰。 

四、小結 

西語地區課堂的口語表達多是用詞造句、對話、複述等活動，缺乏豐富和互動

性，實際課堂傾向理解語言規則重於語言實踐。學習者希望學習真實的言語字句、

透過對話、遊戲、辯論等活動將學過的知識使用出來，研究正希望朝此推陳出新。 

語言層面，學習者認為口語最難和最需加強的層面都是「語音、語調」和「流

利度」，他們認為語法是最枯燥、是課堂比重應該減少的項目，儘管語法準確度也是

其最需加強的層面之一，學生還是認為加強語音方面的需求大過於語法，然而教師

們認為語音和流利度不是該階段教學需強調的，而清楚的表達自己的想法、具連貫

與邏輯的成段表達、詞彙使用正確才是目標，教師同時認為「成段表達」是教學最

不滿意的項目，「語用因素的掌握」是則教學最難達成的項目。 

值得一提的是學習者較不重視「交際的得體性」和「語用因素」的學習，可能

由於受訪者以西班牙境內學習者居多，當地重視的 HSK不考口語，加上缺乏說話環

境和真實交際的經驗，未能體會語用的重要性與迫切需求，而缺少語用學習的動機。 

整體而言，西語地區中級學習者的需求仍傾向於語言的聽、說技能，而尚未對

語言的交際技能有迫切需求。語法結構是交際能力的基礎，掌握了語言規則還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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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通達語言的使用規則，也就是語言的交際功能（呂必松，1996），然而學習者姑

且對基本「語言技能」的學習不足，按照學習規律自然不會考慮其後的「語言交際

技能」，推測西語地區的教學在語言的功能、交際規則、語用得體性等方面普遍仍無

法受到重視。 

第三節 西語地區教與學之需求分析 

這一節除了呈現教師、學習者 B類問卷結果及其綜合分析之外，因教師的訪題

為 A、B 類的融合，實際上是對問卷反映的問題做的進一步探討，故亦將教師訪談

A、B的結果置於該節一併討論。 

一、教師問卷 B 

有別於問卷 A的「現況」調查，問卷 B要了解的是教學與學習的「需求」。同

樣為教師問卷 A 的 11 位受調者接著填答問卷 B。教師問卷 B 從教師角度觀察，內

容分為兩部份：「課堂學習需求」與「課堂教法需求」。 

（一） 課堂學習需求 

關於課堂活動以什麼方式進行， 統計結果如表四-13，45.5%的受訪教師認為

學生喜歡小組或配對進行，36.4%認為不論獨自進行、小組配對或全班共同討論都喜

歡，9.1%認為全班討論，9.1%認為不一定。推測教師選擇的結果大概依據活動實行

成效，效果好的便是較適合的方式，此外，該結果也可能受班級人數多寡影響。 

表四- 13 教師問卷 B 第 3 題 

大多數的學生喜歡課堂活動以什麼方式進行？ 

小組或配對 都喜歡 全班討論 其他 獨自進行 

45.5% 36.4% 9.1% 9.1% 0% 

接著了解什麼因素能提起學習者的積極性，如圖四-5。 

圖四-5顯示「對話題有興趣」是學習者最關切，也是最能影響學生積極性的因

素，佔有 81.8%的突出比例，其餘因素則大致平均，提醒了教師教學時討論的話題

必須盡可能圍繞學習者有興趣的話題，以有效地調動其參與和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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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5 教師問卷 B 第 4 題「就您的經驗，什麼因素最能影響學生在課堂積極參與和表達？」 

接下來是教師認為學生最需加強的層面，結果如圖四-6。 

圖四- 6 教師問卷 B 第 5 題「學生最需要加強哪方面的訓練？」 

圖四-6顯示所有項目比例均不突出，可見實際上學生各方面都需加強，並不集

中特定的方面需要加強，然而半數（54.5%）的受訪教師認為學生需加強語法功能的

學習，推測語法為語用規則、交際得體、成段表達的基礎，而學習者仍掌握不夠，

故相對需要加強。顯示了在一般綜合課的前提之下重視的項目。 

下面是教師認為學生最適合訓練口語的方式，結果如圖四-7。 

從圖四-7中明顯看出教師的觀點，認為學生最適合訓練口語的方式前三名依序

是「情境模擬、角色扮演」（72.7%）、「看圖說話」（63.6%）、「對話」與「任務」活

動（54.5%），與其說「適合」，受訪者也可能選取了自己課堂較常使用的方式，另外

可看出語音活動、生詞、語法操練、聽力等是教師較少用來訓練口語的方式，而比

例趨於中低的成段表達、遊戲、演戲、討論、口頭報告等活動亦不甚頻繁。此題將

結合學習者的填答綜合考量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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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7 教師問卷 B 第 6 題「學生最適合用什麼方式訓練口語？」 

（二）課堂教法需求 

教法需求方面，關於學生是否願意以「背誦」來學習，受訪教師表態如下圖四

-8，傾向不同意學生以背誦學習合計占有 45.5%，而傾向同意者有 27.3%，持中立表

態也占 27.3%，縱然中立表態含有不一定、視情況等可能，背誦也未受到完全否定，

但認為學生不願以背誦學習的比例比願意背誦高；而圖四-9，顯示大部分受訪教師

（81.8%）認為「模仿」視聽教材中母語者說話有助於學生的口語表達，提供學習者

改善聲調和口語流利度的需求。教學活動設計將納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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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8 教師問卷 B 第 8 題「學生願意以『背誦』

的方式學習某些語言內容。」 

圖四- 9 教師問卷 B 第 9 題「模仿視聽教材中母語

者說話，對學生的口語表達有明顯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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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10 教師問卷 B 第 11 題「學生需要透

過『列舉情境』瞭解語言用法。」 

圖四- 11 教師問卷 B 第 12 題「您的學生比較需要

溝通式的活動實踐語言，而非語法講解」 

圖四-10為西語背景學習者對「列舉情境」瞭解語言用法的需求度，顯示 81.8%

的受訪教師認為學生需要透過列舉情境輔助理解語言用法，故相較於詳細語法解說

的比例，「列舉情境」更不容忽視。 

而圖四-11顯示大部分受訪教師（90.9%）同意自己的學生需要「溝通式的語言

實踐重於語法講解」的教學，可見語言的實踐遠勝於語法講解。故課堂中應透過列

舉情境使學習者理解、掌握語言規則，然後透過互動、溝通、合作加以應用語言。 

最後開放式的題目，共有兩題：關於語用教學方式和學習者最有興趣的話題。

教師問卷 B第 13題「與語法規則對立的語言內容涉及『語用因素』，您認為用什麼

方法教學最有幫助？」教師的答覆如下：舉例說明、列舉實際情境、演練或操練情

境、設計合適的情境，用對話或成段表達方式練習情境、利用與溝通有關的活動幫

助。所答皆離不開「情境」的帶入，但並無深入說明帶入情境的方法或步驟。研究

者將此題的具體做法留待訪談時進一步討論，以了解設計時需考量的事項。 

教師問卷 B 第 14 題「哪些主題（話題）是您的學生普遍都感興趣的？除了一

位受訪者表示視學生族群而定，其餘的回覆最多為文化，包含目的語國家的社會、

文化、經濟、跨文化議題；次為日常生活，包含美食、食譜、購物、休閒旅遊、電

影音樂方面的主題；少數為感情戀愛類、八卦類、足球以及某些學生的專業領域等。 

二、學習者問卷 B 

學習者問卷 B對象包含非目的語境與目的語境的學習者，故回答也可能將受此

條件影響，但均由學習者自身角度出發表達實際需求。受調學生 28 位，其中有 6

位西班牙學習者、22 位拉美學習者，因此探悉「需求」的問卷 B，相對較突顯拉美

背景者的情況。除了基本資料，內容分為兩個部份：「口語學習需求」、「使用短片進

行口語教學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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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口語學習需求 

首先以中級口語課的幾項目標為例，圖四-12 顯示最多學習者（75%）希望口

語課的教學重點為「成段、連貫地表達自己的想法」，其次為「語流、語調和節奏」

（71.4%），也就是語音方面的語用教學，第三為「溝通交際的得體性」（67.9%）。 

圖四- 12 學生問卷 B 第 2 題「你希望口語課的教學重點是什麼？（最多選三項）」 

表四-14呈現學習者的課堂需求偏向了解語法還是語言實踐。60.7%的受訪學生

希望課堂偏重溝通實踐，而有 35.7%希望兩者平均，溝通實踐的需求仍比兩者平均

多出將近一倍，呼應了前一節學習者問卷 A的結論「少花時間在語法，多點時間在

真實言語的使用」。 

表四- 14 學生問卷 B 第 3 題 

你希望口語課的教學偏重「語法講解」還是「溝通實踐」？ 

溝通實踐 兩者平均 沒意見 語法講解 

60.7% 35.7% 3.6% 0% 

表四-15 是語用學習方式的需求，華語口語中，相同的詞彙或句子在不同的情

境意思不同，結果顯示多數學習者（71.4%）認為應該「實際演練」來學習，僅有

17.9%認為由老師歸納情境並說明，少數（10.7%）受訪者需要了解不同意思的來源。

顯示學習者認為老師舉例、說明還不夠，最好還能實際演練。 

表四- 15 學生問卷 B 第 4 題 

相同的詞彙或句子在不同的情境意思不同，你認為在課堂應該怎麼學？ 

實際演練 老師歸納情境並

說明 

分析了解不同意思

的來源或演變 

背誦記憶 

71.4% 17.9% 10.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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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關於學習者對「背誦」和「模仿」的口語學習需求，如圖四-14、圖四-13。 

 

 

從圖四-14中可見學習者對「以背誦學習口語」的表態各有不同，無明顯趨勢，

42.9%的受訪者認為有幫助，35.7%認為沒有幫助，中立表態者（包含不一定、沒意

見）占 21.4%。而圖四-13顯示 57.1%的受訪者認為透過媒體「模仿」母語者說話對

口語學習有幫助，但高達 35.7%的受訪者持中立表態，可能認為無顯著之助益。背

誦與模仿皆各有約半數的受訪者持肯定態度，可窺見學習者對學習方式的表態。 

圖四-15 是學習者對交際、互動頻繁的課堂的接受度，高達 46.4%的受訪者非

常認同這樣的課堂，共計 78.5%的受訪者持肯定表態，顯示出學習者對口語課教學

方式的需求，而有 14.3%持中立態度，僅有 7.1%不能接受互動如此頻繁的課堂。 

圖四- 15 學生問卷 B 第 7 題「課堂交際活動頻繁，不斷地用中文互動，你的接受度如何？」 

圖四-16 是影響學習者在課堂積極參與和表達的因素，結果顯示最多受訪學生

認為「對話題有興趣」（50%），其次為語言的實用性和教學方式多樣化（46.4%）。

該題直接呈現學習者角度的實際需求，與教師回覆的數據略有不同，相較而言，學

習者更需求語言的實用層面，以及教學方式多樣化，同樣皆為教學者提供教學設計

或備課有利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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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模仿』中文母語者說話對口語學習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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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16 學生問卷 B 第 9 題「什麼因素影響你在課堂積極參與和表達？ (最多選三項)」 

開放式題目為學生問卷 B第 11 題：「符合你需求的口語表達教學應該是什麼樣

子？」將受訪者答覆統整如下： 

分組活動式的、新穎的教學方式；高度重視口語溝通訓練；聽很多日常對話，

能推測華語各種口音；跟學校環境以外的人說話，到真實的世界例如餐廳、商店去

使用語言；教學和學習要跟母語者互動連結，並在課堂創設情境；理想的口語課應

該是動態交際式的課堂，要視聽媒體輔助教學；以口語討論不同的主題如文化、歷

史，而且使用當地真正會使用的詞語方式來說話；以學生所關心的事件、學生的興

趣做為題材，讓大家有話想說；注重發音、聲調和「說」的信心；著重生活實用的

語言內容、口語詞彙和常用成語，以便能聽懂別人對我說的話；應該注重母語者會

用而不在課本內的句子，接著再模擬真實情境來練習；教學著重溝通交際和口語用

詞的正確使用；師生和同學之間充分互動的教學；必須是實用的教學，師生間的氣

氛像朋友，而不應是記憶和重複；在每日重複的教學內容之外進行會話練習，加強

新詞彙和流利度的學習；著重「說」的流暢性並使用母語者所用的詞彙說話。 

其他不涉及「強調互動聽說、溝通式口語課堂」的填答為：翻譯課文，可以促

進中文完全的理解；強調聽懂老師說的東西，以教師解釋說明來理解課文的詞句，

用重複地說來達到聽力適應；閱讀理解。 

（二） 使用短片進行口語教學之需求 

假設有一門「短片口語課」，目的在提升口語溝通能力，針對該門課的規畫設

計，學習者的實際需求為何。首先，關於語言內容應著重的層面，結果如圖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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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17 學生問卷 B 第 12 題「你認為教學應該著重哪一方面的語言內容？」 

從圖四-17 中，以超過半數的比例而論，受訪學生希望短片口語課的語言教學

著重在「語流、語調和節奏」以及「自然的口語慣用法」（64.3%），其次為「一般詞

彙」和「溝通交際的得體性」（57.1%）顯示學習者的需求離不開融入社會的自然表

達形式，以及語用層面的語音形式，而決定句子語義和語法的語用規則，卻不為學

習者所看重。然而既是社會語言的自然表達形式，便和語用關係緊密，因為句法結

構產生於語義結構，語義結構產生於語用結構，也就是語用決定了語義和語言句子

的結構（常敬宇，2000），學習者希望能如同母語者般說話，卻又缺乏語用意識，教

師應以語境舉例，向學習者說明重要性和影響性。 

表四-16關於影片中的字句言語應該怎麼教，64.3%的受訪學生希望老師「逐句

講解學生不懂的地方」，而逐句講解或由老師挑重點講則各占 17.9%。學習者疑問之

處各有不同，顯示教學時對於片中語言點的準備必須是全面的。 

表四- 16 學生問卷 B 第 13 題 

你認為影片中的字句言語應該怎麼教？ 

逐句講解學生不懂的地方 老師挑出重點講解 逐句講解 

64.3% 17.9% 17.9% 

圖四-18 了解學習者是否喜歡藉由討論影片練習口語表達，計有 75%的受訪者

持正面表態，且高達 42.9%的受訪者非常認同，只有 14.2%受訪者持負面態度。顯

示教師可善用影片內容的討論來加強所需訓練的技能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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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18 學生問卷 B 第 15 題「你喜歡透過『討論影片內容』來練習表達」 

接著，圖四-19 了解學習者希望討論什麼內容，結果顯示最多受訪者（78.6%）

希望討論社會文化思維，其次是短片內容相關議題（64.3%），但兩者所代表的意義

有其重複之處，為題目設計之疏忽，然而此結論可歸結為大多數學習者喜歡探討與

短片相關的社會、文化議題，另外有 53.6%喜歡討論短片的情節，由此可知短片內

容題材、情節發展都必須盡可能圍繞學習者興趣或有話可說之事，才能促進討論。 

圖四- 19 學生問卷 B 第 16 題「承上，你希望討論什麼？」 

表四-17顯示約有半數的受訪學生（53.6%）希望的討論短片的方式為「全班一

起跟老師討論，想到什麼就說什麼」，而另一半受訪者中，28.6%希望分組討論，17.9%

傾向每個人輪流說出自己的想法。由於「全班一起跟老師討論，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顯得較隨興、缺乏教學準備，結果出乎研究者意料，比例高於分組討論近一倍，研

究者推測一部分西語背景者比起被指定討論、向全班報告，更喜歡輕鬆隨興、不受

拘束的討論方式。教學設計將考慮全班性的話題討論，由教師主導討論過程。 

表四- 17 學生問卷 B 第 17 題 

承上，你希望怎麼討論？ 

全班一起跟老師討論，想到

什麼說什麼 

分組討論再向全班報告 每個人輪流說自己的  

想法 

53.6% 28.6% 17.9% 

接著，圖四-20顯示出大多數受訪學生（82.2%）希望短片口語課有充分的說話

機會，高達半數（53.6%）的受訪者表示非常贊同，由於受訪者大部分以綜合課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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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填答，反映出其對華語學習的期望和高度需求，便是課堂有許多語言實踐的機會。

此題呼應了學生問卷 A第 15題教學方面需改善的問題，使本教學設計方向更明確。 

圖四- 20 學生問卷 B 第 18 題「你希望短片口語課有充分練習說話的機會？」 

圖四-21 顯示學習者希望短片口語課使用的口語訓練方式為「對話」（75%），

圖四- 21 學生問卷 B 第 19 題「你希望短片口語課用什麼活動來訓練表達能力？」 

其次為生詞操練（67.9%），第三為聽力和各式討論（50%），其餘各項都約有三分之

一的受訪者持不同表態。短片口語課將會重視對交際表達有利的訓練方式之需求。 

表四-18 為學習者對哪種溝通模式的短片最感興趣，顯見共計高達 85.7%的受

訪學生對「日常會話」形式的短片較有興趣，其次為一問一答的訪談式對話（67.9%），

兩者皆高於獨白式的影片（39.3%），該結果可供選片做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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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18 學生問卷 B 第 22 題「用下面三種溝通模式的短片來學習，你是否有興趣？」 

項目/興趣程度 (百分比) 
一點興趣

都沒有 

不太有

興趣 
無所謂 有興趣 

非常有

興趣 

1 日常會話 0 3.6 10.7 21.4 64.3 

2 一問一答的訪談式對話 3.6 7.1 21.4 25 42.9 

3 獨白式成段表達 0 10.7 50 10.7 28.6 

表四-19顯示學習者對「文化、旅遊、娛樂性類型的節目」較有興趣（71.4%），

其次是微電影（57.1%），再是紀錄片（53.6%）。然而研究者陸續挑選短片的過程中

發現，文化娛樂類節目的語言難度相對高得多，專有名詞多、主持人口音過於「道

地」等，都將考驗著選片的可行性，而微電影符合了上題日常會話形式的條件，其

語境場景也較訪談式節目或獨白式表達的節目更強烈，可作為首選。 

表四- 19 學生問卷 B 第 23 題（複選題） 

你對什麼類型的短片有興趣？ 

文化、旅遊  

娛樂性節目 

微電影 紀錄片 訪談節目   

(人物或事件) 

新聞片段 

71.4%% 57.1%% 53.6%% 39.3%% 25% 

開放式題目共有兩題，學生問卷 B第 25題「你對『短片口語教學』的建議？」

統整答覆如下：主題內容要有趣味性，給予充分時間討論、發表想法，所有人都要

能說到想說的話；影片程度不難又不過於簡單，主題有意思，使用未曾學過的詞彙、

句子學習和討論；短片應有多樣化題材，如紀錄片、訪談、微電影；短片要跟所學

的語法相連貫；需給學生列出詞彙表；短片不能太古老、不合時宜；短片有好的演

員主角；應聚焦在當前社會問題 ，以實用的方式學習社會真實語境中的語言；使用

歌曲；必須說明是影片的出處、地區，應該多元化，兩岸三地的影片都要有，對當

地用語須謹慎，延伸學習不認識的詞彙；離開教室後至少要能懂短片的上下文；藉

由多種不同的影片增進語言程度。 

總的來說，程度必須適合學習者、題材新穎有趣、能反映當前社會問題、短片

型式多樣化、地區語言多元化，以延伸學習其中的詞彙，學習真實語境中的社會語

言，能使用所學的知識技能討論短片，且時間充分。 

學生問卷 B 第 26 題「你希望上課的講義、學習單怎麼幫助你學習？」受訪者

認為，上課講義要與實際情境連結，要能幫助學生打開心、思考實際應用層面的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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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幫助學生將所學應用到生活中，方法可為課堂上的模擬情境、小組活動，或在

真實生活中直接執行詞彙應用、反覆使用一段時間。 

三、「需求」綜合分析 

以下將教師與學習者問卷相同的題目擇取重點進行比較35，透過師生不同的立

場了解西語背景者中級課堂的學習需求。師生達到共識的項目無疑是研究設計將考

量的，而未達成共識的部分是教與學需求的落差，應該先就不同立場分別參考再予

以綜合考量。 

一、「什麼因素影響學生在課堂積極參與和表達？」由圖四-5和圖四-16得出的

結論為：受訪教師認為「對話題有興趣」最能影響學生在課堂積極參與和表達，比

例遠遠突出於其他因素，而受訪學生同樣認為「對話題有興趣」最具影響力，其次

則是「語言的實用性」和「教學方式多樣化」，學習者的聲音提供了我們教學準備一

個方向。師生共識很明顯，故教學互動時應考量布局這項誘因，讓不同特質個性的

學習者都能積極參與表達。 

二、「學生最需要加強哪方面的訓練？」透過圖四-2 和圖四-6 的結果顯示，教

師認為學生語音、語法、語用、交際、成段表達各方面都需要加強，但最多的受訪

教師認為需加強「語法功能」，學習者則大多認為「表達流利度、發音語調和語法」

是需要加強的，在交際、語用因素方面遠不及這三個項目。可說加強語法學習是師

生的共識，此外，西語地區中級班的教學者與學習者大多不甚重視交際、語用層面

的學習，推測語言結構尚未充分掌握，相較於其他項目更為迫切需要與實用。 

三、「學生最適合用什麼方式訓練口語？」透過圖四-7 了解到一般綜合課教師

認為學生最適合訓練口語的方式是「情境模擬、角色扮演」、「看圖說話」、「對話」

與「任務」活動；而對學習者是針對短片口語課詢問：「你希望短片口語課用什麼活

動來訓練表達能力？」透過圖四-21 可見學生希望短片口語課使用「對話」、生詞操

練、聽力和各式討論來練習表達。雖兩組受訪者前三名共識僅「對話」一項，然而

情境模擬和看圖說話（可做成改良式的「看影片場景說話」）不失為短片口語課教學

活動的首選，師生的答覆皆可納入短片口語教學設計的參考。 

                                                      
35

 由於某些教師與學生問卷題目的答案選項因連貫的需求，設計並非對稱，故不呈現圖表以求整體

一致，將重點放在數據之「結果方向」的討論，而非了解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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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模仿』視聽教材中母語者說話，對學生的口語表達有明顯幫助。」由圖

四-9 可見大多數教師表示同意「模仿」對口語表達有幫助，而圖四-13 僅有大約半

數的受訪學生認為有幫助，高達 35.7%的學生表示中立。僅僅模仿，離開反覆跟讀

的語境後未必能形成自己的輸出，換言之，模仿的效果有限可能是中立表態者的心

聲，然而理解後操練詞語的用法，接著以模仿配合背誦的學習方式，應能進一步鞏

固所學，如同影視教材課本中配音、扮演的練習之目的，教學者也能應用在課堂中。 

五、關於學習者需要教學偏重「語法教學」還是「溝通實踐」，教師的題目是

「您的學生比較需要『溝通式』的活動來實踐語言，而非語法講解」；學生的題目是

「你希望口語課的教學型態偏重『語法講解』還是『溝通實踐』」，依序陳述如下。 

圖四-11顯示幾乎所有教師都同意學生需要「溝通式的語言實踐重於語法講解」

的教學；表四-14 學生希望課堂偏重「溝通實踐」，此外希望重視「溝通實踐」的受

訪者比希望「兩者平均」的比例高出近一倍，顯示了他們對「減少語法教學而應多

說、多練、多應用」的渴望和需求。 

該題的動機是由於推測許多西語地區的教法仍停留在老師講、學生聽的模式，

不知是應成人學習者所需抑或華語教學發展尚未成熟，希望聽聽教師對現況的表態

和學習者的需求。若學生確實傾向語法的需求，短片口語教學即便是溝通式教學導

向，也應考量語法教學的質與量，然而顯見學習者的需求在於溝通實踐，與研究設

計目標吻合，研究者認為語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語義和語用結構的制約，應將語法

結合語義、語用，利用語境因素引出其間的關聯，才能提升社會語言之溝通能力。 

六、「若同一語言功能有許多表達方式，同一詞彙、句子在不同的語境中意思

不相同，您的作法為何？」該題詢問的是語用教學的方式，表四-2、表四-15說明了

教師的做法是「幫學生歸納（情境）並說明不同的用法」，教師認為這是現實教學比

較可行的，同時在教師問卷 B 第 11 題也表示，學生需要透過「列舉情境」瞭解語

用；而學習者對了解語用的需求是「實際演練」，學習者的需求不同於教師的答覆，

然而語用教學需要情境及時間，研究者認為在知識學習階段由教師歸納說明後，口

頭設計情境讓學習者對話練習，進入應用階段便可以角色扮演等活動針對該單元所

學的功能進行體演。 

 

 

 



融合短片於中級華語口語表達之教學設計 

118 
 

四、教師訪談 A,B 

教師訪談 A,B的目在於進一步解決教師問卷中反映出的西語地區教學問題（訪

談大綱請參閱附錄七），以利於教學設計改善現況問題，受訪者基本資料已於第三章

第三節呈現與描述，A,B類訪談的受訪者限定於西語地區任教的老師，共有三位，

目前分別任教於巴拿馬和西班牙，另一位曾經任教於西班牙。每位教師主要根據各

自的班級經驗回答，著重的面向各有不同。訪談題目為四題，第二題語用教學的部

分為訪談 A,B,C 的共同題，併入訪談 C 與另三位受訪教師之建議一併討論。以下僅

以要點摘錄呈現：（逐字稿如附錄九） 

第 1題（a）：如何幫助學生吸收新詞彙和語用表達，轉化為自己的口語表達能

力？T1受訪者以課文為基本，強調在不看課文的情況下，學生能說得出其中的對話，

也就掌握了其中的詞彙、語法。方法是看課文前先將生詞操練到熟練再套上課文句

子，掌握這些句子後，在黑板以圖示和拼音或西文提示的方式寫、畫出對話，要求

學生看著圖和提示就能複述完整的對話。T2 受訪者強調給予「充分的語境」，而不

會只是任何一個詞字面的解釋，讓學生思考或推測在哪些類似情境可用，一般方法

先重點提示，給一個情境然後開始練。T3 受訪者的方式為：一，以圖卡輔助詞句教

學，無法以圖卡的詞就以造句方式；二，虛詞或連接詞，讓學生透過閱讀課文的上

下文理解；三，背課文，按照課文情境演出來。在西班牙教學多年的 T3 強調語言

是習慣的養成，在經驗的累積、思考和改良之下，秉持「刺激－反應」的學習，反

映出當地部分教學與學習的情況： 

由於學習者程度的限制，兩位受訪者提到詞彙吸收的方式為圖卡、圖示和造句，

尚未著重語言功能和語用的吸收。研究者認為語言的「輸入」和「復現」需足夠，

故舉例、語境、操練三者充分搭配，由課文的掌握離開課文，推向創造性的應用。 

第 1題（b）：針對西語背景學生您認為課堂上什麼方法最適用於培養他們的口

語交際能力？ T3 的做法僅在課堂開始 10-15 分鐘以問答進行師生對話，除了檢視

所學是否吸收，也讓學生熟悉正常語速；T1多以主題活動結合語法點，利用圖卡讓

學生去告訴同學資訊或聽同學怎麼說，屬於生生互動的形式；T2則認為報告一個主

題、對話或角色扮演，適合任何一個學習者，重要的是指定詞語和語法，若針對西

語背景學生，由於他們愛說話、喜歡表達自己的意見，可以設計討論或是辯論這類

的活動。該題回覆層遞性地包含了課前暖身、語言要素之生生互動的練習，以及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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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技能訓練之綜合應用的主題報告、角色扮演、辯論等，也反映出教學風格與教學

構思之不同。 

第 2題：口語中牽涉語用因素及篇章的語言問題如何以情境使學生了解？該題

併入訪談 C 第 5 題再行討論。 

第 3題：具連貫與邏輯的「成段表達」是教師對教學和學習最不滿意的項目之

一，您認為課堂如何有效增進西語背景學生成段表達的學習？ T3每一~二個月會以

時事新聞為題材讓學生試著用中文發表想法以練習成段表達，但是並無特別設定，

無指定詞語、不事先提供題目，讓學生自由地發表想法，錯誤之處老師當下糾正，

請學生再說一遍。而 T1訓練學生成段表達的方式是「看圖說話」，做法是給六張圖，

從中挑出三張→自行排列→使用學過的句子寫成短文→向老師講述這個故事，注重

句與句的連接和邏輯性，由教師在課堂批改每人的故事段落。藉由「先寫下來再講

出來」讓學生在思考或查詢的過程，對語句加深印象或熟悉語句表達，受訪者表示

學生接受度頗高。T2認為前提就是要求學生將指定詞語（如連接、連詞、轉折詞等）

運用到所要表達的段落裡，方法可為按照課文的說法，將練習的目標詞語、句型挑

出，讓學生用自己的方法使用這些語言點複述課文中的東西，也就是說，用自己的

方式「轉換」說過的東西，抑或是將「對話型式」轉換成「篇章型式」，例如請學生

以自己的理解，轉述兩人的對話使變成一段話。 

研究者認為「轉換、轉述」的方式有相對完整的文本依據或者指定的依據，不

需兼顧因「自創」而衍生的連貫、邏輯等問題，能全心投入轉述、注意語言的組織

整合，對「初階」的中級學習者練習成段表達而言是很可行的。此外，教師須把「成

段表達」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關鍵—連詞、副詞、轉折、承接詞以及連貫的邏輯等為

學生指出，不斷提醒並使用之，以培養中文段落表達的語感，所以理順思路再組織

語言也會是成段表達練習時間的一部份。 

受訪者在成段表達教學的回覆時提到，中級班的學習者受母語影響，普遍還有

「基礎語序」的問題，教學上主要仍在加強「說好單句」的階段，擴展到句段的教

學較少。由上可知西語區中級學習者成段表達能力還有待培養： 

T1：組完句子之後我就會跟他講說，你可能什麼東西要怎麼排、因為我們會怎麼講，

你要這樣講人家才聽得懂，他的思維一定都是用母語的方式去排，再譬如他最常

出現的問題就是地點說完才加動作，這是西語母語者一定會犯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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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單句訓練比較常，他們能夠習慣、很會造單句就不簡單了，所以我不能要求他太

高[…]，我的學生中級的話，我對他們要求的目標是要達到造單句沒有太大的困難，

可能成段的話他們就還比較有問題。 

第 4題：就您的經驗，西語背景學生的學習態度、特點或風格如何影響教學？

（不論正負面、初或中級班）如何善用該特點轉為有利學習的一面？在拉美教學的

T1提到學生學習動機薄弱，需要多樣化的教學和活動、喜歡少思考、不麻煩而有趣

的內容，喜歡演戲、喜歡動，容易厭倦，對於無趣的內容會直接反應在臉色；在拉

美和西班牙都有教學經驗的 T2 提到他們愛講話、喜歡競賽、喜歡贏、喜歡表演是

主要特點，也能主動表達，但難於要求他回家後做作業；在西班牙教學的 T3 表示

西班牙境內的學習者對外語的吸收力和接受度比較低，學習語言沒有持續力，很快

就有厭倦感是主要特點。關於動機薄弱、持續力低，三位教師受訪時都提到課程一

開始興趣高昂、積極、人數眾多，隨著課程進行，人數大減或不再積極而影響進度。 

三位受訪者的學生都是利用時間自願來學中文者，沒有必修或選修的壓力，加

上語言中心多是社會成人、校外學生，下班下課後帶著疲憊來學習，學習態度比較

隨興，教師對他們不會有太高的要求，且常需配合學生的心情。由於學習者動機薄

弱，容易厭倦，沒有持續學習的動力等特點，加以學生對內容有趣與否反應直接，

故需要多樣化的教學方式和活動，教師（T1, T3）表示當學生升起感到無聊或疲倦

的表情，時常要立即調整教學，例如當下撤換課文內容，語言點保留但將話題改成

學生關心之事，或者以遊戲和活動來促進學生之間互動或提振精神，且活動需經常

變換，這類的活動通常有：大風吹或體操（T3），使用中文指令活動身體，主要是

針對單字練習；發下卡片讓學生找其他同學說，或是出示卡片讓同學回答問題（T1），

記錄下來和批改，搭配語法點將聽、說、寫結合，強調學生之間互動以及彼此聽、

說的理解。而 T2 認為不論拉美或西班牙學生都很愛表現，如果可以讓學生表現，

使覺得有一個成果，他們會很喜歡。 

然而曾在墨西哥私立名校教學的受訪者（T1）指出，同樣是拉美背景的學習者，

該私立名校學生大多帶著目的學習，積極度高，注重語言的正確性以及時間的充分

利用，對遊戲或活動較無需求。可見學習者的特點和風格仍是受「學習動機」主導。 

五、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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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對口語教學的需求可歸納為「實用性」的語言內容，口語用詞的正確使

用，著重溝通式交際訓練和活動，師生充分互動，同時重視跟教室以外的母語者溝

通，希望把所學應用到真實世界、學習母語者使用而課本上沒有的詞彙、句子，課

堂上模擬真實情境，激發興趣使學生有話想說，注重表達流利度和聲調。 

問卷調查結果整體而言，學習者希望教學重點為「成段、連貫地表達自己的想

法」，認為「用詞造句」對鞏固聽說較有幫助，「對話題有興趣」是影響學生積極性

最首要的因素。教師認為學生語音、語法、語用、交際、成段表達各方面都需要加

強，然而「語法功能」之必要性相對突出，學習者則是對「語音、語調和流利度」

始終掛懷。我們發現學習者所重視和教師所重視的有相當落差，然而學習者並不是

覺得語法不重要，而是渴望自由、流利地說話，但語法卻是教學不能放掉的部分，

特別是在初中級階段，研究者認為教師的考量比起學習者雖然較具理性與科學性，

仍不能忽略學習者心底的聲音，教學者可以適當的安排和設計來取得教學與學習需

求之間的平衡，例如以較活潑、有趣的方式融入情境教語法，讓學習者感到自己是

在「表達」，而實際上是練習語法，換言之，培養使用某語法時背後的語言功能、語

義和語用，而非僅僅是語言結構的教學。從教師角度看學生最適合用「情境模擬、

角色扮演」來訓練口語，「看圖說話」和「對話」或「任務」亦有成效，這些同時是

研究者認為適用於西語地區中級學習者的活動。 

「溝通式的語言實踐重於語法講解」無疑是學習者的需求，他們希望短片口語

課有充分的說話機會，能接受以中文交際、互動頻繁的課堂，渴望學習「語流、語

調和節奏」以及「自然的口語慣用法」，喜歡討論與短片相關的社會、文化議題，對

「日常會話」形式的短片較有興趣，故研究設計可慎選「微電影」類型的生活短片

抓住學習者心理需求，而微電影應盡可能依據學習者所提：語言符合學習者程度，

內容有意思、現代而不過時，型式、出處、題材須多元化，以了解各地的用詞和口

音，教學提供生詞表，學習社會真實語境中的語言。 

訪談是另外針對問卷中教師反映的教學難題如何解決而進行，受訪教師以一般

綜合課的立場回答口語教學問題，且部份受訪者的學生程度仍處於「初級邁向中級」

階段，故訪談在「交際與語用」方面的資料蒐集有所受限，但受訪者融合「在地化」

的特點與我們分享了教學想法與操作方式，除了讓我們對西語地區教學現況有進一

步的認識，更提供了研究設計有利的參考與繼續反思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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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短片口語教學需求分析 

學習者對短片口語教學之需求已於第三節介紹，這一節針對影片教學經驗的教

師調查，受訪教師不限於西語地區，問卷方面亦不限以影片做為主要教學或輔助教

學36，但教學對象須是中級程度，目的在參照各教師的影片教學情況，了解教師對

短片教學設計的看法。另將教師問卷 A中第三個部份「對短片口語教學的建議」兩

題納入該節討論。 

一、教師問卷 C 

僅有 9 位受調者，教學年資 1~4 年者為 2 位，7~14 年者有 7 位，填答依據的

經驗多是於大學語言中心任教之課堂。教師問卷 C 內容分為兩個部份：「影片教學

概況」、「針對短片口語教學設計之看法」。 

（一） 影片教學概況 

受調教師大部分的課型為以影片做為單堂課中的補充教學而非主要教學，重點

為一般詞彙和口語聽、說，而非交際語用、成段表達等，故此部分做為研究者的參

考資料，在此僅呈現可供後續教學設計參考之題目。 

首先教師問卷 C 第 5題根據教師各自以影片作為輔助教學的經驗，66.7%的受

調者認為「影片討論」是課堂成效最突出的活動。 

教師問卷 C 第 6 題「承上（達到實際成效的方面），最具成效的是哪一項？請

簡述方法為何。」教師的回覆可分為：一，影片討論：學生必須對影片發表預測、

心得，故必須能夠組織口語並且表達；學生須對於歷史與文化做針對性的討論，如

文化差異處，以此促進口語能力；二，語音活動：實際說話時語音會產生變化，這

是學生有困難的部分，透過影片讓學生熟悉實際的語音變化；以歌唱教學當語音（聽、

說）活動；三，聽力和語法練習：《視華》所附 DVD是配合課本會話內容（包括該

課語法）的演出，讓學生在不參照課本的情況下觀賞，方法為每播一小段即暫停，

詢問影片相關問題；四，生詞理解：方法為給學生生詞單，課堂中先看一次影片，

從影片中找到生詞，猜意思，再進行講解，講解後再看一次；五，情境模拟和角色

                                                      
36

 「問卷」不受限影片作為主要或輔助教學，但「訪談」以影片作為主要教學，故訪談之受訪者皆

曾有影片作為整堂課或整學期教學之經驗，以補問卷資料蒐集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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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讓學生藉由影片模仿其中詞句的用法和表達，能幫助理解與記憶；六，文化

體驗：透過影片增加學生對目的語境自然或人文景觀的了解。 

教師問卷C第9題「您教學的整體步驟為何？」將教師的答覆的統整為觀片前、

中、後概述如下。一，觀片前的活動多為發詞彙單，自行預習，或分組討論詞彙再

觀影，也有教師除了詞彙單，亦發下電影內容的簡答題，大致了解劇情，有的受訪

教師不發詞彙單而直接提示影片內容、解說可能用到的詞語、句法再觀片，另有教

師請學生看影片標題、海報，請學生預測，接著團體閱讀劇情簡介，討論劇情且預

測內容；二，播放影片的做法有兩種：（1）先觀看一遍，進行相關教學後再看一遍，

如分組說出短片內容、請學生猜詞意、講解詞彙、講解語法，同時理解影片內容等，

接著再看一遍；（2）分小段觀影，解說該段難點，請同學討論並預測內容，反覆多

次直到播放完畢。有的教師要求課前自行觀片時寫下有趣的詞句，在課堂上討論。

三，觀片後的活動多為影片討論、小組心得討論，由學生或教師提出相關文化或劇

情的討論，討論後，課後完成問題單，或討論後進行其他活動，如撰寫文章或相關

口頭報告，專業電影課程則進行配音、創作配音的活動、微電影拍攝的作業等。 

由上可知詞彙、語法講解的環節在觀片前或後各教學做法不同，另外，教學步

驟中是否先發詞彙單、對詞彙和可能的語法進行講解，抑或著重預測內容、注意語

用表達、議題發表都與學習者程度有關，中級班的影片教學重點仍須包含語言講解。 

教師問卷 C 第 11 題「您認為影片教學的缺點或最大的困難是什麼？」所有受

訪教師一致的答覆為「選擇影片」，因選片問題涵蓋出品地區（兩岸多地）、題材、

語文（含語速、語音、對白頻繁度、口音等）、程度等級，難以找到完全符合學生程

度之教材；語料中的語言程度難以掌握，即使是短片，其語料亦偏多，需事先過濾、

處理，較費時間；另外則是影片中呈現的內容不如教科書般有系統；播放版權問題；

生詞太多，學生負擔太大；學生投入劇情時往往無法留意語言的形式。 

（二） 針對短片口語教學設計之看法 

以 20分鐘的短片（如微電影、紀錄片、訪談節目片段）口語教學為前提填答。

圖四-22 受訪教師認為學習短片的真實語料，教學應著重「溝通交際的得體性」

（77.8%），其次為語流語調和節奏、自然的口語慣用法（皆為 66.7%），也有 55.6%

的受訪者認為需著重一般詞彙，而語用詞彙、一般語法、語音、跨句段的連貫、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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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策略幾方面，受訪教師多認為不是短片口語教學的重點。然而本研究是短片課與

口語課的融合，跨句段的成段表達訓練仍應在中級的口語學習扮演重要角色。 

圖四- 22 教師問卷 C 第 13 題「透過短片學習真實語料，您認為應該著重哪一方面的語言內容？」 

表四-20按照比例呈現關於觀片和教學活動的配置看法，44.4%的受訪教師認為

以選項 2 為佳，即「分段觀影：每段講解→每段語言操練→實踐小活動→進行下一

段觀影直至結束→實踐大活動」，顯示部分教師傾向講解仔細、操練完整的教學，

22.2%也認為分段觀影較適合，不同的是每段之間只講解不需操練、不進行段落活動。

該題意在了解受訪教師對教學配置的大致表態，其理想的配置實際可以問卷第 9 題

關於「教學步驟」的答覆為準。 

表四- 20 教師問卷 C 第 16 題 

若 20分鐘的短片在課堂上看，您認為觀影、講解和活動實踐如何配置最為合適？ 

2. 分段觀影，每段落之間講解和操練，實踐小活動以鞏固所學，再

進行下一段觀影直至結束，最後實踐大活動以綜合應用 

44.4 % 

1. 分段觀影，每段落之間講解，再進行下一段觀影直至結束，最後

實踐大活動以綜合應用 

22.2 % 

5. 其他 22.2 % 

4. 一次看完影片，統一講解詞彙、句型，理解即可，不作分段操練

或綜合應用，但討論個人看片觀感 

11.1 % 

3. 一次看完影片，統一講解詞彙、句型，理解即可，不作分段操練，

直接實踐數個大型活動以綜合應用 

0% 

接著分析教師問卷 A「對短片口語教學的建議」的兩題，受訪對象限定為西語

地區的教學者，共 11 位。圖四-23 顯示受訪教師對西語地區實施短片口語教學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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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性大體上持肯定態度（90.9%），說明教師認為學習者在正規綜合課的體制之外，

接觸趣味性的題材與實踐性的教學法，對其突破口語學習困境可能是很有幫助的。 

圖四- 23 教師問卷 A 第 15 題「在課外開課，學習短片中的真實語料，以溝通式教學法進行教學，補

綜合課口語表達能力的不足，您認為可行性如何？」 

圖四-24 試圖了解教師認為短片口語教學除了選片之外，潛藏著最大的問題為

何，幫助我們釐清教學實施可能的盲點，以設想應變之道。63.6%的受訪者認為在「學

習認知方面」較為有問題，有受訪教師表示，短片帶來的刺激僅在視覺與聽覺，與

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是否有直接關聯並不得而知。研究者認為以看影片來學習

語言，如果沒有教學和學習的策略的配合，比如教學技巧和步驟安排等，只靠不斷

地看影片來熏習聽力，看影片和口語能力之間自然不會有關聯，若把影片中的語言

內容提出來掌握其使用條件，加以練習，再由學習者實際運用，片中重要的語言資

訊就不會只是略過耳際、被動接收的信息刺激，因此短片教學內容、活動與步驟，

仍須考慮二語習得（SLA）與習得過程中的認知因素。 

圖四- 24 教師問卷 A 第 16 題「承上，這樣的教學實施除了選片不易，您認為哪方面最有問題？」 

另外 36.4%受訪者表示其他，他們認為：兩岸的短片用詞不同；一般真實材料

難度過高，尤其難找到適合 B1水平的短片；還有語速問題最難接受。 

開放式題目僅 1 題，教師問卷 C 第 17 題「透過短片學習真實語料以提升交際

表達能力，您認為『教學主體或活動』應如何發展才能對學生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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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答覆為：可參考會話課之形式進行；自然語料與自然語境下使用自然真

實的語料中文；以引發學生的聽力策略為主；觀片後一定要進行操練或給予學生任

務；應有團隊配合教材開發類真實的教學影片，對學生才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短

片帶來的刺激僅在視覺與聽覺，與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是否有直接關聯並不得

而知，所以短片的作用應該在於作為補充材料或引發討論的題材，「口語表達能力」

的訓練應另闢訓練活動為之；分兩個部份遞進，1. 觀賞（輸入→模仿→輸出）：最

後變成選段演戲或配音，使學生融入情境（入戲）更有效，2. 製作（隨機應變的再

輸出）：按照主題指派學生到真實環境用行動裝置（手機或平板）拍攝短片繳交。此

題關於教學主體的設計，待教師訪談再進一步取得更為質化的資料，以了解有利於

短片口語教學的設計安排。 

二、教師訪談 C 

訪談對象為五位現任或曾以華語影片為「主要教學」之教師，教學年資皆為 7

年以上，訪談進行約 30-45 分鐘，訪題以本研究「短片口語教學」的設定為前提，

請受訪者提出教學實施之建議，主要針對教學的總體架構，以及語用、文化、成段

表達各層面的教學執行方式。 

訪談 C 雖設定為中級程度之影片教學，但因拓寬受訪者條件，其教學單位、教

學目標與教學對象程度37皆有所不一，故訪談題目雖相同（訪談大綱參閱附錄八），

每位受訪者以各自的教學經驗和體認為出發點，回答的層面有不同的側重，研究者

統整後將取用合適的資料與結論，擬定後續的教學設計。訪談前已向受訪者說明研

究背景設定與教學目標，題目共有 7題，訪談重點整理如下（逐字稿如附錄十）： 

第 1題（a）：您認為教學主體如何發展有利教學目標？  

受訪者回答的重點差異甚大，T2 認為主體內容應以「語用」、「整個大語境」

或是「文化」為重點，在這部份多琢磨，生詞、語法相對地可能不若語用重要，因

為整個大語境、語用層面的知識是正規課很難練到的，也表示學生「演出」不是重

點，他們要能掌握這部份（語用）的內容才能演出，對教學而言才有成效。T3著重

影片中的詞彙學習，其教學做法：學生用既有的能力理解影片→以西文說出對影片

的理解→講解詞彙→用詞造句→使用詞彙複述影片→發表影片心得，同時會要求學

                                                      
37

 五位受訪者中，三位以中級程度經驗回答，一位受訪者在台灣的大學語言中心開設電影選修課其

學生為高級程度，另一位在西語國家的影片教學，其學生程度為初級邁向中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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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把特定情境的表達方式背下來，於下一堂課放影，在語言點處消音讓學生背出來。

T4認為可以會話課的方式處理，只是教材變成電影文本，教學主體可由影片問題理

解→詞彙、句法練習→開放性討論→角色扮演。若要掌握影片裡面的角色語言，可

透過配音作業，讓學生可以不斷地模仿劇中人的說話方式，建議將配音、角色扮演

或拍攝影片等當做作業，課後準備再到課堂演出。T5強調影片語言功能、結構的切

分。認為首先要把影片中的結構、文化、語言功能抓出來，然後切開（影片）處理

功能、結構的部分，分段教學，在一個小段之間把一個或幾個功能、結構學好，再

進行下一段，原因是 20分鐘場景已轉了多次，對話內容、功能、情境將跟著轉，建

議不能一次看完，除非程度高。T6 高級班的教學的重點在「自然的說話方式」，強

調說話的習慣、口吻、態度與文化，該門課全無句式教學，具體操作是：設定主題

→預測電影內容→發學習單提示重點→播放段落約 20 分鐘→提問並討論老師給的

問題（語用因素等）→分組發表→影片結束後綜合活動，如辯論、角色扮演等。 

多數受訪教師認為以影片做為教學媒介，目的就是處理語境和語言使用的關係，

故語境中的語用、語言功能、語言中的文化因素是教學的主體和重點，得有較多的

時間引導思考和討論，也就是理解什麼語境、對什麼人、如何把話說好以及為什麼

這麼說。因為中文每個句子很簡單，難的是學習者不知道什麼時候用（T5），而編

劇扮演等後續活動在於檢視學習者的理解和吸收有無問題（T2, T4）。 

第 1題（b）：除了選片和播放，教學上可能有哪方面困難？ 

問卷 C 第 11 題受訪教師已反映過影片教學最大的困難為「選片」中包含的許

多問題，教師認為若真的是一門影片課程，「選片」不是一個老師可以完成的，此外，

值得注意的還有如何確認影片中的語言是學生需要的： 

T2：應該要組一個 team，專門看這些影片，有工作分配，他們很有意識地在看那個影

片，要不然真的很難選，他們必須要很有意識地知道他們要的是什麼東西… 

T5：為什麼這麼好的東西（影片學習語言）沒人用，因為後面有大的問題，對老師來

說最麻煩困難的就是找資料非常不容易，因為可能 20 分鐘內一個微電影，裡面可

能只有就 5-6 個台詞是要學生學的部分，材料取得本身就有困難，但還是可以做，

難在你找影片，你怎麼確認我這部影片裡面的東西是學生需要的… 

與選片相關的還有生詞太多，T6 認為許多生詞牽涉到文化上的理解，黑話很

多，再是語速跟口音的問題都會影響學生理解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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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原先欲了解選片之外關於課堂操作方面的困難，然而現實問題就如同教

師們所提，可見選片衍生的問題正是影響教學操作的關鍵。研究者認為選片之所以

困難主要是對語言結構、功能、語用點的揀選，什麼是學生需要學習的語言內容，

或者需要搭配特定主課文教材而難選，若不是這些限制，困難則減半。本教學設計

將根據研究出發點、課型之定位，綜合文獻探討、教師建議、學習者需求慎選影片。 

第 2題：教學主體若分四個層面，順序為：（1）觀片與理解、（2）語言學習與

操練、（3）討論、發表，練習成段表達、（4）綜合實踐。其中 2, 3, 4可使用溝通式

教學法（CLT）進行。您對此構想之建議為何？ 

該教學架構僅為研究者初步構想，實際教學設計將依照文獻探討、需求分析與

教材分析重新規劃，該題用意在聽聽受訪者意見，事先獲知可能的盲點以便教學設

計及早了解周延的考量。 

受訪教師認為該程序大致上沒問題，需要注意的是：可要求課前觀片，以免部

分學生聽力較難跟上，重要的片段在課堂必須再放一遍，至於理解和操練的順序得

視學生程度而定，程度高者先理解再操練，程度較低者先操練再理解（T4）。也有

受訪者認為理解和語用可一起帶，確定理解後完成第一部份，再重放影片，將重點

挑出，再提問一次影片中情境和相關的情境應怎麼說，然後給例句、語境過渡到操

練，因此建議第一部分觀片、理解、帶語用和第二部份操練占教學的 50%，而第一

部分應相對多些，也就是 30%, 20%，或是 35%, 15%的比重，接著的討論和實踐活

動可為 25%, 25%（T2）。高級班經驗的受訪者表示正因為無從確認何謂學習者「必

須知道的語言點」，故以「主題式」的做法（例如委婉的表達方式）安排語言點：觀

片提示→分段觀影→分段解說語用與分組討論，一起思考語言點（T6）。這裡語言

點就是「說話方式」，大部分學生在討論時就能得出老師指出之語言點的結論。 

第 3 題：「帶討論」的方式如何有利於成段表達的學習？特別在發表個人感想

的情況，無法事先預知所需句式結構等，如何有系統地訓練成段表達，使既能討論

影片又能學習成段表達？ 

成段表達注意的不是詞彙而是成段連接的能力，討論發表是對一個主題表達心

中想法，需要同時顧及語義的產出和成段的邏輯與連貫。多數受訪者認需「提供正

確的連接方式」，但做法略有不同。T2 認為先讓學生自由地說，老師記下需加強的

部分（連詞、轉折詞等），說完後提示學生加進去，最後再讓他說一遍。T3 認為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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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好者，自由發表影片想法，缺少或錯誤的連接方式，老師當下糾錯；程度不好者

先用西文，再以中文所學的詞句說出影片內容即可；T4認為表達之前就提供重要連

接詞，給一些提示（為什麼、如何、怎麼樣），讓程度較低者可以說長段的話，表達

中不糾錯，最後再挑一兩個錯誤來說。T3, T4的傾向讓程度較低者「複述」劇情內

容，而非對一個議題發表想法，研究者認為「複述」做為成段表達的練習也是可行

的方法。T4表示會話練習要對不同情況的學生給不同提示和幫助： 

T4：有些學生不太講話、不愛做成段表達、覺得自己不敢講，那就是要強制，對有些

人來說，他要先學習說很長的話，對有些人，他會說很長的話，他要去整理他的

邏輯，對有些人邏輯沒問題，他要學的是連接詞，所以要當場看情況。 

T5 認為程度好的學生一邊說，老師可一邊幫他把連貫的型式或結構放進去，

程度不好者，引導他多說，在這個學生說的基礎上，找其他學生再根據所說的再說。

這個方式傾向全班性的討論，由老師主導學生說話、控制話題，而非一個議題各組

的個人發表，適於程度較低者的課堂討論，針對西語地區學習者亦可採行。 

第 4題：文化教學以什麼方式融入該短片口語課？ 

「文化」特別專注於與語言相關的文化知識，大多數受訪者（T2,T4,T5,T6）表

示文化重點可在處理語言部分結束後，融合到後面議題的「討論」或結合「成段表

達」以「文化差異」進行對比討論；受訪者 T3 並無特別方式引導文化點，而是隨

著影片情境講解或由學生自行發現，每一段語言點和文化點參雜著講解。文化點引

導方法如下： 

T2：看片時你就要把你要的那些重點都點出來他們會怎麼做，「討論」的時候你再特別

說，比如你們剛看到了他們在這個情況他們是這樣反應的，那你們呢（差異對比），

就是在討論的部份點出。 

T4：訓練成段表達時，文化點可當做一個提示，包括你看到…他怎麼做、在什麼情況

下他做了什麼事情，好，那在你的文化裡面如果這情形發生，通常是怎麼反應，

舉例比較差異，討論完之後你再做一個總結就好。文化討論放在語言學習之後。

因為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T5：語言結構東西處理完了，也就是了解他為什麼要這樣說、為什麼要用這種方式和

功能來說以後再去對比文化，因為影片裡有很多文化的東西，有很多表達方式，

每個表達比如同意或讚美不一樣，你可以「說例子」讓他自己發現不同，或是問

學生，他這樣說，你會不覺得很奇怪或是和你的語言不一樣，讓他去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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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6：融合在我剛剛說的那些「主題」裡面（即表達方式的討論）。用提問引導，讓他們

自己歸納，原來華人講話都不喜歡直接地把話說得很難聽或怎麼樣，最後我再說

ok 你們剛剛歸納出的東西，其實就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文化特質... 

語言點（即語用特點）講解時就提示出目的語文化，方式是提問、思考、歸納，

對該語用點明瞭後，再討論文化差異，順勢練習成段表達，討論的方式結合第 3 題

的結論，視學習者程度可分組討論、發表想法或者程度較低可由教師主導全班討論。 

第 5 題：口語中牽涉語用條件及篇章的語言問題如何操作與訓練？38（關於相

同的情境有不同的表達型式，或相同的語言型式在不同情境有不同意思如何處理？） 

多數受訪者認為「語用點」只需講課文或影片有的用法，以口頭提醒或解說，

但做法略有差別：T1 以口頭解釋不同情境或狀況，只講課文的語言點，通常不再補

充也不會再演練，因為拉美學習者需要簡單化的學習；T3不會做過多的解釋，直接

舉例、造句；看片後口頭講解語用點，再看一次影片，接著多帶情境和例子去變換，

不需以演的方式理解語用，綜合活動時再演出或給任務檢視整體學習的吸收。同時

表示超出影片用法的範圍對學生來說會是負擔。T4認為要讓學生了解字面上和語用

的意思不相同，把語用上的意思告訴他們，讓他們自己思考或老師再提示，能「理

解」就好，影片之外的相關語用說法不需舉例，若要檢驗吸收，可請學生自行準備

一個 1分鐘短的對話呈現。T5 同樣強調看片時老師提醒學生「在什麼時候、為什麼、

怎麼說」、「表達的目的是什麼」讓學生思考、帶出結論。而相關的用法、結構是否

引介，T5認為視學生程度情況而定。 

T6 高級班因為語用的理解在「主題」討論時已經進行，故以綜合活動時（角

色扮演、劇情改編等）「寫劇本」融會貫通角色說話的態度、口氣，所編寫對話不妥

之處，老師僅提示，讓學生自己思考，最後演出來。故只有高級程度適於要求「能

表達得出」所學的語用態度，中級或初級至中級者則以「理解」為主。綜上所述，

語用點的教學方式重在使學習者「知其所以然」，可歸納為以下兩種，重點是提示語

用點後，讓學習者自己思考： 

1.「提示→思考→討論（或結論）→例子、情境代換操練」 

2.「提示→講解→思考→自編 1分鐘對話」 

                                                      
38

 一併呈現 T1（僅進行訪談 A,B）的回答，唯 T1, T3 回答的前提限於一般教學而非影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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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題：短片口語課之自編講義、學習單，編製重點為何、如何呈現較適合該

門課目標且適於學習者需要？ 

基於本研究短片口語課的背景設定，多數受訪者認為講義、學習單只需簡單呈

現重點，用法皆於課堂上說明或讓學生自行提問。T2提出「留空白」讓學生思考、

學習單只針對重點列出老師要提問的一系列問題，提示學生準備、帶著意識地看所

要討論的語言點，這是看影片最重要的，其他內容有無編制則無所謂： 

T2：上課的時候我很少給講義，我只會給一個大的東西，我們現在要做什麼事情[...]留

個大空白給他們...我不想要什麼都是我作好好的給你，那對你來說一點都沒用。[...]

比方說影片上語用的重點，你要列出來，只點出哪些語用點是要學的。學習單是

上課要用的話，一開始應該要先過一下上面的那些討論問題，或你可能會問到的

問題，你那單子要讓學生知道他們等一下要看什麼重點（怎麼用、什麼時候用），

所以整張其實就是重點或是你要提的問題。 

另有受訪者認為口語課書面資料的原則「少就是多」，只需大綱重點式呈現： 

T5：給一張講義，全部都用大綱重點式的，不用解說內容，不懂的學生會問，你直接

跟他講解就好，連例句都不需要給，[...]他可能有知識只是他還沒轉化成他自己的

能力，只需要給大綱式的，你希望他這段影片裡面學到什麼樣的句型、什麼表達

方式，然後怎麼回應，要很簡單的呈現，把這些句型列出來就好。假如擔心要給

個例子，一個句型給一個簡單例句就好，或是放 A 跟 B，我說這句，對方怎麼回

應，[...]讓他去動腦，你都給他沒有用。講義的一個原則，練習說話「少就是多」，

他專注在這幾個東西，而不會拿到一個講義不知道到底要看什麼。 

高級班的影片教學（T6）對講義、學習單的看法更是「老師給的東西越少，學

生學的活用度越大」，課堂上學習單通常著重「寫」的練習。 

對短片口語教學來說，學習者需要專注的是「影片」中的重點，給太多書面的

東西反而學生會很累，認為每個都要看懂，是不需要的（T5）。因此講義、學習單

的角色僅是輔助或者引導，將所要學的語言重點、問題列出，不需說明和補充，留

給學習者「主動思考的空間」有利新知識的吸收。 

研究者認為對西語背景學習者給太多書面資料確實不一定有用，課用書面資料

只是輔助角色，適於啟發、引導學習或是補充關鍵詞語，少而簡單對西語母語者較

有幫助，因為對學習動機強者來說，不需聚焦於詳盡的講義來學習，也不宜養成其

過度依賴講義的習慣，僅提供重點有助於減少壓力的觀感，並能使其主動探索與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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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至於對於動機薄弱者而言，不論詳盡與否都可能起不到作用，學習者拿到資料

常只是心安，認為需要時可隨時閱讀，結果是永久的束之高閣，不如以「少就是多」

的概念引導其深入其境。 

第 7題：短片口語課以什麼方式評量學生的「口語交際能力」？ 

首先教師問卷 C 相同問題（開放式題目第 10 題「影片教學中您以什麼方式評

量學生？」）的填答，研究者認為配合語言從理解、掌握到實踐的過程，評量方式將

是多元的，故可總結為從靜態的課堂參與、討論到完成學習單，再到動態的合作式

綜合活動，皆可作為有意義的評量方式。 

訪談的部分，受訪者的回答為單人陳述的錄音（T4）、兩人交際對話（T2, T4, T5）、

配音作業（T4, T6）、角色扮演（T2, T4, T5）、編話劇寫劇本（T3, T6）、圓桌題討論

（T3），故型式可為單人、雙人、大型活動多人合作式，視教師評量目的為何。 

T4：1. 單人陳述回答問題錄音，跟電影主題有關，描述經驗，或是請他表達對電影某

個情節的看法，從中判斷發音、邏輯、組織等。2. 兩人交際對話，你給一個問題

請他們開始討論，錄音，然後事後再聽他們的話輪、用詞，那是比較交際式的。

3.配音作業、角色扮演，回家準備，到課堂上展演。[…]可以先把文本打下來，讓

他們去配音，他們可以不斷地模仿，練習到完全跟它的語速語音一樣，還要去要

求學生做到聲音的表情，要到藝術表演的境界，可以讓他們的語言練習更上一層。 

兩人對話評量的具體方式還可為 A,B式對話，研究者認為此方式可設計在課用

或課後學習單中： 

T5：最後角色扮演就可以，雖然每個人台詞不一樣，但他會知道 A 說什麼 B 要回應什

麼，或者你給他 A 讓他把 B 做出來，或是兩個人，但其中一人已經有要說內容了，

問另外一個人說什麼，也可以放不同的影片或放錄音，停住，他說什麼我可能說

什麼，情境結構跟所學的一樣，所以需要老師自己錄音。 

受訪者認為需要學生自行「編寫劇本」的活動，如角色扮演或戲劇演出，最有

利於整體評量，能真正檢視學生的所學是否應用得體、融會貫通： 

T2：你可以要求他們在角色扮演、改編或是繼續影片裡那個情境，要求他們用到這些

這一課學到的東西來演，他們必須在對話裡面設計進去，你就可以確定他們用得

好不好、用得對不對[...]對西班牙學生反正他們就愛演，所以你用這種角色扮演他

們愛表現來評量他到底跟你教學設計的成效有沒有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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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6：我還是偏「實用」，我設定的「主題」是我想讓他學習的東西，我不是要他學習電

影裡面的某個詞彙或某個句法，我要他學習的是當影片人在對話的時候他所呈現

出來我們講話的一些習慣、態度、文化，這個東西我要怎麼樣看出他們能不能理

解，最簡單的方法，我請他們「寫劇本」，這是我最後的期末考[...]他們必須要閱

讀歌詞、了解故事、然後再自己編故事、編對話、排演，最後呈現出最終的結果。 

而 T6 的西班牙學生的程度未能自由編劇或交際，故由教師提供所要學習的語

句（非句式），由學生分配角色、搭配句子，串成一個故事演出來： 

T3：學期結束作業是用話劇，就是我希望這個表演要用到的情境用語是什麼（老師指

定），你們去分配角色，你們去看我角色 A 要用到哪幾句、角色 B 是這幾句、角

色 C 是這幾句，然後設計一個簡單的內容。[…]完全讓他們自由表達在我目前為

止我的學生還有困難，他們還是屬於有點被動性，還是要給他們一個框框。 

如何評量與評量的目的有關，也就要視所需評量的是個人的表達還是交際的表

達、語言點的理解還是語言點的使用、語言技能抑或語言交際技能等。另外，短片

口語課重點是影片中的語言點，對程度不夠的學習者，若沒能讓學生紮實地獲得這

部份的基礎和能力，就要在「花式的」綜合活動中評量他們，或是拋出一個主題就

要他們產出發表內容，都可能過於草率而達不到學習的目的，學習者要能把所學知

識應用到練習的活動中，教師也得衡量評量方式是否可行。針對非目的語境、中級

的西語背景學習者而言，研究者認為作業或評量方式可以先鎖定一些「活用度」較

小的活動型式，例如 T5建議的 AB對話，先確認掌握單一的語境範圍，再讓他們擴

大活用度，延續影片中的情境或自編故事等，因為自編、自創的活動型式若程度不

夠，很可能衍生新的語言問題而失焦，若無程度不足的問題，則無需限制。 

三、小結 

問卷調查結果呈現受調者應用影片於課堂之概況，其中教學步驟方面有可借鏡

之處，歸納為觀片前、觀片中和觀片後，其中觀片前需要學習者預習生詞或教師先

行解說可能用到的詞語，重要的是觀片的引導，可透過學習單上的簡答題或請學習

者預測等方法進行；而放影時的重點是分小段觀影，解說語言點後需再次回顧影片；

觀影後的重點在完善語言點的理解，故多以討論影片的方式整合表達、完成問題單，

或進行其他綜合活動。另一方面，所有的教師一致認同「選片」最困難，因涵蓋語

言問題、程度、影片題材等，難以符合學習者程度和需求，過濾影片費時且難以確

認其中的語言為學習者所需；生詞過多、片中內容不如教科書有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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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部份，受訪教師認為語境中的語用、語言功能、語言中的文化因素是教學

的主體和重點，透過對這些語言知識的了解、討論和綜合練習，提升學習者的口語

表達能力。針對研究者提出的教學結構規畫和成段表達訓練的建議，受訪教師提醒，

對程度足夠和程度較差的學習者要注意不同的實施和練習方式，對程度低者須給一

些提示，使學習者能把話說得較長，以「複述」影片內容取代「自由發表」想法，

若欲自由發表，可由教師主導全班討論的方式進行，而程度較好者雖能對議題自由

發表，應致力於從既有的能力中學習自然的連貫方式。語用點即語言相關的文化，

優先教學，文化差異的比對在語言點結束後進行，融合到「影片討論」或「成段表

達」。語用教學方面重要的是提示語用點之後，讓學習者自己思考、討論再實作練習。 

講義或學習單只需簡潔地呈現重點，詞語用法在課堂上直接解說，書面資料盡

量少，讓學習者專注影片，專注課堂上語境因素的提問互動。研究者認為不論對動

機強者或動機弱者、程度好者或程度較差者，講義詳盡度的意義都有限，亦非課程

的目標和重點，若作為引導思考、整合的作用，應更能達到學習的目的。短片口語

課的教學希望學習者主動思考，自行發現、歸納與建構。因此針對西語背景者，課

用講義或學習單誠如教師所言「少就是多」，一目了然反而較能提升其學習效益。評

量方面，視「評量目的」盡可能呈現多元化的型態，程度足夠者可側重創造性活動

的發揮，程度不夠者仍需鎖定語言的層次，先求正確再求活用。 

第五節 需求分析總結 

根據需求分析結果，研究者總結出一個大體的教學方向、原則、方式，作為下

一章教學設計的依歸，以條列方式呈現如下：  

（一）關於教學設計之內容： 

1. 學生認為口語最難、最需加強的是發音語調和表達流利度，而語法比重應該減

少；教師卻認為發音語調的準確性不是中級教學的重點，故為教學之最缺乏，

重點應能清楚地、成段地表達自己的想法，同時學習者的語法也有待加強；教

師對成段表達教學不甚滿意，且認為語用教學最困難。可見學習需求和教學需

求存在落差，教師考量較具理性和科學性，但研究者認為應在教學方式上調整，

取得兩者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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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綜觀教師與學習者不同角度的心聲，顯示「語音流利度、交際語用、成段表達」

是教學和學習的難點，同時是西語地區的教學缺口。教學設計應提升學習者在

此三方面之語言技能。 

3. 口語課方面，學習者希望教學重點為成段表達、說話之語流語調；短片口語課

方面，師生皆認為學習重點應為「溝通交際的得體性、自然的口語慣用法、說

話的語流、語調和節奏」三項，故教學設計語言層面之重點應朝此三方面著手。 

4. 學習者喜歡透過「討論短片」練習說話，希望討論片中的社會文化議題。 

（二）關於教學設計之原則： 

1. 西語地區華語教學之做法，是傾向理解語言規則重於語言實踐，學生表示透過對

話、遊戲、辯論等活動應用所學才有幫助，故課堂須突顯語言實踐的比重。 

2. 學習者需要「溝通式的語言實踐」重於「語言講解」的課堂，非常同意溝通式交

際訓練的課堂，能接受課堂互動頻繁，使用情境模擬把所學用到真實語境。 

3. 學習者需要透過列舉情境來了解語言用法，而不一定需要語法解釋。 

4. 「對話題有興趣」是影響學習者積極性的首要因素，課堂提問須圍繞學習者的興

趣以激發表達積極性。學習者同時重視語言的真實性以及教學方式多樣化。 

5. 選片以日常會話、生活類的微電影為主，須符合學習者程度、有趣、合時宜等條

件，題材多元化、包含兩岸多地之出版品。 

6. 既然教學重點是語言功能和語言中的文化因素，教法上就必須充分與短片的語境

結合，觸發學習者理解語用因素。 

7. 課前觀片，以免部分學生聽力較難跟上，且於課堂不需再花時間處理理解的問題，

而有較多時間處理語言學習的問題。 

8. 分段觀片，處理語言功能、結構，解說後需再次回顧片段。 

9. 觀片前以學習單提示語言重點，使學習者帶著問題去探索。 

10. 語用教學須使學習者透過「觀察語境」，自行想像、思考、討論、歸納出結論，

最後須將該語言點的理解套入自身經驗進行應用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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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先理解說話者為什麼這麼說、為什麼以此種方式表達，再處理文化的問題，專注

在與「語言」相關的文化。 

12. 成段表達時提供重要的轉折或連接詞、指定使用詞語，還可以提供一些線索讓學

習者知道可以說些什麼，使習慣於一次只說一句話的學習者有話可說。 

13. 課堂討論的方式可以改變，增加課程的活潑性；對程度或情況不同的學生給予不

同之協助，提醒研究者注意學習認知和二語習得原則。 

14. 課用講義或學習單對西語背景學習者而言，少就是多，一目了然、簡潔留白，反

而較能提升學習效益，使其專注影片和思考而非書面資料。 

15. 西語背景學習者熱情、樂觀、幽默、重視歡樂氣氛，相對易有厭倦感，對無興趣

之內容反應直接，故需要多樣化的教學活動，視當場情況立即調整教學；學習母

語者的真實話語能激發他們的學習動機；教學注意圍繞學習者興趣的學習環境，

組織遊戲、活動、討論，給予展現的舞台，使能透過活動使用語言表達自己的意

念，少一些聽講、多一些實踐；學習者較易受情感支配，需受到肯定、讚揚，需

感到一定的學習成果，創造學以致用的成就感。 

（三）關於教學方式： 

1. 教師認為情境模擬、角色扮演、看圖說話、對話、任務最適合用以訓練口語。 

2. 模仿母語者說話有助於口語表達，且學習者渴望改善語流、語調、說話的節奏。

故配音訓練反覆專注於母語者的語氣、態度、語流音變，可有效提升語音的聲韻調。 

3. 對場景提問「什麼時候、為什麼、怎麼說、說話之目的、言外之意」，以此提示

使學習者明白不同的情境存在差別。 

4. 教師表示針對西語背景者成段表達的訓練方式可以是看圖說話、指定詞語複述、

將會話體轉換成敘述體等。 

5. 適於西語背景者培養口語交際能力的方式，可指定詞語或所學的語言功能、結構，

組織學生之間互動的活動。 

（四）基於調查之發現與想法： 

 

 



第四章 需求分析 

 

137 
 

1. 非目的語境之學習者較缺乏語用意識，較重視一般語言技能，目的語境學習者相

對重視語言的交際技能，然而兩者皆希望學習課本上沒有的「真實話語」，故語

言功能與語境結合之教學是必然的。 

2. 一般影片課堂的活動以「討論影片」為多且較有成效，缺乏演練和溝通式活動，

本研究設計除了討論的活動（局外人角度），也將重視角色扮演、情境模擬、配

音活動等（局內人角度），劇中人物的表達方式學生也要能應用得宜。 

3. 研究設計重點是一般課無法處理的語用問題，若時間有限，將無法顧及學習者重

視的「詞彙講練」，因此學習者上課須做好生詞初步語義之了解，課前以用詞造

句預習生詞，再以電郵送至教師批改，教師在課堂提出難詞討論。 

4. 中級班所謂「語言點」的設定，以口語常用結構為主，但可以視影片內容斟酌參

考高級班的做法，以劇中人物的「說話方式、如何表情達意」做為語言點，更能

突顯涉及語用因素的真實話語教學之特點。 

5. 研究者認為成段表達應有層遞性的練習，可為三層次：初步或者針對程度較低之

學習者，以「複述」影片內容取代「自由發表」；進展至一定程度後，可設定短

片中之話題，不分組由教師主導會話，激發學習者發表意見；對程度較高之學習

者，或前述之討論方式成果已掌握至一定程度，再進一步跳脫短片內容，分組進

行較深議題之討論，例如文化差異的成段表達。 

6. 「選片」涉及語言問題、程度、題材等，為課程準備之最難，既難以符合各方面

條件之需求，亦難確定影片中哪些語言點為學生所必須學習。研究者認為可視正

規課或提升型之課程，以及學習者程度決定「選片和選擇語言點」之順序39。 

 

  

                                                      
39

 實際具備中級程度、已接觸較多的語用知識之正規課，先決定語言功能再根據該語言點選片；初

達中級者，尚未具備語用常識者之提升型課程，以趣味性為考量先選片再挑出片中可學之語言功能。

以使先廣泛提升語用能力至一定程度，再分門別類的系統性地學習語境因素之語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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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教學設計 

本章基於文獻探討、需求分析以及教材分析的結果，針對非目的語境西語背景

學習者進行短片口語教學設計。主要分為三節陳述，第一節以 Brown（1995）的教

學大綱設計所包含的要素為框架進行教學規畫，制定教學目標，設定達到該目標的

檢測方式以及選擇教材；第二節透過 Richard 與 Rodgers（2001）的教學法分析模

式來詮釋教學設定，包含教學觀、教學設計和過程；第三節呈現教學設計之範例。

最後在第四節做小結。 

第一節 中級短片口語教學規劃 

一、教學設計流程 

本研究參考 Brown（1995）提出的語言教程系統設計模式發展教學設計，其模

式包含六項步驟（如圖五-1）：分析學習者需求（needs analysis）、設立教學目標

（objectives）、檢測目標落時的情況（testing）、編寫或修訂教材（materials）、實施

教學活動（teaching），而要使各要素之間相互發生作用、維持功能，有賴持續不斷

地對整個教程的評估（evaluation）。 

 

 

 

 

 

 

 

 

 

 

圖五- 1 教學大綱設計步驟 

資料來源：Brown（1995）The Elemants of Language: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Program Development. 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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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目標 

語言是用來表達意義的，其主要的功能是為了互動與溝通，其結構反應它功能

性和交際性的使用（Richard & Rodgers，2001），由此著手擬定本研究教學目標的總

方向，溝通式教學的目標是要使學生盡可能地使用目的語進行溝通，教學中要讓學

習者了解不同的語言形式可能用來表達同一個功能，而單一個語言形式也可能提供

不同的語言功能（Freeman，2011），對西語地區中級階段現況的學習來說十分需要

加強，學習一門語言是為了更好地使用該語言，一種語言的教學過程便是語用能力

的培養過程（方麗娜，2003），我們希望學習者在一般綜合課語言知識累積的基礎上，

提升如母語者言談的語用意識，向社會語言能力的培養邁進一步。 

基於西語地區中級學習者普遍希望提高口語能力、流暢地溝通，但又缺乏語用

意識，本研究教學目標是根據教學內容的重點、核心而設定，教學重點與核心是根

據專家指出之中級階段口語學習的重點並結合教師、學習者的需求而決定，對語言

要素需掌握的程度與著重面向，是依據溝通式教學法（CLT）的理念原則，融合學

習者的需求整體考量。Brown（1995）認為教學目標要具有靈活性，應該根據學習

者和教學者的實際情況以及授課內容進行相應的調整。我們的目標兼顧受訪教師和

學習者的需求，以口語慣用形式（即口語常用結構）、語用文化教學、語音流利度、

交際能力為關鍵知能，訂定教學目標如下： 

語言方面： 

(一) 口語形式：透過短片的真實語料，使學習者認識並掌握口語的特殊現象和口語

組織規則，學會口語慣用形式。 

(二) 語用因素、功能與語言形式的連結：透過短片的交際情境，使學習者了解到同

一個語言功能有不同的表達形式，而同一個語言形式在不同的語境表現不同的

意義；使學習者領略交際文化如何影響語言，掌握功能及語用因素而能得體地

表達，培養其目的語的社會文化思維。 

技能方面： 

(一) 藉由教學引導、互動與演練，提升學習者的語用意識和口語交際技能。 

(二) 透過多元化的課堂活動，如複述、介紹、展開話題、議題討論等，訓練學習者

的話語表達與邏輯思維，加強成段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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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藉由片中角色對話的語氣、口吻、態度使學習者體認並掌握語音技巧，包含語

流音變、重音、停頓、節奏、語速、語調等。 

(四) 藉由短片相關的活動訓練和作業，增進學習者的表達流利度。 

三、測驗評量 

測驗評量是用來檢測需求分析和前述教學目標落實的情況，才能確保這兩項工

作是否真正發揮教學過程中的指導作用，而不同的評量手段是為不同的教學目的服

務的（Brown，1995），舉凡課堂參與、平時作業、學習單、個人口頭發表、兩人對

話、小組綜合活動等都可以做為課堂評量，可見活動（activities）與評量（testing）

關係甚為緊密。在受訪教師建議的多元評量中也包含各種活動，我們希望評量的策

略有所依歸，因此首先從「何種評量活動能夠反映教學目的的達成」切入，設計出

評量活動後，綜合考量教學目標的達成與學習者的課堂學習和實踐的過程，然而本

研究將更加重視學習過程的重要性。 

所有知識技能的應用都建築在理解之上，著重「建構導向」的「重視理解的課

程設計」（Understanding by Design, 縮寫 UbD），原則之一的逆向設計（backward 

design）為我們提供了課程評量的依循方式。Wiggins 與 McTighe（2005）在 UbD

為課程計畫提出三階段的逆向設計，階段一，訂定教學目的；階段二，定義達成該

目的所需學習結果的證據做為評量；階段三，基於階段一與階段二來計畫學習活動。

在階段二的內容指出了一套設定評量的依據，指示我們使用六個層面來設計評量。

這六個層面是 UbD用來引導學習的重點，用以幫助確認學習者是否真正理解學習內

容，面面俱到，故本研究擷取 UbD評量理解的策略，根據此六層面的說明和教學目

標的設定，發展出教學設計的評量活動，呈現如表五-1： 

表五- 1 理解的六個層面內容說明與本教學設計評量之發展 

六個概念 說明 短片口語教學評量 

能說明 

Explanation 

透過通則和原則，對於現象事

實、資料等提出可辯解的、有

系統的敘述；做出有洞見的連

結，並提出闡明性的舉例。 

解決問題與決策（problem-solving 

& decision making）、分組辯論、看

圖討論、課題（project）、問題單等。 

檢測：知識的理解與綜合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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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詮釋

Interpretation 

講述有意義的故事，提供適當

的翻譯，對概念或事件提出能

揭示歷史或個人層面的說明，

使所理解的對象擬人化，或者

透過圖像、軼事、類比、模式

而使其易於說明。 

複述劇情、講述事件、轉述對話、

看圖說話（相關影像或圖片）、擴

展情節、創設情境角色扮演。 

檢測：知識的吸收與轉化 

能應用

Application 

在多元、真實的情境中有效利

用及採用已知的知能，能「活

用」這個學科。 

分組活動、完成任務、實際交流，

或以指定詞語完成問題，例如回答

問題、AB 對話、複述、新情境練

習、計畫語段成段表達等。 

檢測：知識的應用 

有觀點

Perspective 

能透過批判的眼光和聽力看

出、聽出觀點；能照見全局。 

劇情討論、主題（話題）討論、辯

論、文化對比與討論、解決問題與

決策。 

檢測：成段表達的技能 

能有同理心

Empathy 

將自己投射進去，去感覺、理

解另一個人的情境和觀點；了

解不完整的或有瑕疵的觀點其

實是合理的；理解及說明某個

概念極易被其他人錯誤理解；

很敏銳地觀察和傾聽。 

真實模擬、角色扮演、配音模仿、

跨文化討論。 

檢測：語氣口吻、文化態度的理解

與綜合應用 

有自知之明

Self-Knowledge 

表現後設認知的覺察力；覺知

個人的風格、偏見、心理投射，

以及能同時型塑或阻礙個人理

解的心智習性，察覺我們未能

理解的事物；省思學習和經驗

的意義。 

編劇及演出、角色扮演、課堂討

論、問題單（在獲得認知之後的反

思與覺察）。 

檢測：知識的理解與綜合應用 

（理解之六個層面（Wiggins & McTighe，2005），中文譯自賴麗珍（2008）《重理解的課程設計》，頁

90, 187。教學評量由研究者發展設計） 

基於溝通式教學（CLT）以及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學習理念，研究者

傾向以平常參與活動的表現作為總成績，尊重學習者個人的主體性，評量側重「過

程」導向而非「成果」導向。除了知識的吸收與轉化需要時間練習，課堂上的所有

活動和作業幾乎可作為評量方式，從多元角度的分類來看，包含知識與技能、理解

與應用、個人與小組、專項技能與綜合技能、平時作業、課堂活動與期末，我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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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語言知識 

A. 

口語知識 

B.  

語用知識 

語言技能 

C. 

交際技能 

D. 

語音、流利
度 

綜合技能 

六大面向發展出的評量活動納入教學目標進一步整合（如圖五-2），顯示語言知識的

吸收、轉化傾向詮釋層面的評量，具體的活動如複述、講述、轉述、看圖說話、擴

展情節、創設情境角色扮演等；語言技能傾向應用、觀點、同理心層面，具體活動

如分組、任務、情境對話的模擬與創造、討論、發表、解決問題、角色扮演、配音

等，然而各層面之間也有部分活動重疊，比如角色扮演、解決問題、討論、辯論、

問題單等，既可體現知識的理解，也可呈現技能的應用。可以說理解的六個層面指

引而出的評量活動對應本研究的教學目標，沒有一定的界線，僅呈現大體方向，然

而可以確定的是，我們的課堂評量活動已涵蓋在這六個層面的用意之中，學習者的

真正理解與應用將透過六個面向指引的活動體現出來。 

 

 

 

 

 

 

 

 

 

 

 

圖五- 2 根據教學目標訂定之教學評量方式 

雖然一開始我們從釐清「何種評量活動能夠反映教學目的的達成」著手發展評

量方式，然而研究設計最終目的並非以教學目標的達成與否打成績，而採用建構主

義教學模式下的評量理念─重視學習者自主學習的能力、小組合作時所做的付出、

是否完成新知識意義的建構。因此上述設定的所有活動都將做為這三方面評量的參

考依據，尊重學習者在學習能力和成果上的個別差異而進行彈性評估。另一方面，

課堂的所有活動雖不針對達成多少目標或是語言的正確性給學習者評分，但須為教

詮釋、吸收、轉化、 

同理心、自知之明 

應用、觀點、 

同理心、自知之明 

A+B+C+D 

作業和課堂評量： 

分段複述、講述、轉述、問

題單、課堂討論、看圖說

話、擴展情節、創設情境角

色扮演 

課堂評量： 

分組、任務、情境對話模擬

與創造、完整複述劇情、討

論、發表、角色扮演、解決

問題、配音、成段表達等 

期末評量： 

小組短劇（編

與演）、個人主

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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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各層面提供評估修正（evaluation），以確保教學為學習者所需、所接受，並提

升教師對語言內容指引、解說的正確性與適當性，因此本設計之課堂活動將發揮「教」

與「學」兩方面評估之作用。 

四、教材選擇 

本研究主要教材就是短片，也就是各網路影音平台中可取得的影片材料，不同

於一般語言課型配有正規的紙本教科書，目的在使學習者能專注影片，專注視、聽、

說的內容，然而所挑選的短片必須提供字幕，此外，一部適合作為教材的短片，通

過一遍的觀看應可大致看出其所展現的語言內容與可發展為教學活動的內容，能夠

符合我們設定的教學目的而且可能受到學習者喜愛。 

雖然需求調查時，教師一致表示選片最為困難，為材料的取得指出了許多問題，

然而部份受訪教師所言，是因為在主教材課文為前提的情況下，要選出符合課文語

法點的影片（與本研究有所差異），或者要找出所謂學習者「最需要」的語言點，而

難於實現；另外，研究初衷在於廣泛地利用網路資源，亦希望能廣泛地讓西語區之

學習者接觸未學過的常用口語形式，提升其學習興趣，幫助突破學習困境，再者，

研究設定為「提升型」之教學，選片須顧慮的條件不若正規課程嚴謹，因此擬以「難

易適中的語言程度」、「影片趣味性」或者具「話題討論性」為首要和基本考量，對

「語言點」並無特定要求，即不預設語言功能或情境，不以功能為綱的方式組織課

程，而是挑選學習者可能有興趣的題材，隨著影片中的語境，學習其中帶出的語言

內容。然而若在可選範圍狹窄的困境下，仍能輕易地照應語言功能、結構的需求，

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情況。我們希望選片不是只考慮到程度的深淺或詞彙、語法有

些什麼、有多少數量，而是多一點考慮西語地區學習者的學習態度、需要性和接受

度，至於哪些語言點必教或者其順序為何，可由教師視學生的情況自行調整挑選。

本研究試圖將選片的困難降到最低，讓選片問題不至成了教學準備之「不可能的任

務」、「過度的絆腳石」，限制了網路取材激發學習興趣的良好立意。 

我們綜合文獻探討、教師、學習者需求分析三方面的結論統整出研究設計的「選

片原則」，在研究的準備階段時已陸續蒐集了一些初步評估40適於教學的候選短片， 

現在將這些候選短片納入統整出的選片原則框架（表五-2），進一步評估其教學價值，

選出適於西語地區中級學習者的短片，作為教學設計範例的定案教材。 

                                                      
40

 主要依據內容趣味性及語言方面基本需求（如語音、語速、語言程度等）整體評估的初步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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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片原則的設定包含獨立的與總體的，獨立指可獨立衡量各短片的原則，總體

是以整個課程的所有短片統一考量而言，例如整學期的短片須涵蓋三種溝通模式41、

出處須包含兩岸多地、語體須涵蓋書面語和口語形式，由於本研究著眼於「教學設

計」，牽涉「課程設計」的範疇不在研究範圍，不深入討論如何達到選片的總體原則，

而以獨立原則對短片進行篩選，也就是選出一個短片進行該課程中的單元教學設計；

根據文獻探討將選材原則分為語言、影片內容和放映三個層面，各層面中又以「語

言」層面為重，最終的定案由研究者依選片原則整體融合、輕重有別的考量選出。 

選片的評分設為 1~3 分，3 分為高度符合，2 分為中度或基本符合，1 分為低

度符合，選擇過程由研究者一人主觀評定，另外，語言點以及生詞的界定不為研究

重點，語用點、句型、生詞三項的數目，僅以研究者的認知且「約略估計」的方式

提供篩選參考，主要在各短片之間、相同主觀評定的基礎上，評估短片的教學價值。

由於選材不易，研究者初步僅蒐集到如下八個候選短片：1.微電影《頓號英式茶館》

彭于晏主演、2.統一麵廣告《小時光麵館》、3.微電影《別惹醜女》（2012 福建省微

電影最高製作標準）、4.新加坡旅遊局 2014年微電影《愛•從心發現》林志穎主演、

5.微電影《愛已走遠》Nicole＆Sean、6.微電影《花美男阿本帶你求職向前衝》、7.

人大微電影《台北日記》講述臺灣年輕人在中國大陸的大學生活、8.楊瀾訪談錄（片

段）章子怡。所有短片於 Youtube影音平台取得，評估結果呈現如表五-2： 

表五- 2 選片原則框架執行篩選短片 

語言層面/題

材層面/其他 

頓號英

式茶館 

小時光

麵館 

別惹

醜女 

愛•從

心發現 

愛已

走遠 

求職向

前衝 

台北

日記 

楊瀾訪

談錄 

時間(分/秒) 20:10 21:40 19 27:05 10:30 7:20 11:48 9:27 

1. 語音標準 2 2 3 2 2 2 3 3 

2. 發音清晰 3 3 3 3 3 3 2 3 

3. 語速適中 3 3 3 3 3 3 3 3 

4. 少方言色

彩 

3 3 3 3 3 3 3 3 

5. i+1程度 3 3 2 3 2 3 3 1 

6. 對白頻繁 2 2 3 2 1 3 2 3 

7. 反映實際

的溝通交

3 2 3 1 2 3 3 3 

                                                      
41

 例如微電影（人際互動）、人物專訪（詮釋理解）、僅有旁白的紀錄片（表達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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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文化 

8. 反映語用

文化 

2 2 3 1 2 3 1 1 

語用點語句 6 5 17 0 3 10 1 0 

9. 語言點避

免過於密

集 

3 3 2 3 3 2 3 2 

句型數量 14 14 16 7 6 12 6 13 

10. 對白語句

較完整 

3 3 3 3 3 3 3 3 

11. 詞彙貼近

生活 

3 3 3 3 3 3 3 3 

12. 生詞數量

適中 

3 3 1 3 3 1 2 1 

生詞數量 63 75 103 32 25 45 55 102 

13. 字幕 正體 正體 簡體 簡體 正體 正體 簡體 簡體 

14. 書面語/ 

口語(總) 

口語 口語、

書面語 

口語 口語 口語 口語 口語 口語、

書面語 

15. 溝通型式

多樣化 

3 2 2 1 1 3 2 2 

 a 人際互動 

 b詮釋理解 

 c 表達演示 

a,b,c a,c a,c a a a,b,c a,c a,c 

16. 反映社會

或當前問

題 

2 1 2 1 1 3 3 1 

17. 內容貼近

現代生活 

3 3 3 3 3 3 3 3 

18. 積極正面 3 3 3 3 3 3 3 3 

19. 具知識或

文化趣味

性 

3 2 3 1 1 3 3 3 

20. 具討論性 2 2 2 1 1 3 3 1 

21. 情節容易

理解 

3 3 3 3 3 3 3 2 

22. 知名演員

主角 

3 1 1 3 2 2 1 3 

23. 音、畫質 3 3 3 3 3 3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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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佳 

24. 出處 台灣 台灣 中國

大陸 

新加坡 台灣 台灣 中國

大陸 

中國大

陸 

以上短片的話題與情節清楚易懂，語言程度的界定，綜合參考42蔡整瑩（2010）

對中級漢語口語課教學目標的定義，以及 HSK4~5 級的能力描述，判斷所有短片涉

及的語言內容（即適於學習之重點內容）大體符合中級程度，生詞含量是以整部片

計算，數量雖多卻並非都是學習重點，因為影片將選取重要段落教學。由於語言因

素已基本過濾，可依學習者實際程度將所有影片納入課程中43，由教師按照先易後

難的順序安排教學，片中若語言點過多、過少或過於頻繁都可由教師調整至學習者

的可接受範圍，規劃出在有限的時間內應該學到的重點即可，不一定逐句教學。而

在經過選片原則的評估後，研究者認為微電影《花美男阿本帶你求職向前衝》語言

點分布平均，影片雖短但內容紮實，學習者能在短而紮實的影片結構中提高專注力，

重要的是其句型實用、語用點有較多討論之處，因此選擇該片作為教學範例。 

Brown模式的最後一個項目--教學（Teaching），與上述所有環節環環相扣、互

相作用，必須依據上述結論有效地規劃教學設定，也就是對如何教學的各種思考，

獨立於下一節陳述之。 

第二節 教學設定 

本節以 Richard 與 Rodgers（2001）構成教學法的主要因素及次要因素摘要圖

為參考框架（如圖五-3），逐一進行教學設定，包含教學觀、教學設計和教學過程。 

  

                                                      
42
本文候選短片的內容和語言反映的是「日常生活」和「社會生活」。蔡整瑩（2010）在中級口語課

的教學目標定義為「能滿足一般日常生活、學習和一定範圍內工作的需要…能夠就一般性社會生活、

學習和國內外時事新聞等話題用漢語口語與人交際」；另外，HSK4, HSK5 等級能力的描述（參閱附錄

一）符合候選短片所呈現之內容。基於此，判斷所選短片皆為中級程度。 
43

 為研究者對該課程規劃提出的設想，做為支撐該類課堂教學背後之「課程」的鋪陳，實際上本研

究專注的是單一短片（單元）的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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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法 Method 

教學觀 Approach 設計 Design 過程 Procedure 

圖五- 3 構成教學法的主要因素及次要因素摘要圖 

（資料來源：引自信世昌（2001:178）譯 Richard & Rodgers（2001）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 語言本質的理念 

-- 語文精熟度之本質的

考量 

-- 語文結構之基本成分

的考量 

 

b. 語言學習性質的理念 

-- 語文學習牽涉到有關

心理語言與認知過程

的考量 

-- 確保學習過程順利的

考量條件 

a. 一般與特定的目標 

b. 教學綱要的模式 

-- 語文學習牽涉到有關心理語言與認

知過程的考量 

-- 確保學習過程順利的考量條件 

c. 教與學的形式 

-- 可納於課堂及教材中的課業項目及

練習活動 

d. 學習者的角色 

-- 學習者的學習課業之型態 

-- 學習者在學習內容時所能自行掌控

的程度 

-- 學習者編組方式的建議 

-- 學習者對於其他學習者的影響程度 

-- 認為學習者所應擔任之角色的觀

點，例如處理者、表現者、開端者、

問題解決者等等 

e. 教師的角色 

-- 教師所應擔負的功能心態 

-- 教師對於學習造成影響的程度 

-- 教師可決定學習內容的程度 

-- 師生間的互動方式 

f. 教材的角色 

-- 教材的主要功能， 

-- 教材所展現的格式 

-- 教材和其他教學方式的關係 

-- 對於教師及學生的預設 

a. 可觀察到我的課堂技

巧、練習、及行為 

-- 教師可使用的時間、場

所及設備的資源 

-- 課內可觀察到的互動

型態 

-- 教學實施時被師生運

用的技巧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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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觀（Approach） 

口語表達與牽涉語用的交際文化是本研究的教學內容與目標，為求實現該語言

內容與技能，研究者綜合考量西語地區一般華語教學的缺口和學習者對溝通式語言

實踐的需求，將教學的訴求精簡成五個詞彙─訓練、轉化、思考、主動、溝通，視

為五個關鍵進行語言觀及教學觀的設定。訓練是指課型，不是以知識講解為主而以

知識應用、技能訓練為主的課型；轉化是指實現語言知識向溝通能力轉化的過程；

思考是指問題的提出和討論都要調動學習者自行觀察、想像、思索、探究，不提供

現成準備好的文本說明或直接的答案；主動是強調學習者的學習主動性；溝通是指

不斷地使用語言進行表達、交流、互動。 

基於這五個關鍵，研究者以「溝通式教學途徑」（CLT）作為語言本質的理念，

即語言觀；再擷取「情境學習」（situated learning）和「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

學習理論中有利於研究設計的特點做為語言學習性質的理念，結合三者的中心思想

形成短片口語教學的指導原則。 

（一）語言本質的理念 

根據溝通式教學的特點，將語言的功能和結構層面結合，強調語言的「運用能

力」，以交際訓練為課堂重心，重視語意訊息的傳達甚於語法精確度。本教學設計的

教學觀，將在知識教學階段引導學習者了解語用因素，進而了解在語用結構制約之

下的語義和句法結構的關聯，掌握母語者言談中的口語成份和口語常用結構，也就

是透過短片中的特定情境將語言功能、結構、文化結合，以提示、問答、交流討論

的方式使學習者了解說話者的心理、意圖如何影響語言表達形式，進行的是能力培

養而非知識傳授。此階段雖然著重短片中語言內容的靜態學習，也將設計控制性的

情境替換和複述等，保持一定程度的溝通練習；接著技能訓練階段，繼續藉由短片

中的語境脈絡（contextualization）進行改編、創造和話題討論，組織大量的交際性

活動，訓練人際互動和表達演示兩種溝通技能，學習者藉著各種不同目的的活動「忙

於」使用語言做事；於表達中呈現語言流利度時，教師記錄下錯誤而不打斷，使其

體認到即便是有限的語言能力，也能達到成功溝通的目的。 

（二）語言學習性質的理念 

情境學習理念和建構主義學習，注重的是學習者中心的學習環境與過程，對教

學設計而言，其內涵從「教學」的觀點轉向「學習」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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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情境學習理念強調「特定情境」對學習和認知的重要，透過社會互動逐步

習得專家的知識技能。本文之研究區域為非目的語地區，學習者雖然無法深入實際

的社會交往了解語用規則，但我們把真實的社會情境透過影像搬進教室，透過短片

中的語境，理解、建構、歸納、模仿母語者的言談，如此的課堂教學形同將我們帶

進社會交往的實踐。換言之，我們主張觸發、抬升學習者語用意識，引導他們透過

語境中的語用實例，觀察、想像、思考、自行揣摩，了解句子的生成、句式的選擇，

以情境舉例掌握語言的意義和用法，並藉由仿真的情境和合作學習，把「學」與「用」

逐步結合起來，最終達到創造性地運用語言，獨立面對真實而複雜的環境狀態。 

同時，根據建構主義的觀點，知識不是被動的信息接收，須透過自身經驗主動

建構才能幫助轉化。因此，我們主張有助於容易理解和應用的各種活動方式，在知

識教學階段，對涉及語用的語言知識學習以引導的方式激發學習者思考和討論，輔

以舉例和情境列舉使能加以確認用法，將該語言點以切身經驗置於相關情境中去「試

用」；知識轉化階段的語境創設以及綜合技能應用階段的任務或意見發表等活動，將

進一步地融合學習者的興趣、經驗和認知結構激發其大膽發揮，教學過程中的提問，

將使學習者感到就是他們本人的問題，幫助他們完成建構而活化、轉化與內化知識。 

（三）三個理念融合 

溝通式語言教學著重溝通能力的實現，提供學習的內容範疇，情境學習理念提

供宏觀的學習環境，建構理念提供學習策略，三者共同強調情境的作用、學習者中

心、與人互動、合作學習，學習者最終要能獲得獨立面對複雜環境的能力。三個理

念指導教學設計的流程，由知識教學向知識轉化、綜合技能訓練三個階段發展，故

研究設計的教學觀前半階段由情境、建構理念主導，後半階段以溝通式活動為主，

實際上三者於各階段相輔相成。 

二、教學設計（Design） 

（一）教學內容 

鑒於本研究為口語提升型的課程，設計目標是一般綜合課較沒有時間處理的口

語慣用形式和涉及語用因素的表達形式、交際文化。而一般詞彙和語法若涉及語境

關鍵的理解，或是學習者預習後的任何提問，也將包含在教學內，然而教學重心仍

是口語結構與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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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學設計側重技能的大綱，注重技能的掌握，重視語言和學習過程。基於需

求分析的結果，對於口語課教學項目，教師認為應重視處理語境和語言使用的關係、

溝通的得體性、口語慣用語，此外也應重視說話時的語流、節奏等，然則學習者較

無語用學習意識，卻對語音方面的語調等和流利度的掌握有高度需求，其次也強調

實用性的口語慣用法。綜合考量文獻探討對中級階段口語學習的內容重點，以及教

學時間有限的情況下，我們制訂出以下的教學內容，兼顧教師與學習者雙方的需求。 

(1) 語言學習 

A. 口語表達特點： 

口語中常用的結構和句式，例如「V都不 V就…」（連最低限度也不會去做）、

「要 V/A 不 V/A 的」（難以區分）、「N/V 就 N/V 嘛」（沒那麼嚴重或無所謂）、「倒

是」、「很可能只是…」（原因單純）、「不就…了嗎」（一定會…）、「是你…吧！」（說

話者認為真正原因是這樣）；各種關係複句，例如：要不是…就...、就是…也…；補

語的引申，例如：說得過去、看不上；常用的虛詞和表達結構，例如：到底、好歹、

起碼、怪不得、再…不過了；口語詞彙，例如：八成、砍價、玩意兒、揍；起連接

作用的詞語，例如：這樣一來、這麼說（蔡整瑩，2010）。張黎（1995）認為口語形

式和詞彙包括具有實在表義功能，比如表示否定的「別逗了」、「哪兒的話」，和沒有

實在意義只起連接作用的慣用語，比如「那」、「你知道」。還有語尾助詞，不只是表

一般疑問、祈使、感嘆、肯定的意義，例如：不會「吧」、也對「啦」、沒上就沒上

「啊」、很有質感「欸」，傳統語尾助詞的分析多探討其所傳達的情感與態度，但實

際上每一個助詞都可用於許多不同的語境，而且在各不同語境中同一助詞所表達的

語氣也極不相同（李櫻，2000）。因此語尾助詞要結合語境因素和語調舉例，讓學習

者思考歸納和練習。此外，若短片中出現俗諺語、慣用語（固定短語）等，也是教

學重點，例如：傷腦筋、不怕一萬，只怕萬一、雞蛋裡挑骨頭、八九不離十。 

B. 語用因素結合語言形式： 

例如以反問句表示強調、否定或不滿的用法：「你們沒有工作嗎」（現在不是聊

天時間）、「哪有這麼剛好的事」（根本不會有這麼剛好的事）、「打扮一下好嗎」（外

表給人不好印象）；又比如看好戲的心態，對熟識朋友所做的努力冷嘲熱諷：「哇！

什麼大公司這麼偉大，會不會上啊」（不相信大公司會錄取你）、「你等著瞧吧」（表

示相信自己的預測，靜待事情變化）；或是一些涉及功能項目的表達方式（蔡整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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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例如「看樣子…」（表推論）、「不…才怪呢」（表有把握）等，需引導學習者

了解角色心理、立場表達出的語言意圖、形式、口吻、語氣態度之間的關聯。 

不論是口語成分、口語組織規則或是語用表達形式，都涉及語境、場景、社會、

文化等因素，教學時需從上下文、交際功能和語用條件的角度著手（張黎，1995）。 

(2) 技能訓練 

A. 交際技能 

口語表達綜合素質的體現，包含該短片單元的口語形式、牽涉語用的語言形式

和表達方式、語音流利度、對話內容的可接受性，這些都將透過課堂活動呈現。由

於同一語用功能有不同的表達方式，一個相同的語言結構在不同的語境中意義不同，

需要學習者根據場合、對象、目的、雙方的社會文化背景等條件進行選擇，研究設

計著重的即是幫助學習者提升正確選擇與詮釋的能力。 

B. 成段表達： 

重點在訓練連句成段的表達能力（銜接能力）和邏輯思維的能力。方式可為提

供話語的內容或指定相關詞語（徐子亮，2004）進行組句成段的表達。我們將計畫

短片的分段和完整複述，其實就是要求學生將對話形式的內容轉述成篇章形式，依

據對白訓練複述式成段表達，另外，以講述自己的事件、看影像說話、師生問答、

語用知識分組討論、由教師主導圍繞劇情話題的討論，或由小組主導脫離劇情的文

化討論等作為交際式成段表達。進行時，提供或提示慣用語固定格式、連接詞、以

及實詞幫助聯想，並且要求語速（王世生，1997）。 

C. 與語用有關的語音技巧： 

在現實的口語表達中的重音、停頓、節奏、句調，包含對語流中聲調變化，提

出示範、糾錯和正音，針對學習者個別不同的情況提供不同的練習。語音技巧將透

過短片或任何影音材料的「模仿」，與流利度合併訓練。前提是須了解所模仿段落的

語言結構、語義和語用，才能進一步賦予語言表情。 

D. 流利度： 

語調和表達的流利度是學習者最重視的，這方面的訓練我們將藉助短片的對話，

把文本打出來，先讓學習者注意到語句中的重音、停頓、節奏、句調、語流音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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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讓學習者模仿、進行配音活動、角色扮演，除了語音，在不斷地模仿之中加深角

色的說話方式，同時注意控制自己的語速。此外朗讀、演說也可為方式之一，利用

學習者寫好的成段表達的稿子朗讀、說話，課後反覆練習和錄音，反覆地對語調、

流利度作自我修正，成段發表時的內容和語音，教師再一併給予反饋。 

（二）教與學活動的類型 

根據學習者特點、喜好、希望的課堂學習方式，以及情境、建構、溝通式教學

觀的設定，本研究教與學的形式，以「學習」為出發點設想，期使學習者以短片情

境為前提，通過思考、交流、討論、合作學習等方式來展開學習、獲得訓練。為使

活動盡可能接近真實世界，以 Littlewood（1981）提出的社交互動型活動（social 

interaction activities）為主、功能性溝通活動（functional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為

輔，提供學習者口語表達的機會。然而以學生為中心的溝通式課堂，並不意味著教

師不需教課，或為了實施真實語境而排除利於學習的控制性的練習（Brown，2001），

因此知識學習、技能訓練的轉化、綜合技能呈現的三個階段中，教學設計將溝通式

活動將呈現於第二和第三個階段發揮主導，例如情境對話、轉述他人的對話、講述

自己的故事、角色扮演、配音模仿、資訊交流、議題討論、解決問題、短劇等社交

類型的活動；而涉及口語和語用知識學習的第一個階段中，多有師生問答、思考、

討論、複述、控制性的操練，以初步地鞏固所學知識，發展下一階段活動。 

（三）學習者角色 

由於學習者對語言「實用性」的需求，我們設計短片口語課，以口語課為體、

短片為用，採用情境、建構和溝通式教學觀，三者的理念皆注重社交情境、與人互

動，透過合作的機會自主地建構自己的知識，如此，知識才能產生意義與價值。此

外，因為教師的控制將由多而少，反之學習者的主控權由少漸多，也就意味著他們

需要對自己的學習負責。不論是溝通式活動或是語言控制性的練習、技能訓練的動

態階段或是口語、語用知識的靜態學習，學習者都有足夠的表達機會和思考機會，

他們必須在整個學習過程發揮自主性，主動積極地參與、思考、互動與回應。 

在知識學習階段，學習者須融入短片情境中，教師提出常用口語結構用法的舉

例，學習者須自行從中體會語感和歸納，對所提出的語用問題要能觀察、揣測、與

同學討論，形成理解，理解之後，以自己的認知替換相關情境去建構知識意義，並

能夠以自己的話簡短地複述劇情，成為短片「介紹者」的角色，為下階段的技能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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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做準備。熟悉短片語境和初步掌握詞語知識後，在技能訓練的階段，目標在會話、

獨白（即成段表達）和語音、流利度模仿，學習者必須繼續積極地參與互動與建構，

利用這些說話的機會去深化所學的語言內容，最終轉化成自己的技能。同時學習、

模仿劇中角色的語氣、口吻、說話方式，過渡到短片「局內人」的角色，要確認短

片中演員所說的話，不但理解且能自己流利地說出來，但是因為即便學過的知識也

不可能「每用必準」，所以在學習過程中要再針對具體的情境推敲知識、修正使用或

主動提出疑點請求協助，不斷地建構所學語言點的應用，最大程度地確定自己能初

步創造性地運用，為下一階段的綜合活動奠基。最後在綜合技能呈現的階段，逐漸

脫離短片情境內容，學習者的角色由「局內人」轉向能對短片話題提出看法，以及

能自編自演的「局外人」，學習在討論後能有效組織信息，簡短、成段地表達自己的

想法，以及使用指定的詞語和口語常用結構，以小組的方式延伸劇情或另創情境，

藉由自己寫劇本，加深思考探索的過程，訓練創造性地使用語言。 

學習者的語言準確性或達成學習目標的百分比對我們來說不是重點，學習者須

了解到語言是用來表達意義和溝通的，即便語言能力有限、知識不足，也能開口說

話、與人交涉，且達到交涉的目的。短片口語課中的學習者要能不斷地使用目的語

表達心中形成的語意、概念，能開口才有犯錯的機會，也才有正視錯誤尋求進步的

機會。對西語地區程度較低、開口率不高的班級，我們鼓勵開口犯錯，使學習者卸

下心防，自信、盡情地使用語言，達到課堂充分互動。我們重視的是學習者在整個

學習過程是否扮演了主動建構者、互動者、協商者，是否對自己的學習做了付出。 

（四）教師角色 

就短片口語教學整體過程的角度來看，教師首先是需求分析者，應了解學習者

的實際程度及對語言各層面的學習需求，以選擇合適的短片確定教學重點，教師必

須能在環境中對真實語料深入觀察、分析，了解語言功能、形式、文化之間的關聯，

以決定如何將知識的解說以學習者能接受吸收且能激發其思考的方式帶出，此外，

需探索學習者在不同階段對不同語言成份的敏感性及可學性，尊重學習者的語言發

展規律（靳洪剛，2011）；其次，教師是學習心理的諮商者（counselor）必須關注學

習者的個人特質、愛好、學習習慣和反應，在備課時將學習者的心理因素考慮進去，

激發學習興趣，使教學實施達到最大成效，同時，教學過程自始至終要了解學習者

能力變化的情形，不斷調整訓練重點和訓練方法（方麗娜，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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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課堂教學的角度而言，知識學習階段，教師必須以引導、提示的方式讓學習

者注意到並思考短片中要學的說話方式、措詞、語用因素，以語境舉例帶出口語形

式的意義和用法，以討論、替換情境、引導複述使學習者融會貫通；在技能訓練階

段和綜合技能呈現兩個階段，主控權由教師轉向學習者，教師組織課堂活動，作為

教室內各項技能訓練活動的經理人（group process manager），即組織、監控、知識

協助、反饋、鼓勵和促進溝通的角色，幫助學習者實際應用短片中的口語和語用表

達形式，以他們能接受、且適於他們的方式，最大程度地發揮自己。因此，各式活

動以短片為基礎，需盡可能圍繞學習者的經驗、有興趣的事件或方式引入，調動他

們表達的積極性；不論個別的成段表達或兩人以上的交際對話，教師要提示已學和

新學知識的連貫，緊扣語言實際層面的使用；在創設語境、組織合作學習時，教師

提供複雜真實的問題，激發他們多層面的思考、解決與交流，發揮創造性，幫助他

們經由互動，學習到如何以華語溝通，並就西語背景的情況建構所學的知識；語音

流利度的訓練，教師是「聲音表情」最真實直接的範例，教師需保證學習者有足夠

的聽力輸入，犀利地聽辨、反覆糾音、使用技巧幫助改善個別問題；有時教師做為

共同參與者（co-communicator），加入學習者的行列一起扮演、溝通或討論，增加交

際情境的自然真實性；對於學習者表達的錯誤，教師先記錄下來，在稍後討論準確

性問題時再告訴他；並且各項活動後，教師必須對學習者的表現提出有效的反饋。 

（五）教材角色 

本研究主教材就是網路短片本身，課用講義或學習單是為引導或整合單元重點

內容所用，而與該短片相關的其他短片或播客節目（Podcast）將作為知識補充或課

堂上功能性溝通活動（functional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的輔助工具。 

作為主要教材，短片扮演著「活的語料」之教材角色，將語言真實的使用情況

搬進教室，是學習者的學習對象和目標，在沒有目的語的環境中，短片為學習者提

供一個不受時空限制的「實務社群」（community of practice）。我們建立的選片原則

（參閱本章第一節第四部份教材選擇）能反映短片教材的功能，在眾多的原則、功

能中，短片主要須以合乎學習者程度的前提，反映實際的溝通交際文化，以及涉及

語用因素的語言表達形式，它提供的特定語境，為教師的語用解說提供了事半功倍

的輔助；短片具有文化討論性，此「文化討論」不一定是能引出嚴肅、深奧觀點的

大議題，也可能是日常瑣碎的待人處事、聊天方式或內容，要能使學習者直覺地感

到文化差異之處而有話想說；此外，根據研究者觀察，西語區學習者的特質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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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需要上課有多一點的幽默和歡笑聲、內容要盡可能地與他們「本人」連結，正經

八百的內容和教學態度可能會扼殺其學習動力和專注力，故短片的內容和教學風格，

最好能傳播課堂輕鬆、娛樂、與個人有關聯的氣氛；短片用以創設情境，引發討論、

對話以及有趣的模仿和角色扮演，整學期的數個短片學習，必須能反應兩岸多地不

同的語言特徵語文化，拓寬學習者的語言文化視野。 

本研究課用講義或學習單，不是傳授教學內容的工具，而是為引導和整合單元

語言重點所用。協助學習者思考語用，建構所學語言點的意義和用法，形成自己的

結論，簡潔的提問或練習，使學習者對所學重點一目了然，同時有利於新舊知識的

連貫與整合。 

與該短片相關的其他短片或播客節目（podcast）將作為活動的輔助及延伸資源，

搭配功能性溝通活動（functional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在主要的訓練項目進行之

間或之後，由教師視學習情況彈性調配。也就是當學習時間充裕，或是學習者程度

足夠負荷、尋求考驗和挑戰時，這些短片和影音材料提供與主短片相同或相關的主

題和情境，故語言內容部份相關，使學習者能在真實、動態而複雜的語言環境，利

用已習得的語言知識幫助理解新知識。 

三、教學過程（Procedure） 

（一）教學活動：  

依據教學內容在課堂上的實施順序，知識學習先於技能訓練，以及教學觀的理

念、教師與學習者需求，本短片口語教學的課堂活動設想如下： 

(1) 知識學習階段：佔該單元學習時間四分之一 

觀片後圍繞口語形式與語用層面的教學活動為觀片前提示學習者須觀察的語

言重點，觀片中記錄下來，觀片後關於語用因素，教師透過提問、引導思考或討論，

讓學習者了解並歸納語用功能的表達；理解後，基於自己的經驗進行情境替換操練，

或者舉例等控制性練習。此階段目的是把語境中說話者的心理意念與話語的形式關

聯起來、加強語用意識，關鍵而重要的生詞或句型結構，也同樣如此。逐段觀片與

逐段討論、理解、建構練習後，以片中關鍵詞語和結構分段複述場景，初步訓練組

織表達能力，為下階段做先備練習，最後完整複述短片故事。 

(2) 技能訓練階段：佔該單元學習時間四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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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階段目的是轉化知識與技能訓練。訓練重點是成段表達、對話交際練習、語

音流利度。以下隸屬三個軸心的活動，為供整學期短片課程所用，並非一個單元必

須實現的活動，然而，各單元必有此三項訓練重點。 

一，成段表達的活動從有提示的敘述（cued narrative）出發，例如全劇完整複

述的完成與加強，將兩人對話轉述為篇章型式，也就是由教師提供關聯的場景靜態

畫面，以問題引導，學習者以指定詞語複述之；接著藉由短片的演出，設定開放性

問題（question-answer, referential），由教師主導會話，引導全班共同進行話題討論，

鼓勵學習者表達意見與想法，同時使學習者將想法表達成一段話。二，對話交際練

習可有兩人 AB式對話，例如提供 A讓學習者把 B做出來，或就 B所說，A應該說

些什麼；此外，基於短片中相同的語言功能而類似情境的模擬（simulations）、角色

扮演（role plays）、或者資訊互補（information gap）、解決問題與決策（problem-solving 

& decision-making）等能使用目的語達到溝通協商的練習機會。三，語音流利度之

訓練方式可有聽力反覆輸入、拆句、示範、跟讀、聲韻調的糾正、技巧練習、朗讀、

連詞成句、連句成段的節奏和流利度練習等，為配音活動進行先備訓練。語音方面

的進步非一朝一夕，加上學習者個別問題不一，而課堂時間有限，故要求學習者於

知識學習階段課後，自行模仿重要片段的語音與流利度，至個人極限、且知悉難點

所在之後，課堂上再由教師統一或個別針對難點加強訓練以提高效率。 

(3) 綜合技能階段：佔該單元學習時間四分之一 

該階段主要呈現配音成果，以及脫離短片內容、自由性的活動，如短劇編演與

跨文化討論。由於時間所限，後二者視該單元短片討論性與戲劇性，擇一進行。配

音活動是將前一階段的訓練成果付諸實現；短劇（skit）展現綜合交際技能，以短片

劇情擴展，或者使用該單元相同的語言功能創設條件相符的新語境，由學習者自編

腳本、組織對白和演出，這個部份也可作為期末大型活動，讓學習者感受完整的學

習成果；文化討論與意見交換（discussion / opinion exchange）展現進一步的成段表

達技巧，可深入主題其他層面且著重文化差異的討論，分享所知、所見、所聞，討

論後需準備語段的計畫和建構，成段地表達意見或看法。 

以上各階段的活動皆包含 Richards and Rodgers（2001）對教學過程（procedure）

提到的三個環節，語言展示（presentation）、練習（practice）與回饋（feedback），

而在綜合技能階段傾向較多的練習與教師的點評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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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流程安排： 

上述提及的教學活動在教學過程中的排序，除了配音成果因需時間練習只能安

排在第二次的課堂，其他活動在整體教學流程上必須合乎以下幾個原則： 

一，以短片劇情為核心，逐漸脫離劇情；二，以短片為參照點所達成的語言內

容，根據本研究教材分析得到的啟示，將安排由「短片介紹者」向「短片局內人」

過渡，再向「短片局外人」發展44；三，以語言教學技巧而言，按照控制性的技巧

（controlled techniques）、半控制性的技巧（semicontrolled techniques）到自由性技巧

（free techniques）的順序發展（Crooks & Chaudron，1991）；四，前導溝通式的活

動（pre-communicative activities）先於溝通式活動（communicative activities）；而前

導溝通式的活動又分為為語法練習而進行的活動（structural activities）先於半溝通

式活動（quasi-communicative activities），溝通式活動則以功能性溝通活動 45

（functional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先於社交互動型活動46（social interaction 

activities）（Littlewood，1981）。以單元整個過程的宏觀角度，一般來說先進行前導

溝通式的活動，再進行溝通式活動，然而著眼於語言功能與意義的語用教學階段，

不一定按此排序（Littlewood，1981），也就是說由語用、語義決定結構的學習階段，

將可能以社交的方式開始，練習、建構語言的應用。 

綜上所述，教學活動的排序原則實際上是相同的概念，可概括為由易到難、由

簡到繁、由控制到自由、由情境內向情境外的發展順序。依據此原則，短片教學流

程規劃如下表五-3，須注意的是，一部短片即為一個教學單元（lesson），單元課時

取決於短片語言重點的多寡，一般與短片的長短有關，但並非絕對，特別是微電影，

然而各單元的流程架構與教學比例47是固定的。因此，研究者根據西語地區中低程

度學習者居多的情況，且該程度之班級人數較少48，以及本研究對能力轉化訓練的

重視來安排單元所需的學時，以 7分 20秒的短片微電影《花美男阿本帶你求職向前

衝》為例，設定為 6 人班，分組型式為 3 人一組，計 4 學時（200 分鐘）的教學流

程設計如表五-3： 

 

                                                      
44

 短片介紹者、局內人、局外人之意義請參閱本章第二節第二部份之（三）學習者角色。 
45

 例如透過合作指認圖片、依照指示完成工作、重組對話、信息拼圖、解決問題、信息互補、語言

遊戲等。（Littlewood，1981；Richards and Rodgers，2001） 
46

 例如會話與討論、對話與角色扮演、情境模擬、短劇演出、即興表演、辯論等。 
47

 如前文（一）教學活動提到的三個階段佔單元學習時間之比例。 
48

 受訪教師表明西語地區中級學生人數少，且仍有初級的語言問題、續班率低、班級人數約 4-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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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3 單元教學流程 

時程 教學活動 教學步驟 
師生互動

型式 
備註 

第一

學時 

 

知識學習

階段： 

 

短片理解 

 

口語形式 

 

語用意義 

 

生詞理解 

 

分段複述 

1. 發學習單提示觀片重點。 

2. 分場景觀片。 

3. 透過語用因素的問與答，

導入口語慣用形式的意義

和用法。 

4. 學習者思考與回答。若語

言點較難，則兩兩討論難

點（學習單上的問題）。 

5. 教師小結以語用因素帶入

語言功能和語言表現形

式。 

6. 教師補充舉例，使學習者

明白同一語言形式的不同

作用。 

7. 學習者以語言理解和運用

的角度作情境替換練習。 

8. 學習者發現功能性表達的

語言規則。 

9. 學習者補充個人經驗替換

情境練習、舉例應用或提

出問題。 

10. 教師以提問引導分段複述

短片內容。 

11. 教師加強學習者句與句間

的連貫方式。 

12. 下一段觀片，重複 2~9。 

 

 

 

 

 

師生問答 

生生討論 

對話練習 

1. 學習者課前準

備：觀片至少

兩次，課前發

詞彙單，要求

生詞預習。 

2. 教師的提問，

在於引導語言

功能與結構之

間的關係，同

時也幫助發現

角色之間細微

的對待關係。 

3. 後續課堂將使

用延伸或相關

的新短片進行

「功能性溝通

活動」，由於主

題相關或內容

為同一系列，

此階段教師也

將提到新片之

生詞。 

教學資源 

電腦 

短片 

學習單 

生詞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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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學時 

 

技能訓練

階段 A： 

 

成段表達 

 

語音、 

流利度 

（一）成段表達（獨白） 

1. 複述式的成段表達： 

教師以提問方式，輔以場

景圖片、相關詞語引導學

習者複述完整劇情大意。 

2. 交際式的成段表達： 

教師主導的全班性成段表

達。以短片中的劇情、語

言信息或者非語言信息組

織討論。 

3. 學習者以「有話就說」的

方式輪流表達想法和意見 

4. 教師提示連貫，引導學習

者由句型過渡到句群。 

5. 學習者複述，注意到邏輯

連貫的表達。 

6. 教師詢問誰還能根據某學

生的說法再接著說。 

7. 教師寫出衍生的句型或詞

彙，請學習者再說一遍。 

 

（二）語音、流利度 

1. 短片或聽力材料輸入跟讀 

（以句為單位，連句成段） 

2. 教師以慢速正規發音示範

整句，讓學習者聽清楚 

3. 教師以慢速正規發音將句

子分解→合成，逐句帶領

發音，詞不離句。 

4. 反覆示範語調、重音、節

奏、語氣、語流中的音變 

5. 教師整句慢速正規發音，

學習者跟讀。 

6. 教師整句模仿片中的語調

師生互動 1. 全劇複述時，

先建構語句和

語段，把短片

的對話形式轉

述 成 篇 章 形

式。 

2. 由教師控制討

論話題的連貫

性和時間。討

論時，指定每

次至少三句話

以上的連貫表

達。 

3. 語音流利度訓

練同時是為下

堂課配音進行

準備。要求學

習者課前練習

該單元語音，

課堂上再由教

師加強難點修

正 。 課 後 勤

練，於下堂課

發表成果並繳

交 小 組 錄 音

檔。 

4. 學習者必須融

入情境，做出

聲音的表情。

除 了 語 調 之

外，還要注意

表 達 時 的 語

氣、停頓、口

吻、態度。 

教師主持 

助學監控 

師生問答 

師生互動 

模仿糾音 

教學資源 

電腦 

短片 

場景圖片 

聽力材料 

生詞單 

語音輔助

相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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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速，學習者跟讀、模仿。 

7. 教師強調語音與語用之間

的關係，掌握流利度。 

8. 學習者獨唱，教師個別糾

正聲韻調。 

9. 針對個別問題提供技巧， 

10. 兩人對話練習。 

11. 布置作業與練習策略，如

朗讀、錄音。 

第三

學時 

 

技能訓練

階段 B： 

 

社交互動

型活動─ 

交際對話 

 

功能性溝

通活動─ 

交際對話

和成段表

達 

（三）情境對話 

1. 教師提供類似的情境讓學

習者模擬，創造對話。 

2. 學習者準備對白與提問，

教師回答或建議。 

3. 教師提醒說話時記得所扮

演的身份和角色態度。 

4. 分組角色扮演。 

5. 教師記錄、回饋。 

 

（四）資訊互補（information 

gap） 

1. 觀看與短片同系列的另一

短片49。兩人一組，其中

一人看前半，另一人看後

半部。 

2. 教師交給問題單和對話重

組任務的音檔。 

3. 學習者以華語協商、交換

資訊。 

4. 學習者獲得資訊並整理資

訊，完成對話重組。 

師生互動 1. 教師創設不同

情境讓學習者

角色扮演，或

學習者改編短

片對白，須使

用所學句型和

重要詞語。 

2. 角色扮演為兩

組輪流演出，

非同時演出。 

3. 資訊互補活動

中的「對話重

組」為新短片

中一個段落的

語言內容，教

師拆分段落中

的句子錄製成

音檔置於電腦

或 行 動 裝 置

中 ， 編 上 代

號，讓學習者

重組對話而不

需閱讀。 

教師助學

監控活動 

師生問答

生生交際

任務合作 

 

 

 

 

教學資源 

短片 

輔助延伸

之短片 

生詞單 

電腦、平

板或 mp3

播音裝置 

                                                      
49

 與主短片同系列之附屬短片，長度為 1 分鐘。主題、主角、內容與主短片高度相關。將視學習者

實際程度選擇新片時間長度，1 分鐘是為程度較低、進度較慢的班級而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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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習者報告新短片的內容

資訊，並展示重組對話的

結果。 

6. 教師記錄與回饋。 

第四

學時 

 

綜合技能

階段： 

 

配音─ 

語音流利

度 

 

文化討論

（或短劇

編演）─ 

成段表達 

（或綜合

交際） 

（一）配音成果 

1. 複習與演練一遍。 

2. 教師播放短片、消音 

3. 學習者全程配音。 

4. 教師針對語音各層面、語

速和流利度回饋。 

 

（二）文化差異討論 

（或短劇50） 

1. 教師提出討論問題： 

基於社會文化背景的求職

文化差異（各方面皆可）。 

2. 教師提示固定格式、關聯

詞語或重要詞彙，以及表

示贊成、不贊成、承接、

補充等之表達方式。 

3. 學習者分組討論、語段計

畫與準備，教師走動、知

識協助。 

4. 學習者成段表達分享意

見。 

5. 教師記錄、回饋。 

師生互動 1. 配音只取短片

中精華段落。 

2. 課後錄製配音

作業：配音活

動二~三人一

組，視配音段

落角色而定。

每人扮演各角

色一次，若三

人組，錄製三

次，以練習不

同的對白和說

話方式，若兩

人錄製兩次。

音 檔 交 給 教

師，各組於課

堂中只需選一

個角色呈現。 

3. 文化討論，學

習者抓出幾個

重點後邏輯組

織 、 連 句 成

段。兩人一組

分工報告，聽

者根據不同意

見給予回饋。 

教師操控

設備 

生生配音 

教師助學 

生生討論 

組間回饋 

 

 

 

 

 

教學資源 

電腦 

短片 

錄音設備 

連接、轉

折詞統整

單 

 

 

                                                      
50

 若文化觀點在前面階段已討論或者該單元主題無明顯文化差異，則進行短劇，若延伸劇情的創造

性對話已在角色扮演時呈現，則進行文化討論，教師視課堂情況彈性調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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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學設計範例 

本節同樣以微電影《花美男阿本帶你求職向前衝》為例，根據第一節之內容進

行教學設計範例，班級人數、分組型式、所需學時之設定與前文「教學流程」相同，

本單元教學時間設定為四堂課，每堂課 50分鐘，一次兩堂，每週兩次。以下依序呈

現單元之教學大綱與教案編寫。 

一、教學大綱 

表五- 4 單元教學大綱 

單元名稱 微電影（一）花美男阿本帶你【求職向前衝】 

教材來源 網路影音平台 Youtube微電影 

短片 1：花美男阿本帶你【求職向前衝】 

短片 2：求職向前衝【第八篇 有禮走天下】 

時程 教學重點 學習目標 學習者課前準備 

第一學時 知識學習階段： 

結合語用的口語學習 

1. 口語中常用的結構和句

式、各種關係複句、反

問句、固定短語、句末

語氣詞、連接詞語等。 

2. 語用因素、語言功能與

句子結構的關聯 

（在什麼時候為什麼怎麼

說？實際上要表達的是什

麼？目的是什麼？） 

3. 分段複述 

1. 認識並掌握口語

的特殊現象、口語

組織規則。思考語

言形式與語言功

能之間的關係。 

2. 了解變動的「語

境」影響語言形式

的意義，提升語用

意識。 

3. 自然、得體的表達 

4. 成段地敘述場景 

1. 觀片兩次 

2. 生詞預習 

（單元生詞單參

見附錄十二） 

第二學時 技能訓練階段 

1. 成段表達： 

--全劇複述、話題展開 

句子、句段的連貫方式與

邏輯 

1. 訓練話語表達、培

養邏輯思維。 

2. 加強組句成段的

銜接能力。 

3. 結合語義與語用

掌握語音的表情

1. 複習學過的

連接表達形

式。 

2. 語音方面「說

話」的預習，

難音、難調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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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語音與流利度： 

語調、重音、節奏、語氣、

語流音變和語速 

語氣、口吻、表達

態度。 

4. 增進流利度 

覆練習。 

第三學時 技能訓練階段 

1. 情境對話： 

--角色扮演 

提供類似的情境進行模

擬對話，須使用單元的語

用功能和結構自編對話。 

2. 交際與成段表達： 

--資訊互補（短片 2） 

交換資訊，整合成段 

重組語段或對話 

口頭報告 

1. 以真實生活的說

話方式溝通，轉化

所學知識，提升口

語交際技能。 

2. 經由合作活動達

到如何以目的語

溝通協商。 

3. 透過對話重組練

習銜接和邏輯連

貫。 

1. 複習語用功

能的語言結

構。 

2. 複習生詞、句

型。 

第四學時 綜合技能呈現 

1. 語音與流利度 

--短片配音 

2. 成段表達 

--文化討論 

話語的提出、擴展、結束 

表示贊成、異議、承接、

轉換、補充、插話的表達 

1. 自然口語中聲韻

調的表達。 

2. 加強銜接、邏輯連

貫的能力，學習贊

成、異議、承接、

轉換、補充的表達

形式。 

3. 使用有限的語言

能力表達演示。此

階段流利度甚於

語法的精準度。 

1. 熟練配音段

落的詞語和

句型，反覆模

仿語音。 

2. 複習學過的

連接表達形

式。 

 

二、教學單元教案 

教學過程三階段，知識學習階段為第一堂，技能訓練階段為第二、三堂課，綜

合技能呈現階段為第四堂課。根據教學流程與大綱的設定，進一步將教學實踐之具

體內容與步驟呈現於單元教案中，設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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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5 單元教案 

單元名稱 微電影（一）花美男阿本帶你【求職向前衝】51
 

適合程度 
HSK 4~5 / TOCFL進階級，相當於《新版實用視聽華語》、《新實用漢

語課本》第三~四冊之程度者。 

課堂 
教學

活動 
步驟內容 

時間

分鐘 
備註 

1 口語

常用

結構

與語

用知

識 

觀片前：教師發下學習單，分段提示觀片重點，使

學生留意語言的表達形式和語境之間的關係。 

場景一（0:00-1:20）：面試後跟朋友的對話 

1. 阿本的朋友知道他在面試怎麼說？ 

2. 他朋友那句話表達什麼意思？ 

為什麼這麼說？ 

3. 阿本怎麼回答他朋友？那句話表達什麼態度？ 

4. 實際上他們的關係怎麼樣？你怎麼知道？ 

5. 掛掉電話後阿本怎麼想？他怎麼說 

1 觀片前才

提示，而

不一次同

時提示三

個場景。 

觀片 

場景一對白： 

阿本：  喂，William 找我什麼事啊？ 

William：你剛在面試啊！哇！什麼公司這麼偉大，

會不會上啊！ 

阿本：  你開什麼玩笑啊！是看我要不要去吧！ 

William：也對啦 本系 No.1的優秀人才欸！ 

William：下個月公司要調我去美國總公司，很久沒

看到你，剛好，哇！你又找到工作了欸！

我想說那就吃個飯嘛聊一聊怎麼樣？ 

阿本：  我跟你講，我請你吃飯啦！ 

William：好啊，時間地點我再傳簡訊給你。 

阿本：  OK好，掰掰！ 

阿本：  你等著瞧吧！囂張鬼！ 

1  

                                                      
51

 取自 Youtube 微電影- 花美男阿本帶你【求職向前衝】: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PUa52y_p5U&list=PLTXDenb3DPQMmlQ2XdD26-SfPZ_14x6Kd&inde
x=74 

 



融合短片於中級華語口語表達之教學設計 

166 
 

觀片後：教師以提問方式引導語用學習（什麼時

候、為什麼、怎麼說、言外之意），由學生自行思

考、討論歸納出語言形式與語境因素之關聯，學生

若回答不出，可再回顧片段，語言點理解後，學生

進行情境替換或舉例練習，教師總結語言點時一併

補充相同語言形式的不同意思，或先總結再練習。 

 教師帶短片理解： 

1. 阿本去面試時出了什麼問題？還有哪些不適

當、不應該的情況？他穿得怎麼樣… 

2. 他對自己面試的表現感覺怎麼樣？你怎麼知

道？ 

3. William跟阿本到底是什麼關係？他打電話找阿

本的目的是什麼？為什麼那麼驚訝？ 

4. 他們怎麼約？掛掉電話後阿本怎麼想？ 

 分組討論（此階段分組皆為兩人一組）： 

1. 阿本面試出來，回電話給他朋友，William 怎麼

說？為什麼這麼說？所以什麼時候會用「什麼N

這麼 V/A」這種句型表達？你覺得他其實要說

的是什麼？ 

2. 「什麼 N 這麼 V/A」這種說話態度跟用法，還

可以在什麼情況用？舉個例子 

 繼續提問： 

阿本同不同意 William？他怎麼回答？ 

 分組討論： 

你覺得那樣的回答是什麼口氣？他對自己的表現

滿意嗎？第一句話「你開什麼玩笑啊」，都用在什

麼時候、用來回答什麼情況？以自己的經驗舉例。

第二句話「是看我要不要去吧」他用什麼樣的句型

說？這裡的「看」是什麼意思？這種「是…吧」句

表達什麼意思？ 

 分組情境練習： 

你和同學討論某同學沒來上第一節課的原因，你同

學說一定是作業沒做完，你因為很了解這個同學，

你認為他一定是睡過頭了，你怎麼說？（待學習者

討論出大致結果） 

20 提問按照

劇情順序 

 

語言點提

問同時是

帶理解。 

 

生詞須課

前預習，

課堂僅補

充與提示

而將重點

放在口語

形式、語

義與語用

之關聯。 

 

根據溝通

式教學法

（CLT），

學習者母

語的使用

是可接受

的。特別

是教學時

為解釋語

言知識而

用。然而

學習者必

須了解，

目的語不

只是學習

的目標也

是平時課

堂上溝通

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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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小結： 

「什麼 N這麼 V/A」：這裡是故意說些「反話」，話

中有刺的意味，讓人聽了不高興。有時候不一定是

反話，只是反映現實。 

 教師語境舉例： 

什麼好料這麼香/什麼事這麼開心/什麼人物這麼受

歡迎/什麼日子這麼熱鬧等。如果是反話，目的是故

意引起爭執。 

 教師小結與舉例： 

「會不會 V啊」：會+V，台灣口語。主觀高度的懷

疑和輕視，有故意的態度。「開什麼玩笑啊」：表示

不可能，果決否定對方，覺得對方小看了自己，這

裡有不屑、輕視的意味，對自己充滿了信心。（以

學習者的程度解釋）。「開玩笑」有時候表達對情況

的驚訝和自豪，再以情境舉例。 

 繼續提問： 

他們這樣說話，你們覺得他們真正的關係怎麼樣？

很熟嗎、是好朋友嗎？你怎麼知道？阿本在學校成

績怎樣？ 

 分組討論： 

1. 「對啦」、「對吧」語氣上有什麼不一樣？ 

2. William 回答「也對啦！本系 No.1 的優秀人才

欸」，這句話表達了什麼？為什麼用「也」？什

麼時候用？ 

 教師小結、舉例並請學生舉例： 

「也對啦」的「也」：口語中常用，意思是自己先

有一個想法，對方的想法跟自己的想法雖然不一

樣，但也有一樣的地方，在同意對方的說法之前用

「也」連接。（以語境舉例，讓學習者應用，再請

學習者自己舉例） 

 繼續提問： 

William 為什麼找阿本？他怎麼跟阿本說？有一件

事情在前面，你有一個想法，但後來發現另一件

事，這件事可能改變了你本來的想法，中間怎麼連

接？William 怎麼說約吃飯？（若學習者無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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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重播一遍該句） 

 待學生思考與發言後教師說明： 

師說明「我想說…」：認知、提議或採取決定。「那

就…」：承接上文，有所決定 

 分組情境練習： 

你本來跟朋友約好明天開車去海邊玩水、烤肉，再

去朋友家看 DVD 影片，結果明天可能下大雨，你

打電話給朋友告訴他你的打算。使用句型「…我想

說那就…」。 

 繼續提問，請學生設想情境對話： 

1. 阿本掛掉電話後說了什麼？這句話是什麼意

思、什麼態度？表達了正面、普通，還是負面

的感覺？只要是意見不同就可以說的嗎？什麼

情況、跟什麼人可以說？你什麼時候用這句

話？想一個「等著瞧吧」的情況跟同學對話。 

2. William在什麼地方上班？他的心態覺得自己怎

麼樣，所以阿本說他「囂張」？ 

 教師小結「等著瞧吧」： 

相信自己的預測，否定別人的預測，等著看結果。

有互相競爭、比較高低的意味。「Stative Verbs+鬼」

一般是負面的批評，如膽小鬼、討厭鬼、小氣鬼、

調皮鬼… 

教師以提問方式使學生根據問答串連成一段話，進

行（場景一）分段複述 

 提問範例： 

阿本去哪裡做什麼、穿著怎麼樣、發生什麼事、有

什麼不得體的表現、面試後阿本打電話給誰、

William 是一個怎樣的人、他對阿本找工作心裡怎

麼想、阿本用什麼態度回答 William、後來他們怎

樣結束對話。 

 成段表達之連貫詞語提示範例： 

阿本去...，他穿得...還.... 

面試完了後....William 本來....沒想到....後來....，實

際上他....，雖然....但是....，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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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本覺得....很....就...。後來.... 

場景二、三之觀片前提示至觀片後的教學重複以上

步驟。（短片所有對白參閱附錄十一） 

場景二（1:25-2:32）：晚餐時阿本與爸媽的對話 

1. 媽媽建議他做一件事？阿本是怎麼反應的？ 

2. 爸爸對他面試有什麼看法？ 

3. 「倒是」這個詞他是怎麼用的？ 

4. 爸爸是做什麼的？你怎麼知道？ 

5. 爸爸要阿本去他公司上班嗎？阿本怎麼說？ 

6. 媽媽最後說「你們兩個『喔』」喔表達什麼態度？ 

13  

場景三（2:33-3:45）：房間裡阿本與媽媽的對話 

1. 媽媽是怎麼勸阿本不要生爸爸氣？ 

2. 阿本用什麼句型回答？那種句型表達出什麼樣

的感覺？ 

3. 媽媽用什麼樣的句子回答阿本，讓阿本好好地

想？她是怎麼說的？ 

4. 她建議阿本做一件事，什麼事？ 

5. 阿本同意嗎？他怎麼說？ 

12  

2 成段

表達 

(複述

式) 

教師按順序列出場景圖片看圖說話，輔以提問方式

以及指定詞語回答，讓學生完成全劇大意複述。 

 教師的引導提問與指定詞語範例： 

這是一個關於…的微電影 

阿本什麼原因沒被錄取？（穿著、準時） 

但是他覺得自己…？（表現） 

他爸媽怎麼告訴阿本、給他建議？（不拘小節、失

去…機會） 

他本來接受嗎，後來呢？他想到…？（糗、等著看） 

決定怎麼做？（寫感謝信） 

結果呢？這一次阿本做了什麼準備？（上網查...） 

然後，最重要的是…？（面試模擬） 

有了這個經驗，他變得...？最後結果？（專業、得

體、錄取） 

10 由對話型

式轉成敘

述式的成

段表達將

衍生新的

詞彙和語

法，課堂

視複述情

況加以補

充。短片

生詞要求

預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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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段

表達 

(全班

討論) 

在控制性的全劇複述的基礎上，由教師挑出短片中

的話題調動學生發表意見。先粗淺了解每個學生的

表態再進一步討論某些看法。黑板上列出關聯詞

語，以不分組、輕鬆的方式，你來我往展開表達。

教師主導會話、聽取內容也要記錄學生的錯誤，待

學生表達後指出問題讓他再說一次。 

 話題範例： 

（一）語言表達、說詞反映的文化差異： 

1. 當我們對很熟的朋友「故意說反話」讓他給我

們一個回答，聽起來有不好的感覺，但是要看

兩個人「交情」怎麼樣來判斷是不是開玩笑的

意思。比如阿本找工作，朋友說「哇什麼公司

這麼偉大！會不會上啊」，你們也這樣用嗎？你

們怎麼說？ 

2. 當別人做了一件事情你覺得不對，我們常常用

反問句提醒他真實的情況，反問句作用在肯定

斷言，比如「這樣不就...嗎？」，也用問句來建

議比較委婉，實際上是表達肯定的結論，比如

「你這樣是不是...啊？雖然...但是你是不是應

該？」你們呢？這種情況怎麼表達？ 

（二）人物心理反映的文化特點： 

3. 社會新人去面試，爸媽通常會給建議嗎？ 他們

給過你哪方面的建議？他們怎麼想？ 

4. 你覺得面試前的模擬有沒有必要？為什麼？如

果你做過模擬，說說那個經驗。 

5. 阿本很在意他同學等著看他找工作的結果，如

果沒上，他心裡覺得怎樣？（導入「面子」、「愛

面子」的心態。場景二裡哪句話是因為「愛面

子」而說的？為什麼？你對這種心態有什麼想

法？你們什麼情況也會「愛面子」？怎麼表達？ 

 關聯詞語提供： 

不是…，而是…； …，甚至…；…，尤其是… 

雖然/儘管/即使…，但是…；…反而…；…是因

為…，才…；不管…，也…；除非…，才…；通常

是…，…可是如果…，就… 

15 話題表達

特別是第

3-5題，要

求學習者

發言每次

至少三句

話。由教

師監控發

言次數、

話題轉移

和時間。 

 



第五章 教學設計 

 

171 
 

語音

與流

利度

操練 

先確定學生已理解語言形式與語用的關聯以及言

外之意，讓學生投入情感模仿劇中人物說話。由教

師決定配音段落，僅針對該段操練語音和流利度。

（例如場景三，對白請參閱附錄十一） 

 操練方式：合成→分解→合成 

第一回，逐句播放，全班跟讀；第二回由教師以清

晰、較慢速的正規發音拆句、組詞成句，並從正規

發音到模仿片中角色的語調、語速，逐句操練，過

程中反覆示範難點，糾音、糾調、輕重音、停頓、

節奏和語速，學生齊唱；第三回學生獨唱，教師了

解個別問題，協助學生有意識地控制抑揚頓挫，能

聽辨、自我糾正。 

20 視學習者

程度及時

間增加配

音段落。 

 學生對話模擬：兩人一組交換練習和模仿 

 作業布置：難點加強練習、聽力材料的充分輸

入與輸出52
 

5  

3 情境

對話 

(角色

扮演) 

學生根據短片語境改編對話，或教師提供與短片類

似的情境以口頭說明後，提醒要使用所學的語言功

能結構，讓學生三人一組進行角色扮演。 

 指定語用功能： 

不滿的表達、雙重否定表加強肯定的語氣、給建議

安慰或勸說。 

 指定語言結構： 

為什麼…還要…、也不是沒道理、你想想看你這

樣…是不是…？你這樣不就…嗎？你是不是應

該…？ 

 情境範例（二選一）： 

1. 學生改編短片中的對話 

2. 教師提供：你跟一個喜歡了很久的華人女生/男

生聊天，發現你們文化思想有些衝突，你很難

過，你的朋友給你建議和安慰。 

 學生準備演出內容的對白，教師提供協助 

15 兩個情境

二擇一，

須使用本

單元句型

功能。 

                                                      
52

 由於語音進步的方式之一是長時間有意識地「聆聽」、有意識地反覆模仿和自我糾正，無目的語境

的學習難以在幾課堂之後取得進步，故將要求學習者每週固定的聽力輸入，透過網路影音平台或

podcast 可反覆視聽且方便取得之材料，針對所聽的內容模仿或表達意見檢測自己的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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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組各 3分鐘進行角色扮演 

 教師紀錄與回饋 

10  

交際

與成

段表

達 

(資訊

互補) 

讓學生看第二個相關的短片，兩人一組，一人掌握

一半資訊進行資訊互補（短片內文參閱附錄十一） 

 教師講解活動、提醒注意說話的句子、利用上

下語境猜測不懂的詞。 

 各組分為 a,b 兩人，教師先請各組 a 學生統一

觀看「短片 2」--求職向前衝【第八篇有禮走天

下】53的前半段，學生自行記錄內容，再請 b

看後半段影片，視學生程度各播放二~三遍。 

5 「短片 2」

僅有 1 分

鐘，程度

較高則撤

換短片，

撤換題目

請見附錄

十三。 

 看前半段者對後半段提問，反之對前半段提問 

1. 前半段（0-0:36）之問題範例： 

面試時有哪些禮貌要注意？不注意可能給人什

麼感覺？猜猜「打發」、「不雅」是什麼意思？ 

2. 後半段（0:37-1:00）之問題範例： 

你聽到了哪些面試時要注意的禮貌的小動作？

你覺得「無往不利」是什麼意思？ 

 學生用華語協商取得完整短片內容並且整合

資料。教師可提醒學生溝通不順時可要求澄

清、用停頓詞或換個方式說等說話策略。 

5  

學生根據資訊交換的結果進行重組對話，最後整合

資訊口頭報告。 

 小組合作聆聽教師事先準備好的音檔，重組段

落，然後整理「禮貌小叮嚀」之資訊，準備成

段的口頭報告。 

 段落重組之範例： 

A.主管請您入座才動作。 

B.這都是 NG的行為。 

C.離開前說聲「謝謝，再見」。 

D.不雅的習慣或小動作，容易給人缺乏耐性和自信

不足的壞印象。 

E.用雙手接名片。 

8 由教師事

先將段落

逐句拆分

錄音後，

在課前將

音檔載入

三個播放

設備，供

三組學習

者使用。 

                                                      
53

 取自 Youtube求職向前衝【第八篇 有禮走天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_mM9OQSV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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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近年來很多人喜歡在面試前玩手機打發時間。 

G.敲門進入會議室。 

H.這些禮貌的小動作讓你在任何場合都無往不利。 

I.隨時保持笑容。 

J.面試時記得手機務必關機。 

答案排序：F、B、J、D、I、G、A、E、C、H 

 小組成員一人報告一部份，各組輪流口頭報

告，回答資訊交換的問題和組句成段的結果。 

 教師記錄、回饋 

7  

4 配音 教師準備好短片和錄音設備，針對場景三這個段落

讓學生展現配音成果。由教師控制消音或暫停。 

 全班一起復讀演練一遍。 

 二人一組輪流配音，學生可看稿或看字幕進行

配音，重點在語音聲韻調和語流的熟練到位。 

 教師記錄、回饋。 

10 繳交配音

錄音檔作

業。 

文化

討論 

教師拋出求職文化差異之議題/話題，引導學生討論

比較，學生分組討論報告。 

 學生兩人一組進行討論。 

 討論後進行語段的計畫建構，將討論結果整理

成二~三分鐘的報告。一次討論一個話題，報

告後再進行下一題，共有三題。 

 分組報告，小組成員輪流報告。其他同學根據

報告內容提出詢問或回應，表示不同看法或補

充敘述。教師可點名抽問、請學生表示意見。 

 議題/話題範例： 

1. 我們有些年輕人在求職時，投了上千封履歷表

都沒回音，就算有面試機會，也是從此之後就

「再見」了。先不說經濟危機的影響，你對「找

工作不能靠運氣」有什麼看法？你們年輕人的

求職行為態度跟短片中的阿本有什麼不一樣？ 

2. 你們對「守時」的觀念怎麼樣？面試時和一般

約會各是什麼情況？有什麼影響？ 

3. 你們求職面試時注重哪些方面跟台灣或中國大

40 視討論和

回應的情

況決定討

論題目之

多寡。 

 

將表達起

承轉合的

詞語、關

聯詞語和

表達回應

的詞語統

整列出，

在課前發

給學生。 

 

聽者根據

報告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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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不一樣？或是哪方面不像我們那麼注重？ 

 起承轉合的詞語提供： 

首先、其次、然後、而且、再說、加上、另一方面、

另外、可是、不過、最後、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

是、總之… 

 關聯詞語提醒： 

一方面…，一方面…；不是…，而是…； （先）…，

然後（再/接著）；不僅…，還…；就算…也…；…，

尤其是…；儘管…，但是…；由於…，…；...，也

就是說...；不管…，也/都…；除了…，甚至也有…；

因為...而...，另外...，但如果...，總之...。 

 表達回應： 

他說的對！/我同意他說的…，而且 

沒錯！再說… 

他剛剛說到…，我覺得還有… 

他說的沒錯/也有道理，但是… 

我覺得不是…，而是… 

我們重視/不重視…是因為… 

我們會…，反正(都)… 

還有一點就是… 

內容表達

自己的看

法，每個

人都要說

話。 

由於對初步達到中級的學習者來說，其語言程度只是對結構知識有基本的理解，

正要向交際技能過渡，對語用仍無法選擇運用，對看似不難的口語慣用句型、格式

還不能應用自如，而真實語境中，雙方說的話具有瞬間性（周小兵、李海鷗，2005），

用詞和句型豐富，若不熟悉就無法與人交際。所以短片 1 分多鐘的一段話輪已含有

許多要學的語言成份，也因此 7 分多鐘的短片，我們只能擷取最主要、最合適的部

分進行教學，三個主要場景的語言內容具生活化特點，是為教學重點，三段之外的

語言內容若學習者有興趣或疑問，仍可在課堂提出。 

語音流利度方面，是研究者依據曾對拉美學習者的朗讀演講比賽訓練有成的方

式，僅僅操練而無遊戲活動，順勢為配音作業進行的訓練與準備，幫助學習者發現

並改善問題。然而聲韻調的準確度，仍須定時地以適當的聽力材料輸入，養成全神

貫注聆聽的習慣，長期、自覺地聽辨、模仿、錄音、自我糾正才能取得明顯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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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成段表達話題方面，據研究者對西語地區文化的體驗和了解，在全班性

不分組和最後分組的文化討論，多所選擇設計了具有明顯文化差異的話題，試圖激

起學習者積極思維與表達意見。 

需要注意的是，教案雖基於 HSK4~5 級程度者所設計，但受到本調查樣本回收

程度不一的影響，對程度稍高的學習者考量了較豐富的內容、較有討論空間的題目，

對程度稍低者考量了較詳細的解說，為兼顧兩者，教學內容多寡與時間控制應按照

課堂情況與學習者的程度彈性調整。 

三、單元學習單 

本研究學習單主要作用在幫助學習者意識到所要學會的語言用法和使用時機

並且能真實運用。片中的話語通常只是略過耳際，大腦提取到了語義而對語言形式

隨即就忘，學習者能聽懂、看懂短片，但卻很少能使用其中的語言表達輸出，我們

希望能指出那些看似容易卻未能真正使用的口語常用結構和表達方式，幫助學習者

理解語境與結構之間的關聯，進而建構、轉化成為自己的能力。 

學習單內容依據受訪教師的建議以及學習者的特質製作。共三個部份，將依學

習過程而非一次同時發放，學習者必須保持思考，用自己的經驗知識推測、探索和

揣摩，減少對書面資料的依賴。第一部份，配合第一學時的教學，引導學習者注意

觀片重點，也就是該單元教師要學習者學會的語言表達形式，學習者須對提問加以

觀察和思考結構、語境之間的聯繫；第二部份，提供情境並提示會用到的句型，讓

學習者自己去應用，於第三堂課結束後發下，協助學習者建構知識的意義、提起語

用意識，在下次上課時交回，提供教師評估新知識吸收的情況；第三部份句型彙整

是總結該單元的語言點和自我評估，在課時完全結束後幫助對所學的內容進行「盤

點」，確定掌握的可在方框標記，未掌握的繼續釐清與練習，學習者自發性地寫下待

釐清之語言點的例句，交教師批改回饋。單元學習單設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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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4 單元學習單 

 

 

 

 

 

 

 

 

 

 

 

 

 

 

 

 

 

 

 

 

 

 

 

 

 

 

 

 

 

 

 

 

 

 

 

 

 

微電影（一）花美男阿本帶你【求職向前衝】學習單 

場景一：面試後跟朋友的對話 

1. 朋友知道阿本在面試，他怎麼說？ 

2. 他朋友那句話表達什麼意思？為什麼這麼

說？ 

3. 阿本怎麼回答朋友？那句話表達什麼態
度？ 

4. 實際上他們的關係怎麼樣？你怎麼知道？ 

5. 掛掉電話後阿本怎麼想？他怎麼說？ 

 

場景二：晚餐時跟爸媽的對話 

1. 媽媽建議他做一件事？阿本是怎麼反應的？ 

2. 爸爸對他面試有什麼看法？ 

3. 「倒是」這個詞他是怎麼用的？ 

4. 爸爸是做什麼的？你怎麼知道？ 

5. 爸爸要阿本去他公司上班嗎？阿本怎麼說？ 

1 語言重點提示 

場景三：房間裡跟媽媽的對話 

1. 媽媽是怎麼勸阿本不要生爸爸氣？ 

2. 阿本用什麼句型回答？那種句型表達出什麼樣的心理感覺？ 

3. 媽媽用什麼樣的句子回答阿本，讓阿本好好地想？ 

4. 他建議阿本做一件事，什麼事？ 

5. 阿本一開始同意嗎？他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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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去參加歌唱比賽，很有信心得獎（ganar premios），你朋友剛知道這件事。 

A：什麼比賽這麼猛！你真的很敢欸！有沒有希望啊？ 

B：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開什麼玩笑） 

2.  你朋友剛到一個新工作，剛認識這個新環境，他跟你聊天時說： 

A：我們同事不喜歡跟老闆聚餐（comer juntos），公司旅遊也從來不去。 

B：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是…吧！） 

3.  你朋友正在準備一個重要的考試，還有兩個月就要考了。你跟他說： 

A：你不能考完再去玩嗎？你這樣三天讀書兩天約會，怎麼考得上？ 

B：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VP就 VP啊 反正…） 

4.  你單身，是個喜歡和小孩子一起玩的人，但是你週末必須工作。 

A：我們市區的孤兒院（el orfanato）很需要人幫忙，他們希望有志願者（los voluntarios）

週末帶孩子出去走走。 

B：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倒是） 

5. 你的孩子很挑食（caprichoso con la comida），你為了準備三餐很煩惱，現在跟朋

友聊到這件事。 

A：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V 都不 V） 

B：孩子這麼挑食就讓他餓一次，反正他不會讓自己餓壞。 

6.  你的孩子沒去上英文課，他爸/媽對他沒去上課的理由很生氣。 

A：我很累不想去啊，只不過一堂課沒去，一堂課才 1塊錢美金幹嘛那麼生氣！ 

B：1塊錢也是錢啊！不要因為你有錢就不在乎那一堂課。 

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Calmar a tu hijo con「也不

是沒道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這樣不就…嗎？） 

7.  你覺得自己有實力，想換工作就換工作，你朋友勸你先找下個工作。 

A：你先找到下個工作再說吧，現在工作很難找欸！再加上你學歷不高、年紀又不

小，很多公司都想找剛畢業的。 

B：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也對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是「看」…吧！） 

8.  你喜歡一個中國女孩兒，今天第一次跟她聊天，回家你跟媽媽說： 

A：我今天直接問玲玲是不是覺得結婚時男生要負責買房子和車子，然後要是離婚，

房子車子都是女生的，我想知道她是不是這種觀念（el concepto）。 

B：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你這樣…，是不是…？） 

2 情境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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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句型彙整 

想想下面句型和詞語表達什麼？什麼情況、跟誰可以用這個句型？怎麼用？ 

 

□什麼 N這麼 A 

□會不會 V啊 

□開什麼玩笑啊 

□是…吧 

□「也」對啦/ 「也」是啦 

□優秀人才「欸」 

□我想說那就… 

□我請你吃飯「啦」 

□等著瞧吧 

□不是沒 NP 

□…「也」不是沒道理 

□衝了點、貴了點、懶了點、嚴肅了點 

□為什麼我這麼…還要… 

□我們「就是」從小讓你自由慣了 

□不拘小節  

□你這樣…，是不是…？ 

□（這樣）不就…嗎？ 

□好「啦」 

□不要難過了「啦」 

□但是「呢」…  

□雖然…但是你是不是應該…？ 

□不用了「啦」 

□「都」什麼年代 

□沒 V還 V-O 

□什麼…「也」… 

□不要放棄「喔」 

□沒通知「啊」 

□那你就應該…啊 

□那…、「那」正好 

□VP就 VP啊 反正… 

□你怎麼知道 S-P你又沒 VP 

□倒是 

□V都不 V就… 

□「講到」我心裡想的 

□你們兩個「喔」 

學習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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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本章確立了教學目標、教學觀、教學評量理念，選定了教學短片，並結合需求

分析、影片教材分析的有利結論，逐步進行教學設定而設計出單元教案和學習單。

課堂每 20-25 分鐘變換活動，以滿足學習者多樣化教學活動的需求，減低西語背景

者容易厭倦、對新鮮感要求高的特質現象，唯不論動、靜態活動都要求學習者主動

思考，自行建構知識。研究者認為中級階段的學習，若延續初級的習慣，不願動腦，

只求「少思考、不麻煩、不複雜」的學習，也就是學習動機過於薄弱將無法跨越初

級與中級差別的界限，故本教案設計適於有預設、有目標、渴望學習真實語言的西

語背景者，要求學習者上課時必先初步理解生詞「有備而來」，以促進語用教學的進

行並且利於課堂討論；至於教學過程的比重和方式上，避免了制式的語法教學，語

言點教學僅佔總課堂四分之一，增加了學習者最重視也是最需加強的語音、流利度

之訓練，課堂的執行也透過仿真的情境、任務和話題討論，著重實際溝通的面向，

強調「真實語料」口語常用結構的應用能力，照應了學習者心底對口語教學的企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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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第一節闡述並總結本文之研究發現與教學範例設計依據的構想，第二節說

明研究進行中的限制以及對結果可能之影響，第三節為對未來研究之建議，提供後

續研究參考，期使西語地區華語課堂之教與學的品質獲得更長足的進步。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節將針對第一章第三節四個層面的研究待答問題提出回答，逐一陳述如下。 

一、西語地區教學的現況問題 

1. 針對西語地區教學的主要缺口與學習難點，透過第四章第二節問卷調查的

現況分析，分別從學習者和教師的不同視角了解。西語地區的課堂教學過於重視詞

彙、語法而不重視語音、語調和表達流利度，語音流利度是學習者認為最難、最需

要加強的項目，而教師對自己成段表達的教學不甚滿意、語用教學最困難，雖注意

到交際語用的教學，但學習成效不佳，非目的語區之學習者語用意識低落，卻希望

學習母語者言談中的真實話語，因此為提升學習者中級階段的溝通能力和語用意識，

語言功能與語境結合的教學有必要輸入課堂。綜合教師及學習者角度，可說「語音

流利度、交際語用、成段表達」是西語地區教學和學習的難點，同時也是教學缺口，

為研究設計提供了教學重點之方向。 

另一方面，教師指出當地的教學困境是缺乏口語環境，知識教學後，學習者仍

無法掌握，用錯或一再地遺忘，更不用提應用自如，故應尋求有效可行的方式幫助

學習者吸收及轉化知識；其它諸如缺乏語段之起承轉合的連貫能力、對語用差異缺

乏了解、糾音卻沒有起色、課程時間不足限制了教學成效，都是令當地教學感到徬

徨的困境。 

2. 針對如何改善以上現況問題，學習者認為應該著重「真實話語」的學習、

強調「聽、說能力」而非制式的語法操練，透過模擬情境、溝通式的合作活動以促

進口語表達，離開對文本的依賴，亦即要能將所學轉化成自己能應用的能力。此外，

若能另闢一門專門訓練語音準確度的課，對口語學習幫助更大。基於以上問題，僅

管囿於教學課時的限制，本研究設計通過語境思考、語言點控制性的練習（舉例、

替換情境練習等）、角色扮演、配音模仿幫助學習語用差異，吸收、轉化所學；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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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層次的成段表達方式訓練話語的銜接能力和邏輯組織；以配音活動琢磨在語音、

流利度方面的提升。 

二、西語地區的學習需求 

1. 針對口語課的需求，由第四章第三節的需求分析顯示，學習者為了提升自

身競爭力而學習華語，中級階段多數希望口語課能加強自己成段表達的能力、語流

語調和說話節奏，上課內容著重母語者使用的真實話語，並且透過分組討論和情境

模擬等互動式活動將語言付諸實踐，課堂必須多應用目的語互動、少語法講解，教

師應注意使教學方式富於變化，使用視聽媒體輔助教學，以及設計能引出開口欲望

的提問，盡可能使學習者忙於使用目的語溝通。 

2. 針對短片口語教學方面，重點為短片中的口語慣用形式、表達方式、母語

者的語流、語調和說話節奏，這些都離不開涉及場景、語境、社會文化等因素的語

用學習，故研究設計將口語結構與語用因素融合作為學習的主軸；圍繞此主軸，藉

由對話與討論短片中話題來促進口語表達，表達與討論時間必須充足，並進行語音、

流利度之訓練，以使模仿劇中人物的語氣、態度、說話方式為配音活動做準備，亦

藉此機會反覆聆聽較難的語音和語法型式，同時有助於把特定的語法與上下文結合；

而情境模擬、角色扮演、看圖說話或任務式活動，對教師來說是訓練口語的良方。

教材的選擇以日常會話類型的短片為主，以體現口語特徵，至於文化、旅遊、娛樂

性節目雖廣受學習者歡迎，但該類節目須達足夠的語言程度才可行，且專有名詞過

多、主持人的語音過於「道地」，不適於初中級水平者，故研究最終選擇以同樣受學

習者喜愛的微電影為主要教材。短片除了語言程度相當，必須合時宜、題材有趣或

有用、能反映社會問題、多元化的出版地區等，以上皆納入本研究的選片原則框架；

另一方面透過短片將能吸收豐富而實用的詞彙。然而本課程有別於一般綜合課的教

學重點，著重提升語用意識，而非一般詞彙講解，短片既非為語言學習而製作，生

詞對學習者來說必然多，故即便是「難於要求回家作業」的西語背景學習者，仍要

求學習者上課有備而來，於課前預習，基於自己的已知知識和經驗「用詞造句」，以

電腦打出寄送教師批改，教師在課堂中提出難詞討論和糾正，以求事半功倍，減少

語用教學的阻力、取得較多課堂討論時間。 

3. 針對學習特質為何、應如何調整教學，研究者於西語地區的教師訪談 A,B

發現不論西班牙或拉美老師都提到「容易厭倦」、「動機薄弱」、「沒有持續力」。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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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課堂表現雖然有特定的積極傾向，如愛講話、喜歡贏、喜歡表演，但涉及較費

時費力的學習內容時，同樣可能「樂觀」地放棄，而難以前進。故教學需注意到學

習者的情感因素，因容易厭倦、喜好新鮮感，教學方式必須多樣化，課堂也須視學

習者的反應即時調整內容為其所感興趣之事，利用活動提振精神，同時善用其喜歡

表現的特質營造情境活動，使其擁有可發揮的舞台，感受到自己的學習成果。 

綜上所述，「激發興趣」對西語背景學習者十分重要，而由於情感豐富的性格

特點，在學習方面「情感因素」主導的成份較多，也相對容易受情緒支配，對於內

容有趣與否反應直接，極度需要開口的信心和成就感，因此信心、成就感、教師的

肯定、讚揚能促使學生願意認真且持續地學習，反之則容易放棄。此外學習者相當

重視所學內容的「實用性」，真實語境的話語用法，對他們來說具有學習意義，能提

高學習興趣和動力。故而透過短片了解語境、學習母語者的真實話語以激發興趣，

以溝通式教學觀強調語言流暢性重於語法精準度、有充分練習說話的機會以累積開

口信心和成就感，以上三者的同時實施能最大程度地結合學習者特質助益於教學。 

三、短片應用 

1. 針對短片教學的優勢，於第二章第二節文獻探討的整理與教師訪談的過程

了解到由於影片是真實語料，學習者可學到自然語言的用法、發音、語速和說話方

式。影片提供充分的語境，便能清楚理解特定的表達為什麼、怎麼說，逐漸認知母

語者言談中的言外之意，有助於語用、語義和句法形式的連結，以及得體的語言交

際能力。而真實情境能供模仿，朝靈活運用語言之階段過渡。短片反覆觀看同時可

加強聽力，其豐富的文化信息和非語言信息能引起討論，快速加深學習者對目的語

社會的了解。不論如何，短片的應用更是在激發學習者興趣，幫助延伸至真實話語

的應用，達到語用能力的提升。研究設計正希望善用以上之短片優勢促進學習。 

然而短片應用於教學存在其缺點，第四章第四節教師 C 的問卷及訪談結果表明

「選片」是最大的困難，其涉及程度、語言、題材三個層面的問題，難集各條件於

一片，在課程準備階段實為一大「工程」。除了選片之外，短片中的語言內容不如教

科書有系統，生詞過多，可能造成學習負擔，但是研究者認為，選擇以真實語料教

學必得承擔取捨之問題，若能在「捨」之後以折衷的方式補救也是可行之方。本研

究為語言的考量選擇了主題為求職的短片，然而求職可能不是學習者感興趣的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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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研究者盡可能以跨文化角度或與學習者切身問題的方向，設計討論題和提問，力

圖激起熱烈回應，將「捨」的影響降到最低。 

另外，如何確認影片中的語言是學習者所「必須學習」，也是困難之處，教師

須對學習者的程度、學過的教材內容瞭若指掌，若是學生的學習經驗不同、使用不

同教材，便難於控制某種語言內容是所有學生所必學。然而對於「提升型」的口語

課而言，從學生問卷Ａ調查結果可得知，學習者初步進入中級階段，尚未具備語用

基礎，研究者認為可以先廣泛地接觸不同語境，待抬升一定的語用意識後，再系統

地將語用點（語言功能加語境）分別介紹，故可多考量學習者的興趣和需求，優先

決定影片再從中挑選語言點；而對以「語用為綱的正規課程」，學習者已具備程度，

則必須考量語言點的系統性，先決定需教的語用功能再尋找影片。 

2. 針對短片的選材原則，研究者整合第二章文獻探討和第四章需求分析所得

的資訊，於第五章統整出選片原則參考框架，內容包含語言相關、題材相關、其他

相關（如溝通模式、畫質放映和出處等）三個層面，研究者嘗試建立一個選片機制，

供準備課程選片時使用，以便較為系統、明確地紀錄符合「教學影片」之條件，並

作全盤性的比較與折衷取捨。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體認了選片之難，不僅是全盤比

較，更是在選取可行性的候選短片之時，已難於進展，因而如同第一章緒論以及第

五章第一節教材選擇所提，短片口語教學屬提升型之課程，不預設必須學習何種語

言功能結構，而以「可理解的語言輸入」、「趣味性」、「討論性」為考量重點，隨著

短片語境學習其中的結構和功能。原則框架沒有將「系統性選擇語言點」納入，儘

管「看短片學口語」不若教科書有系統，大體上應保證是學習者未知的知識。 

3. 針對短片教學之操作如何融於口語課，研究者透過第二章文獻探討，初步

獲知影視相關華語課程之教學活動與步驟，並結合第四章教師訪談（提供影片教學

執行之概念與方式）與影片教材分析（提供活動步驟排序原理）之結果，了解到短

片口語課跟一般口語課之不同，在於短片提供了充分的語境脈絡，使學生得以觀察

和思考母語人士的態度思維如何反映在語言的使用上，所以短片為口語「語用的教

與學」提供了優勢，也因此短片課的重點不僅是一般口語句式，還包含涉及語用功

能的表達方式，而這些表達方式都將藉由短片中的「特定語境」引出思考來理解與

轉化；傳統口語課則在缺少語境的輔助下學習詞彙、句式，從不懂到懂的過程，有

賴於教師解說。相形之下短片更有助於主動性思考。研究者認為，短片課既是由影

片導入教學，便必須明確出學習者需要「看什麼」，歸納出短片中的語言結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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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點，透過何種形式進行以達成學習目標。在觀片前以學習單明確指出要注意觀

看的部分，使學習者「留意語言」而非僅僅是「理解對話」，如此進行分段教學。分

段針對說話者的意圖、說話的立場情況以及言後之意，引導思考、討論並基於學習

者自己的經驗建構知識，語用功能結合句法結構一起學習，在小段之中把幾個結構

功能理解清楚，再進行下一段。同時根據影視教材分析和訪談的綜合結果，得知以

不同的訓練目的安排活動形式，同一目的的活動，可有層遞性的練習，由圍繞短片

到脫離短片、由高控制到低控制的原則安排活動順序，利用複述場景、人物心理、

開放式問題來發表意見，以及文化討論來訓練話語表達和邏輯組織，短片課的操作

更能夠突出反覆聽辨、配音模仿、情境模擬與角色扮演的活動優勢。 

四、教學設計 

1. 針對提升涉及語用的交際能力如何訓練，按照第四章教師訪談的建議，可

從「如何理解語用點」與「如何應用練習」兩方面來回答。毫無疑問，教學應使學

習者了解「相同的語言形式可表達不同的意思，相同的語境有不同的表達形式」。對

於第一個問題，觀看影片前，以提示的方式讓學習者注意在什麼時候、為什麼、怎

麼說，說話者實際上要表達的是什麼、那樣說的目的是什麼，不清楚則再提示或再

次看影片加強，這階段的目的在使學習者「走進語用範疇」來了解母語者言談的語

用規則，重要的是讓學習者自己思考。簡言之，透過短片語境的引導、思考、討論、

歸納、練習此五步驟將語境（母語者的心理、意圖）與話語的生成連結起來。由於

語用難於習得，受訪教師認為確定知道用法即可，對於中級者不需要求即時的轉化

或短時間內化，因此對於第二個問題，可以讓學習者根據自己的理解和經驗設想一

個簡短的對話以檢視語言的使用，或者在理解之後，利用情境替換和舉例協助其建

構語用知識，在最後綜合活動的階段，再行演出或給予任務，也就是透過有意義的

活動獲得語言運用的能力。若是針對中高級班，則以寫劇本來訓練角色的「說話方

式」，讓學習者揣摩角色的心態、語音、用詞。研究者認為寫劇本可嘗試運用在中級

班的期末評鑑，然而必是不同於高級班的評估標準，待成果展現再予以調整。另一

方面，幫助學習者建立內在策略，時時以具體情境作 A、B 對話，提供 A 使說出 B

該有的回應，或是如前所提，觀片時提示重點，讓學習者觀察話語的結構形式和語

境因素之間的關聯，執行一學期後，能習慣於猜測、注意「怎麼說」來提高對真實

話語的敏銳性，當自身經歷情境再現，語用意識和所需的詞語形式將能浮現、支援

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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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針對如何以溝通式教學途徑使學習者提升口語交際能力達到最大效益，研

究者以第二章、第四章的結論結合情境認知、建構主義的教學觀，於第五章呈現教

學設計範例。設計是以短片的「情境」以及「學習者須充分了解語言結構的社交意

義」為前提，挑選短片中有利學習的段落，於知識學習階段，以學習者為中心，指

引其思考語境和話語的關聯，透過討論交流的互動、歸納、以自身經驗建構知識的

意義，如此循環進行下一個語言點的學習，接著複述該段場景，直至完成所欲教學

之場景段落。在技能訓練和綜合應用階段，教師以任何可激發學習者的方式促進語

言的應用，以小組合作組織溝通式活動，例如情境模擬、角色扮演、資訊互補、重

組對話、配音活動，讓學習者擁有主控權；提供機會分享想法、意見，例如不分組

的話題交流、分組的文化討論、文化對比，表達的句型語法不一定要完美，但須達

到有效的溝通，使學習者在課程進行中忙著使用語言表達意念，並有足夠機會與同

學、老師合作。然而溝通式教學法也提醒我們不需全然排除任何有助於學習的控制

性練習，在技能訓練階段我們仍採用了複述、不分組由教師主導的短片話題討論、

語音聽辨反覆操練，以及知識學習階段的情境替換或詞語造句。因此，教學設計整

體而言，前半段傾向控制性活動教學，後半段著重溝通式教學活動的應用，在教與

學的過程中，教師不是全能的知識給予而是引導、協助建構者，須使學習者透過與人互

動，建構對知識的認知。簡言之，研究設計利用情境、合作、會話、表達想法，充

分發揮學習者的主動性和語用意識，使學習者口語交際能力的提升達到最大效益。 

第二節 研究限制 

一、樣本不足 

囿於現實因素研究者未能實地調查、親自拜訪與研究對象實質接觸溝通，問卷

是透過電子郵件請西語地區友人代為轉發教師，再由教師轉發學生，故問卷發放無

從追蹤與確認，同時研究者逐一去函徵詢孔子學院以及各大學語言中心，西語區教

職友人表示當地學生 95%程度為初級，當地中級經驗之教師亦相對少，儘管收到問

卷，真正符合填答條件者仍寥寥無幾，故等待時間長，樣本取得卻十分有限。此外

在西的華語老師表明，在西班牙若不是強制要求填寫，一般不會有成效，此種調查

方式是台灣、美國的做法，非當地熟悉的方式，收件者也就不會輕易回覆問卷。因

此只獲取教師 A,B問卷 11位，C 問卷 9 位，學生 A問卷 22位，B問卷 28位。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187 
 

教師 C 問卷雖不限定西語區之老師，但需要影片教學經驗，研究者徵詢填答者

的過程幾經波折，教師們多認為自己的影片教學經驗不足以協助研究。由於樣本過

缺，研究者以大學語言中心影片教學教師之訪談彌補問卷資料蒐集之不足，5 位受

訪者中 4 位教授過專門以影片學習的課。學生方面，同樣在樣本回收有限的情況之

下，填答者程度並非全然符合本研究定義之中級，為使研究得以進行，接受了程度

稍低或較高之樣本，且以程度稍低為多。 

二、取樣不平均 

雖要求學生 A填寫兩份問卷（A和 B），但受訪者多只填 A問卷，導致 B問卷

大多為在台的拉美學習者，而 A問卷多為西班牙當地學習者，較少拉美學習者，需

求分析結果無法共同、平均反映兩區普遍之需求。 

三、選片限制 

沒有完美的短片教材，因為短片是為母語者而製作。研究為取適當的語料和題

材之短片，耗時費力地觀看，可供選擇的短片仍很有限，一方面微電影是以「愛情」

主題為大宗，難以顯出文化性的討論，主題選擇性不多，另方面具社會文化色彩的

短片或較有趣的短片，語言內容程度則相對高，未能符合初中級的學習。補充性質

之短片亦難尋合適者，各種短片各有不足之處，僅能以大體上基本的考量、折衷的

方法補足取捨之問題。 

四、短片口語教學本身之限制 

基於選片限制以及短片教學之初衷，以及研究者自身知識和經驗的限制，選片

原則未將「語言結構或功能的選擇」納入，再者何謂「中級學習者所必須學習的口

語結構和語用功能」，也是有待探尋的課題，故研究著眼於單元教案設計，並無系統

性地規劃各單元的語言功能，而是隨著短片學習其中語言項目。此外未能界定短片

中詞彙和結構的程度分級，以選出適於中級程度的短片，以致於難於評估對話中語

言點的密集度，並且評估其是否合乎「可理解的語言輸入」。 

五、未能教學實踐 

研究者由於時間所限、合適的參與者取得之困難、短時間促成試教班級之教學

信度的考量，未進行教學實施進一步地評估，然而研究者希望的是能適時、適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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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研究結果應用至將來的課堂，不論何種課型，短片教學運作的概念和模式，一定

程度上能為其所用，將真實話語的「教」與「學」輸入西語地區。 

第三節 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視聽媒體應用的向下延伸 

未來可以視課堂需求及教學時間，應用 podcast（含廣播與視聽節目）和網路

廣告片來學習口語、語用文化，對課堂不固定的影片學習需求來說，時間短的影片

更具靈活性，簡短的 1 分鐘內已包含許多資訊可學。再者可將真實媒體語料的應用

向下推展至初級的學習，明確出小片段中具體的語言功能或結構，讓學習者透過情

境，從初級便開始培養語用意識，以致於中級階段語言使用的提升能漸入佳境。特

別對西語地區學習者來說，「激發學習興趣」和「學習真實話語」兩者是必要的。 

二、學習需求與教學需求的平衡 

選片最大的窘境在於「顧此失彼」，有趣的影片生詞多、語言程度高，較無趣

的影片往往能符合學習者「i+1」的程度，而有趣的題材對西語背景者而言卻是學習

的關鍵，故選擇「激發興趣」還是「符合吸收能力」，以及如何補救選片得失，端賴

教學者對班級情況的綜合權衡，未來的影片教學應用研究可在具備明確的程度與班

級的前提下，思考兩者之間如何平衡。另一方面，課堂活動設計，考量了交際活動

的多樣性，便沒有充分時間鞏固語言學習，幫助達到語言的轉化，甚至沒有充裕的

時間討論和表達，反之，則無法顧慮交際活動的豐富性，因為兩者都需要時間。換

言之，教學設計的過程常有學習特質與教學需求衝突的情況需要平衡，對於非目的

語境的中級程度，研究者認為仍不能忽略所學知識的鞏固，讓學習者有機會充分思

考、應用和建構、加深印象而能轉化成自己的能力，因為離開了教室便沒有機會「為

轉化而繼續加工」。未來的教學設計若時間足夠能以遊戲方式輔助語言的鞏固，或者

時間不足卻要兼顧「鞏固練習」與「多樣性的活動」，可把純粹鞏固性質的練習融入

多樣性的活動或遊戲，同樣需要溝通交涉，但卻能反覆地運用該單元所學，而不是

在所學知識還未熟悉掌握之前，便進行需要創造性應用語言的活動，或是涉及新知

識再輸入的負擔，但要注意的是避免只停留在「句子層面」的鞏固，應擴展到對話

段落或成段表達的練習。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189 
 

三、趣味性與系統性兩全其美 

研究設計雖應用了視聽媒體的優勢學習母語者的真實會話，但在語言學習的部

分卻無法像一般口語課或會話課系統性的教學，未能規劃完整的短片口語課程，僅

以提升型教學為前提進行單元設計，未考量如何循序漸進地以功能為綱或結構為綱

為前提，選擇語言點，進而篩選短片，未針對各種溝通模式、影片類型、兩岸多地

之出版品，構思其各應涵蓋多少才能有益於口語課程的學習，以及如何將「合格」

的短片進行教學排序等的問題，日後的研究可針對短片之正規課程設計深入構思。

選片時不僅注意可理解的語言程度，同時加入對語言結構和功能的考慮，列出所有

選出短片的目標詞彙，以及語言功能所呈顯的語言結構，考量詞彙、結構的分級以

斷定短片的語言程度實際適於哪種學習者，並按照短片語言點之多寡與難易度考量

教學排序、決定課時。如此，短片（或其他形式之影片）與口語教學的結合，才能

在實用性與趣味性的基礎上，臻向語言學習針對性、科學性與系統性之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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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HSK 各等級與《國際漢語能力標準》的對應關係： 

新 HSK 詞彙量 國際漢語能力標準 

HSK（六級） 5000 及以上 
五級 

HSK（五級） 2500 

HSK（四級） 1200 四級 

HSK（三級） 600 三級 

HSK（二級） 300 二級 

HSK（一級） 150 一級 

 

各級能力描述： 

 

通過 HSK（一級）的考生可以理解並使用一些非常簡單的漢語詞語和句子，滿足具

體的交際需求，具備進一步學習漢語的能力。 

 

通過 HSK（二級）的考生可以用漢語就熟悉的日常話題進行簡單而直接的交流，達

到初級漢語優等水準。 

 

通過 HSK（三級）的考生可以用漢語完成生活、學習、工作等方面的基本交際任務，

在中國旅遊時，可應對遇到的大部分交際任務。 

 

通過 HSK（四級）的考生可以用漢語就較廣泛領域的話題進行談論，比較流利地與

漢語為母語者進行交流。 

 

通過 HSK（五級）的考生可以閱讀漢語報刊雜誌，欣賞漢語影視節目，用漢語進行

較為完整的演講。 

 

通過 HSK（六級）的考生可以輕鬆地理解聽到或讀到的漢語資訊，以口頭或書面的

形式用漢語流利地表達自己的見解。 

 

（資料來源：孔子學院總部/國家漢辦漢語考試‧HSK 網頁。取自

http://www.hanban.edu.cn/tests/node_74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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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教師問卷 A（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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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教師問卷 B（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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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教師問卷 C（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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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學生問卷 A（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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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學生問卷 B（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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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教師訪談大綱 A,B 

 

一、 訪談目的 

解決或改善西語地區中級華語教學的現況問題，幫助學習者針對現況教與學的問題提

升口語表達能力。 

 

二、訪談問題 

1. （a）如何幫助學生吸收新詞彙和語用表達，轉化為自己的口語表達能力？使他們在不

同語境之下能得體地應用。 

（b）針對西班牙學生您認為課堂上什麼方法最適用於培養他們的口語交際能力？學生

是否專心且積極配合？ 

 

2. 口語中牽涉語用因素及篇章的語言問題如何以情境使學生了解？（例：女朋友就女朋

友嘛、我說不就一份破工作嘛，至於嗎？談談步驟、過程或引用舉例的順序等） 

 

3. 具連貫與邏輯的「成段表達」是教師對教學和學習最不滿意的項目，您認為課堂如何

有效增進西班牙學生成段表達的學習，使其專心且積極配合？（如何從單句擴展到句

群、段落？訓練構思組織語句、使用連接詞語等） 

 

4. 就您的經驗，西班牙學生的學習態度或特質如何影響教學？（不論正負面、初中級班）

如何善用此特點轉為有利學習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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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教師訪談大綱 C 

 

一、 訪談目的 

以「文化社會」為主軸的電影課和應用影片以「語言學習」為主軸的口語表達課教學

重點不同，訪談目的希望各位老師以影片教學和語言教學的綜合經驗，提供本研究「短

片口語教學」建議，回答問題時請以研究設定為前提設想。 

 

二、 教學設定說明 

課型：口語課（正規課程綜合課之外的「提升型口語課」） 

短片：微電影、紀錄片、訪談片段等網路視頻。 

元素：短片 20 分鐘、溝通式教學途徑（CLT） 

短片是主要媒介和教材（非補充教學），短片中的語料是學習內容。 

短片的情節、故事、主角等可為課堂活動之發展。 

短片的語言點（詞彙、語法、語用等）學習，以溝通式教學活動訓練。 

教學目標： 

(1) 以影片之局外人角度來看，要能討論影片內容、發表看法。 

(2) 以影片之局內人角度來看，要具備演員呈現的口語使用能力。 

 

三、 訪談問題（訪題後之括弧為說明或提示提供發想） 

宏觀： 

1. 依據上述設定，如何將短片融合到以「口語訓練」為教學目的的課程中，您認為教學主

體如何發展有利教學目標？（架構、流程、教學比重等）。除了選片和播放，教學上可

能有哪方面困難？ 

2. 若教學主體分四個層面：1 觀片與理解→2 語言學習與操練（陳述性轉程序續的過渡）

→3 討論、發表想法（成段表達）→4 綜合實踐（角色扮演、改編演出等）。其中 2,3,4

都可使用 CLT 進行。您對此構想之建議為何？ 

微觀： 

3. 上述第 3 個層面，帶討論的方式如何有利於成段表達的學習？（因無文本或句式規範，

純粹發表個人感想，如何有系統地訓練成段表達，使其既能討論影片又能學習成段表達） 

4. 文化教學以何種方式融入該短片口語課？ 

5. 口語中牽涉語用條件及篇章的語言問題如何操作與訓練，使轉化為學生能自己用得出來

的能力？（例：女朋友就女朋友嘛、我說不就一份破工作嘛，至於嗎？談談步驟、過程

或引用舉例的順序等） 

6. 短片口語課之自編講義、學習單，編製重點為何、如何呈現較適合該門課目標且適於學

習需要？（大原則、應有的要素、引導式或練習式、如何引導、詳盡度等） 

7. 短片口語課以什麼方式評量學生的口語交際能力（方式次數、自我評量、合作學習式、

以交際得體應對為主、如何檢視把所學的語言內容融入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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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教師訪談記錄 A,B（逐字稿節錄） 

 

Q1 (a). 如何幫助學生吸收新詞彙和語用表達，轉化為自己的口語表達能力？ 

 

T1：在帶課文前，把生詞用遊戲的方式操練到很熟，套上課文的句子，帶句子的時候就順便上語法，

讓他們在翻開課文前就能自然地說出課文裡的句子。翻開課文後我就不解釋了，至於如何檢視：

在黑板上用圖式和提示的方式寫畫出對話，讓學生了解對話，且看著圖就能複述課本的對話。

我並不是只有畫圖，我可能一個句子裡面摻雜圖，然後有幾個字一兩個字是西文的解釋，然後

有幾個字譬如生字裡面我有的會用拼音，用有圖的、有一些小提示讓他們比較有信心可以看著

這些東西就把剛剛課文練習出來，如果你可以看著圖，你也知道大概在講什麼，你又可以想辦

法把你剛剛課文裡面看到的拼湊出來的話，那就表示他真的吸收到了。 

T2：我覺得語境要充分一點，設想的時候要把語境都整個設想進去，不會只是一個動詞然後你會怎

麼用，也比較容易避免學生犯錯，因為有時候其實看字典，他就會覺得那是動詞嘛，那就主詞、

動詞賓語這樣就好了，但是我覺得要具體，就是給學生一點語境讓他可以真的去練，在那個情

況他可以聯想，比方說你給一個語境，他就想在別的地方只要是類似語境就可以這樣子用[…] ,

比方誇獎這個詞，「獎」有給你獎勵的意思，是上對下才能使用，[…]練習的時候比方說你爸爸

媽媽誇獎過你什麼事情[…]所以先重點提示，給他一個情境然後我一般方法就會開始練。 

T3：1. 以圖卡輔助詞句教學，特別是對詞彙，無法以圖卡教學就以造句方式，用已學過的詞和新詞

造句。2. 中西穿插的方式：先用西文造句，講到所學生詞時，把中文生詞加進去，但使用機率

少。3. 虛詞或連接詞，就讓學生從課文中看實例、看上下文，從閱讀課文去理解。4. 教學著重

發音和語言溝通，學生一律背課文，鸚鵡式學習法，背課文後讓他們角色扮演，以便跟情境結

合、學以致用。5. 以「鸚鵡式」學習法將情境與詞語結合，反覆、模仿、再刺激。啊、吧、啦

這些語助詞讓他們理解就好，因為他們之後會背課文，表演的時候就會融入演戲表達的裡面，

我要求他們背課文不是枯燥地背，我要他們當作在背劇本一樣。如果他有配合、有做作業、有

背課文、然後參與演戲，那就表示他已經能吸收，我覺得學生接受度還算挺高的[...]。 

 

Q1 (b). 針對西班牙學生您認為課堂上什麼方法最適用於培養他們的口語交際能力？學生是

否專心且積極配合？ 

 

T1：以主題活動結合語法點，利用圖卡，告訴同學或聽同學說。我通常比較多的是讓他們去找同學

說，或是說你說一個句子，發給每個人卡片或是什麼的，然後你去說給同學聽或是你去告訴同

學，或是你秀出你的卡片讓同學說出來他想要講的，搭配語法點下去做。 

T2：比方說如果我們要討論一個什麼樣的主題，那我主題可能需要哪一些詞彙或哪一些語法可以用

的，比方特別是那個單元學過的，那我們可能會想辦法要讓學生盡量用，[什麼活動？]如果是報

告的話，我就會要求學生，我給你這些詞彙，那你一定要用幾個，我沒辦法強制他每個都用，

但是我可以說你一定要用幾個，那些基本上應該會是重點詞彙，請他們報告，或是用不同形式，

比方說對話也可以，然後給他們一個情境，租房子，你要用什麼樣的語法、什麼樣的學過的東

西把他租出去，通常是一個報告或是角色扮演之類的，[這兩者適合西班牙語者？]我覺得還蠻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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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教師訪談記錄 C（逐字稿節錄） 

 

Q1. 依據上述設定，如何將短片融合到以「口語訓練」為教學目的的課程中，您認為教學

主體如何發展有利教學目標？（架構、流程、教學比重等）。除了選片和播放，教學上可能

有哪方面困難？ 

 

T2：如果你要用影片呈現的話，我覺得可能那些「語用」方面，因為生詞、語法那些他們在正規課

都會學到，都算是正規課重點，你要開這樣的課的話，你的重點可能會是在整個大語境上面，

所以那些生詞、語法可能就沒那麼重要，因為整個大語境比如語用的東西就是我們正規課很難

練到的，要練習正規課沒有的，所以你選材的時候可能語用的部份都要比較多一點，我覺得語

境、語用點就利用這個時間好好介紹，因為這是正規課比較難做到的，如果你在這裡可以用到

的話，會對學生還有對老師都會有幫助。[…]那些語言之間的關係、他為什麼說這句話，在這裡

介紹是最有用的，這個部份是你的重點，他們「演」其實不是重點，你要他們掌握這個東西他

們才能繼續演，對你來說才有那個成效，不是因為他們愛演你就較他們來演，不是，你還是要

有一些教學目的，我覺教學目的比較是你說的在語用上、還有整個大語境上或是文化上的東西，

在這裡你可能要多琢磨一點。 

我覺得你的構想是蠻好，但是就是如果能選到好片的話，教學才比較不會有問題。材料很

多，可是要選到適合的，比較困難。因為語言內容要完全適合於這個教學，這是最難的，我們

沒有這個資源，我覺得應該要組一個 team，專門在看這些影片，有工作分配，他們必須大量地、

很有意識地看這些影片、知道這個用得到什麼，會是個大工程、會花很多時間，有個 team 來

選會比較好。 

T3：一，著重詞彙學習，用新的詞彙複述影片，影片跟語言內容的關聯就是詞彙，寫詞彙、用詞彙

造單句；二，把特定情境的表達方式背下來，套到影片情境，原封不動講出來。語法因為牽涉

社會語言特徵，學生程度不夠，就不會做過多解釋，比較著重能夠成段地複述所學的內容，先

不需用到自然口語特點的語言結構。我的做法是：要求學生課前看一遍影片→課堂放第一遍→

聽寫記下聽得懂的句子→由記下的句子老師初步了解學生理解的程度→學生以西文講影片內容，

產生多種不同理解版本→放第二遍→分段講解內容→分段解釋詞彙→發下準備好的詞彙練習題

→練寫漢字且以詞彙造句→請學生重新用自己的方式講述影片內容→完全理解→對影片發表心

得。另一個練習是：講解情境語言的表達方式→要求學生背起來→下一堂課再播放影片→在語

言點處暫停或消音→讓學生講出他們背下來的東西。 

T4：可以會話課的方式加以操練，只是教材變成電影文本。問題理解→詞彙、句法練習→開放性討

論→角色扮演等都可進行。主體其實就像會話課，課堂上其實就是操練，一些句子，然後以電

影的內容為主題提問開放性的問題，讓他做長段的發表，長段的發表可以是你題目先給他，題

目是開放性的問題，如果你要更長段的，可以請他們作小組討論。所帶語言點、操練完，然後

提問開放性的問題或理解性都可以，理解式問題短，在開放式問題前…，會話課是這樣做。若

是改成影片語料學習，也是一樣，第一大塊學語言，後面一大塊跟學生開放式討論，如果是會

話為主的話，語言操練的部份就不要放那麼多，看情況，而且你 20 分鐘，不可能全部的語法點

都拿來練習，太多，生詞也會太多，要確認他基本的語法能掌握，字面上的意思有能力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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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短片對白 

 

短片 1：微電影- 花美男阿本帶你【求職向前衝】 

 

場景 1（教學用）： 

本：喂 William 找我什麼事啊？ 

W：你剛在面試啊！哇！什麼公司這麼偉大！會不會上啊！ 

本：你開什麼玩笑啊！是看我要不要去吧！ 

W：也對啦，本系 No.1 的優秀人才欸！ 

W：下個月公司要調我去美國總公司，很久沒看到你 剛好，哇你又找到工作了欸，我想說

那就吃個飯嘛聊一聊怎麼樣？ 

本：我跟你講，我請你吃飯啦！ 

W：好啊，時間地點我再傳簡訊給你。OK 好 掰掰。 

本：你等著瞧吧 囂張鬼！ 

場景 2（教學用）： 

媽：阿本你上個禮拜不是有去面試一家什麼公司嗎？結果怎麼樣？ 

本：沒通知啊 沒上吧。 

媽：那你就應該打電話再確認一下啊！ 

本：不用啦 沒上就沒上啊！反正那間公司也不怎麼樣。 

爸：是你表現不怎麼樣吧！ 

本：你怎麼知道我表現怎麼樣？你又沒看到。 

爸：我倒是很想親眼看看，每次穿個牛仔褲就去面試，頭髮又染得亂七八糟，你要是到我

公司來面試，我看都不看就直接把你刷下來。 

本：哈 那正好，反正我也不想去你公司上班！ 

爸：漂亮，講得好，你講到我心裡想的！ 

媽：吃飯啦！ 

本：我吃飽了！ 

媽：阿本啊 

爸：不要叫他，講他兩句就這個樣子，吃飯！ 

媽：你們兩個喔！ 

場景 3（教學用）： 

媽：兒子啊！唉喲！你爸剛剛說的話的確是衝了點啦，可是你爸說的也不是沒道理啊！ 

媽：他當主管二十幾年了耶！他當然知道這第一印象給人有多重要啊！ 

本：可是媽我不懂欸，為什麼我這麼有實力還要跟大家一樣穿得很像乖乖牌去取悅那些主

考官？ 

媽：哎呦 我的寶貝兒子啊 我們就是從小讓你自由慣了！ 

媽：你想想看，你這樣不拘小節，是不是嚇到了很多剛認識的人啊？你這樣不就失去了讓

人家願意來了解你優點的機會嗎？ 

 



融合短片於中級華語口語表達之教學設計 

220 
 

媽：好啦！不要難過了啦，雖然這次面試沒有過，但是呢 你是不是應該寫個卡片去謝謝人

家？ 

本：哎呦不用了啦！都什麼年代！欸 沒上還寫這個很糗欸！ 

媽：哎呦 什麼年代也有用！你不試試看你怎麼知道？好啦相信媽媽。不要放棄喲！ 

W：等著看你呀！ 

場景：面試模擬 

本：爸，你不是想要看我表現怎麼樣？ 

爸：請舉例說明看看 你的抗壓力。 

本：我曾經三天以內就做出了 proposal，而且還大獲好評。 

媽：請問你有思考過自己 30 歲的定位嗎？ 

爸：覺得自己有什麼優缺點？ 

媽：科技管理的範圍很廣，請問你擅長的是行銷、企劃，還是生管、採購？ 

爸：你覺得我們跟你當初實習的那間科技公司差異在哪？ 

本：現在整個資訊產業早就進入十倍速時代，不只是半導體技術整個資訊科技也是一個非

常重要的資源，他涵蓋範圍是非常全面性非常多元化的，所以在未來這個「多螢化」

的經營，將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趨勢，它包含了數位生活還有資訊應用的科技在裡面。 

本：（接到電話）好 沒問題 

本：YA 他...他們再給我一次面試機會了！ 

本：希望未來呢我在公司可以發揮所學，我為自己訂下的目標是 30 歲以前成為專案主管。 

場景：進入新公司 

本：經理好！ 

經理：來我們公司喔，好好加油啊 

本：是 經理！    ～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短片 2：求職向前衝【第八篇 有禮走天下】 

 

男經理：我是資管部黃經理。 

女經理：我是人資部的高經理，現在請你自我介紹一下。 

本：不好意思喔~~（用手機接電話） 

獨白：近年來很多人喜歡在面試前玩手機打發時間，這都是 NG 的行為！ 

面試時，記得手機務必關機喔！ 

有些不雅的習慣或小動作容易給人缺乏耐性及自信不足的壞印象。 

隨時保持笑容，敲門進入會議室。 

主管請您入座才動作，用雙手接名片，離開前說聲「謝謝，再見」。 

這些禮貌的小動作，讓你在任何場合都無往不利。 

隨時將請、謝謝、對不起掛在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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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單元生詞單 

 

短片 1：微電影- 花美男阿本帶你【求職向前衝】 

 

1. 面試 miànshì N./ V. entrevistas laboral 

2. 偉大 wěidà Adj. grande, principal o primero en una jerarquía 

3. 會不會「上」 shàng N. ser escogido 

4. 開玩笑 kāi wánxiào Frase hecha bromear 

5. 本系 běnxì N. de nuestro departamento 

6. 優秀人才 yōuxiù réncái N. persona inteligente, descatada o apta para 

determinada ocupación. 

7. 「調」我去美國 diào V. trasladar 

8. 地點 dìdiǎn N. lugar, sitio 

9. 傳簡訊 chuan jiǎnxùn Frase hecha mandar mensajes 

10.  等著瞧 děngzheqiáo Frase hecha ¡ya veremos! 

11.  囂張鬼 xiāozhāng guǐ N. persona arrogante. (expresión negativa) 

12.  確認 quèrèn V. confirmar la veracidad de algo. 

13.  反正 fǎnzhèng Adv. sin cuidado, sin interés, de cualquier manera 

14.  表現 biǎoxiàn V./ N. (v.)hacer, realizar (n.)proceder, actuación. 

15.  倒是 dàoshì Adv. (Tono calmante)  

16.  親眼 qīnyǎn Adv. con los propios ojos 

17.  牛仔褲 niúzǎikù N. vaquero, jeans 

18.  染 rǎn V. teñir 

19.  亂七八糟 luànqībāzāo Adj. desorden, está hecho/-a un lío 

20. 「刷」下來 shuā V. eliminar a uno 

21.  的確 díquè Adv. efectivamente 

22.  衝 chòng Adv. feroz, rudo 

23.  道理 dàolǐ N. razón 

24.  主管 zhǔguǎn N. líder, jefe, supervisor 

25.  印象 yìnxiàng N. impresión, sensación 

26.  實力 shílì N. ser una persona con mucha capacidad 

27.  乖乖牌 guāiguāipái N. personas sumisas, obedientes 

28.  取悅 qǔyuè V. complacer a a alguien 

29.  主考官 zhǔkǎoguān N. entrevistador 

30.  讓你自由慣了 ràng nǐ zìyóu 

guànle 

Frase hecha te dejamos demasiado que hagas las cosas a 

tu aire. 

31.  不拘小節 bùjūxiǎojié Frase hecha ser persona no restrictivo a los detalles d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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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a cotidiana. 

32.  嚇到 xiàdào V. asustar a alguien 

33.  失去 shīqù V. perder. no conseguir lo que se espera. 

34.  優點 yōudiǎn N. cualidades (lo contrario de defectos) 

35.  年代 niándài N. tiempo, era, época 

36.  糗 qiǔ Adj. ser vergonzoso, indigno 

37.  放棄 fàngqì V. dejar. rendirse a algo 

 

 

短片 2：求職向前衝【第八篇 有禮走天下】 

 

1. 自我介紹 zìwǒ jièshào V. presentarse 

2. 近年來 jìnnián lái Frase hecha en los últimos años 

3. NG 的行為 NG de xíngwéi N. comportamientos incorrectos, inapropiados. 

4. 務必 wùbì V. tener que, ser imprescindible que 

5. 關機 guānjī V. apagar aparatos 

6. 小動作 xiǎo dòngzuò N. los gestos y las acciones que hacemos 

inconscientemente. 

7. 缺乏 quēfá V. escasear, faltar 

8. 耐性 nàixìng N. paciencia 

9. 自信 zìxìn N. confianza en sí mismo 

10.  不足 bùzú Adj. insuficiente 

11.  隨時 suíshí Adv. en cualquier momento, siempre 

12.  笑容 xiàoróng N. sonrisa 

13.  會議室 huìyìshì N. sala de conferencias 

14.  主管 zhǔguǎn N. jefe, entrevistador 

15.  入座 rùzuò V. sentarse 

16.  動作 dòngzuò V. comenzar a hacer algo 

17.  離開 líkāi V. irse 

18.  禮貌 lǐmào Adj. educado 

19.  場合 chǎnghé N. circunstancia 

20.  把…掛在嘴

上 

guàzài zuǐshàng Frase hecha (las palabras o expresiones) Que las 

mencione con mayor frecuen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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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 短片 2 資訊互補（inforrmation gap）題目範例補充 

 

說明：針對程度較高的中級班，資訊互補將撤換為此短片。 

短片 2：微電影【求職向前衝】邵庭主演。長度 7 分:24 秒 

取自網路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lBOhUxTwsI&list=PLTXDenb3DPQMmlQ2XdD26-SfPZ_

14x6Kd&index=73 

 

資訊交換題目： 

Estudiante A Estudiante B 

 1. 她到一家餐廳去面試，給面試官什麼樣的

履歷表？ 

2. 說到她的工作經驗，你認為面試官覺得怎

麼樣 

3. 她為什麼選擇去這家餐廳面試？面試官

怎麼說 

4. 最後面試官為什麼生氣？他怎麼說？ 

5. 朋友建議有三件事情要注意，你聽、看到

的是哪件事？ 

6. 她朋友建議他用什麼方式做履歷表？ 

7. 朋友建議有四件事情要注意，你知道的

是哪些事？ 

8. 她們去到那家餐廳發現了什麼？ 

9. 面試那天發生了什麼事？ 

10. 面試上了嗎？她看起來怎麼樣？在餐

廳裡遇到誰？ 

 

 

重組段落： 

A 透過外場的服務來提升溝通和協調能力 

B 過去呢我有非常豐富的餐飲經驗 

C 所以我相信啊憑我的熱情 

D 在這邊再一次謝謝你點閱我的履歷 

E 我做這份工作是因為 

F 我一定可以好好勝任這份工作 

G 而且一直以來也對貴公司親切的服務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答案排序：EAGBCF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lBOhUxTwsI&list=PLTXDenb3DPQMmlQ2XdD26-SfPZ_14x6Kd&index=7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lBOhUxTwsI&list=PLTXDenb3DPQMmlQ2XdD26-SfPZ_14x6Kd&index=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