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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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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臺灣各大專院校積極地向國外擴大招生，並提供各項獎學金以

吸引國外學生至臺求學。據臺灣教育部 2014 年之統計，印尼為臺灣第五大

境外生來源國，原因是印尼政府自 2012 年起，即將臺灣列為印尼公費攻讀

博士的四大優先國之一。印尼外籍生來臺求學，雖然課業上以英語授課，但

在日常生活中還是需要用華語進行溝通。在印尼，目前除了缺少針對臺灣日

常生活而設計的教材之外，也缺乏針對印尼人學習華語的特別需求的教材。

根據來臺留學的印尼學生的經驗分享，臺灣與印尼除了在語言上有差異(印

尼語屬於無聲調語言及表音文字)，兩者之社會文化也大不同，尤其對飲食

比一般人講究的伊斯蘭教徒而言，如何適應臺灣的飲食文化便成為了一個挑

戰。有鑑於此，筆者依據印尼學生之留臺經驗，設計最適合將赴臺留學之印

尼母語者的華語零起點短期速成教材，以符合印尼背景學習者的特別需求。 

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和「調查研究法」。首先，本研究探討相關

領域之文獻，包括第二語言教材編寫相關理論、短期速成華語教材編寫相關

理論、教學法以及華語與印尼語的對比分析研究，以作為教材設計之理論基

礎。其次，本研究評析具代表性的兩岸現有初級華語短期教材及應急類華語

相關之教材共 7 套。接著，本研究針對 39 位在臺之印尼籍學生進行問卷調

查，並從中選出 5 位進行深入訪談，以瞭解其對短期速成華語教材的看法及

需求。之後，本研究依據理論探討和需求分析，整理出適合印尼母語者來臺

留學之華語零起點短期速成教材之編寫原則，包括針對性原則、實用性原則、

交際原則、科學性原則、趣味性原則、真實性及多媒體輔助及行動學習，並

依據這些原則編寫內容大綱及單元範例。最後，本研究提出研究總結及對未

來後續研究之建議。 

 

 

  

 



  

 



Abstract 
 

Keywords : Short-term intensive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Teaching Chinese material design, Study in Taiwan, Indonesian 

students 

 

In recent years, many universities in Taiwan have been actively promoting 

their schools globally. In order to attrac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universities have 

provided abundant scholarships opportunities. In the year 2012, the Indonesian 

government announced Taiwan as one of the top four priority countries, where a 

PhD student candidate may apply for government scholarship. Ever since,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the year 2014, 

Indonesia is among the top 5 countries sending its students to receive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Although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is conducted in 

English, Chinese is still the main communication tool for everyday life. Books 

related to the Taiwanese daily life and Chinese language text books for specific 

purposes are very rare in Indonesian bookstores. Based on the experiences of 

Indonesian students studying in Taiwan, living in Indonesia and living in Taiwan 

are totally different, not only in terms of the languages but also in terms of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For example, for the majority of Muslim students, eating is 

a matter of faith in Islam. How to meet their dietary law in Taiwan can be quite 

challenging sometime. So, the author carefully consider the experiences of 

Indonesian students studying in Taiwan to tailor the contents of a short-term 

intensive material, such that it can be an appropriate teaching material for them 

to learn Chinese in the shortest possible time period. 

This study applies the content analysis, survey, and developmental research 

in its methodology. In general, this study can be divided into sixth stages. In the 

first stage, literature related this study, including the study of material design for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 study of material design for short-term 

intensive Chinese course, teaching pedagogy and contrastive analysis between 

 



Chinese and Indonesia languages, were reviewed. At the second stage, the author 

critically evaluated seven Chinese beginners teaching materials and survival 

guidebooks from China and Taiwan. Then, in the third stage, a questionnaire was 

conducted with the sample size of 39 Indonesian students who are currently 

studying in Taiwan, and five of them were interviewed to understand further 

their expectation of a teaching material for Indonesian students planning to study  

in Taiwan. Based on the theories and needs analysis of the students, the author 

compile and formulate several principals in designing a short-term teaching 

material for Indonesian students studying in Taiwan with no previous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experience. Following it, in the fifth stage, the basic outline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 and some selected units of the material were presented as 

examples. Finally,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material are provided for 

future references. 

 

 

 

 

 



v 

目錄 

目錄…………………………………………………………………………………………………………………………v 

表目錄……………………………………………………………………………………………………………… ix 

圖目錄…………………………………………………………………………….…………………………………………x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及動機…………………………………………….……………………………1 

  一、印尼的華語學習熱潮…………………………………………………….…………1 

  二、 臺印尼在教育方面之交流……………………………………………….…………………1 

  三、有關來臺留學生之華語學習需求………………………………………………………4 

  四、教材缺乏針對性…………………………………………..……………………………………5 

 第二節 名詞釋義及研究範圍……………………………………………………..…………………9 

 第三節 研究目的……………………………………………………………………………………………10 

 第四節 研究問題……………………………………………………………………………………………11 

 第五節 研究方法與過程………………………………………………………………………………11 

  一、研究方法之選擇…..……………………………………………………………………………11 

   (一) 內容分析研究法…..…………………………………………………………………11 

   (二) 問卷與訪談調查研究法…..………………………………………………………11 

  二、研究過程……….……………………………………………………………………………………12 

  三、研究品質之維持…………………………………………………………………………………13 

第二章 文獻探討…………………………………………………………..………………………………………15 

 第一節 華語文教材編寫……………………………………………..…………………………………15 

  一、華語作為第二語言之教材編寫原則…………………..……………………………15 

  二、第二語言之教材編寫程序…………………………………………………………………19 

 第二節 短期速成教材編寫特點………….………………………………….……………………21 

  一、短期和速成教學特點……………………………………………………………….………21 

  二、華語短期速成教材之編寫類型…………………………………….……………………23 

  三、短期速成之編寫原則………………………………………………………….………………24 

   (一) 教材課文的編寫原則及情境、話題的選擇……………………..………24 

   (二) 詞彙漢字的取用…………….……………………………………………..…………26 

 



vi 

   (三) 語法編寫要點……………………………………………………………..……………27 

   (四) 練習的編寫要點………………………………………………………………………28 

   (五) 社會文化項目的擇選………………………………………………………………29 

 第三節 適用零起點短期速成課程之教學法…………………………………………………32 

  一、聽說教學法………………………………………………………………….……………………32 

  二、溝通教學法…………………………………………………………………………….…………33 

  三、交際任務教學模式…………………………………………………………………………..34 

 第四節 華語印尼語之對比分析…………………………………………………………………….36 

  一、華語印尼語言的異同 ……………………………………………………………………..37 

  二、印尼母語者華語學習常見的偏誤 …………………………………………………..42 

第三章 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現況與需求分析……………………………45 

 第一節 現有教材分析…………………………………………………………………………..…………45 

  一、教材獲得的方式………………………………………………..……………………45 

  二、選擇代表教材之主要依據…………………………………………………………………45 

  三、各教材及相關研究之簡介…………………………………………………………………46 

  四、教材現況分析…………………………………………………………………………….………49 

   (一) 初級華語教材之分析…………………………………………………………..……49

   (二) 應急類華語教材之分析……………………………………………………………58 

   (三) 短期速成華語教材相關研究與編寫之分析……………………………65 

  五、小結………..………………………………………………………………………………….………68 

 第二節 零起點印尼學生對華語短期速成教材之問卷調查與訪談結果…71 

  一、受訪者問卷調查與分析…………………………………………….………………………71 

   (一) 受訪者來源及背景…………..……………………………………..…………….71 

   (二) 問卷調查內容及實施方式………………………………………………………73 

   (三) 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問卷調查之各題統計結果 74 

  二、受訪者訪談內容與分析…….…………………………………………………………84 

   (一) 訪談對象之背景…………………………………………………………………….85 

   (二) 訪談內容………………………………………………………………………………….85 

   (三) 小結………………………………………………………………………………………….86 

 

 



vii 

 第三節 零起點印尼學生對華語短期速成教材之需求分析…………………….……87 

  一、每課課文所覆蓋的的交際場所及其教學目標之分析…………………..……87 

  二、總結與啟示……….…………….……………………………………………………………….…94 

第四章 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設計原則………………………..………………97 

 第一節 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編寫之原則……………………..………97 

  一、針對性原則…………………………………………………….……………………………..…97 

  二、實用性原則……………………………………………….……………….………………………98 

  三、交際原則………………….……………….………………………………………………………98 

  四、科學性原則………………..………………………………………………………………………98 

  五、趣味性原則…………………...….………………………………………………………………99 

  六、真實性………………………….……………………………………………………………………99 

  七、多媒體輔助及行動學習……………………………………………………………………99 

 第二節 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之設計理念……………………………100 

  一、教學目標……………………………….………………………………………………………100 

  二、內容選擇和組織方式……………………………………………………………………100 

  三、教學方法…………………………….…………………………………………………………101 

  四、學習者的角色…………………………………………………………………………………102 

  五、教學者的角色…………………………………………………………………………………102 

  六、教材的角色………………………………………………………………………………………103 

  七、評量…………………………………………………………………………………………………103 

 第三節 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的選材準則及來源……..…………104 

  一、標音系統與語音編寫原則…………………………………………..…………………104 

  二、詞彙與漢字編寫原則………………………………………………………………………105 

  三、主題編寫原則…………………………………………………………………………………106 

  四、語法句型編寫原則…………………………………………………………………………107 

  五、練習編寫原則…………………………………………………………………………………108 

  六、社會文化編寫原則…………………………………………………………………………109 

第五章 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範例………………………………………………111 

 第一節 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內容大綱…………………………………111

  一、教材的創新與特色…………………………………………………………………………111 

 



viii 

  二、適用對象…………………………………………………………………………………………112 

  三、教材內容………………………………………………………………………………………112 

  四、教學目標…………………………………………………………………………………………112 

  五、教學方法…………………………………………………………………………………………114 

  六、教材內容大綱……………………………………………………………………………………114 

 第二節 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編排與單元架構……………………116 

 第三節 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編寫範例…………………………………119 

第六章 結論與後續研究……………………………………………………………..………………………137 

 第一節 結論…………………………………………………………………………………………………137 

  一、印尼籍學生針對來臺留學前之華語學習需求以及內容…………………137 

  二、來臺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之設計原則與編排方式 137 

 第二節 後續研究…………………………………………………………………………………………141 

  一、試教實施……………………………………………………………………………………………141 

  二、需求分析……………………………………………………………………………………………142 

參考文獻…………………………………………………………………………………………………………………145 

附錄 (一) 需求分析問卷(印尼語版)……………………………………………..……………………151 

附錄 (二) 需求分析問卷(中文版)……………..……………………………………..…………………156 

附錄 (三) 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編寫範例(中文翻譯)..…………………161 

 

 

 

 

 

 

 

 

 

 

 

 

 



ix 

表目錄 

表 一-1 臺灣大專外籍學位生、僑生與語文中心之印尼籍學生人數………………………2 

表 一-2 外籍生在兩岸生活之對照表………………………………………………..………………….6 

表 二-1 各家學者對華語教材之編寫原則……………….……………………………………………18 

表 二-2 短期速成教學之特點…………………………………………………………………………….22 

表 二-3 對外漢語教學初級階段教學大綱—情景大綱…………………………………………26 

表 二-4 各家學者的短期速成之編寫原則…………………………………………………………31 

表 二-5 初級交際情境舉例………………………………………………………………………………...35 

表 二-6 華語與印尼語的對比…………………………………………………………………………………37 

表 二-7 印尼語中欠缺的華語語音成分…………………………………………………………………38 

表 二-8 華印尼單元音對照表………………………………………………………………………………40 

表 二-9 華印尼輔音對照表……………………………………………………………………………………41 

表 二-10 印尼母語者學習華語發音常見的偏誤……………………………………………………42 

表 三-1 初級華語教材列表…………………………………………………………………………………49 

表 三-2 《遠東生活華語(I)》的教材分析表…………….………………………………………………50 

表 三-3 《體驗漢語(生活篇》的教材分析表……………………………………………………………52 

表 三-4 《走進中國(基礎漢語口語)》的教材分析表…..…………………………………………54 

表 三-5 《我在北京(生活篇)》的教材分析表…………………………………………………………56 

表 三-6  應急類華語教材之名單表………………………………………………………………………58 

表 三-7 《生存漢語》的教材分析表…………………………………………………………………………58 

表 三-8 《旅途無憂》的教材分析表…………………………………………………………………………60 

表 三-9 《生活漢語 101》的教材分析表…………………………………………………………………62 

表 三-10 短期速成華語教材相關研究之名單表……………………………………………………65 

表 三-11 《零起點短期速成聽說教材之設計研究》之分析表…………..……………………66 

表 三-12 《對外初級華語教材編寫之規劃設計—以零起點為主》之分析表…………67 

表 三-13 受訪者之者性別統計表…………………………………………………………………………71 

表 三-14 受訪者之年齡統計表………………………………………………………………………………72 

表 三-15 受訪者在臺之求學身份統計表………………………………………………………………72 

表 三-16 受訪者居住臺灣時間之統計表………………………………………………………………73 

 



x 

表 三-17 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根據重要的交際場所之結果排序…74 

表 三-18 華語教材該增加的部分之統計表…………………………………………………………77 

表 三-19 針對印尼學生來臺求學而編製之華語教材之需求統計表……………………77 

表 三-20 最喜歡的上課方式之統計表………………………………………………………..………78 

表 三-21 來臺留學之前特別上準備來臺留學的華語課程之統計表…………………79 

表 三-22 在印尼學習華語方式之統計表…………………..………………………………………80 

表 三-23 在印尼學習華語時間之統計表……………………..……………………………………80 

表 三-24 臺灣學校提供華語課程之統計表…………………………………………………………81 

表 三-25 華語課程列入學分之統計表…………………………………………………………………82 

表 三-26 華語科目歸類之統計表…………………………………………………………………………82 

表 三-27 學校對華語課程收費情況之統計表………………………………………………………83 

表 三-28 華語課本之統計表………………………………………………………………………………83 

表 三-29 訪談對象之基本資料表…………………………………………………………………………85 

表 三-30 各教材出現的場所及出現位置之統計表………………………………………………88 

表 三-31 各場景在不同的教材中預設的學習目標之統計表………………………………90 

表 四-1  交際場所排序與學習內容之範圍………………………………………………………106 

表 五-1  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教學目標 …………………………………115 

表 五-2  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之內容大綱…………………………………116 

 

 

 

 

 

 

 

 

 

 

 

 

 



xi 

圖目錄 

圖 一-1 臺灣大專外籍學位生、僑生與語文中心之印尼籍學生人數成長圖……………2 

圖 一-2 研究流程圖……………………………………………………………………………………………….13 

圖 三-1 受訪者性別之統計長條圖…………………………………………………………………………71 

圖 三-2 受訪者年齡之統計長條圖…………………………………………………………………………72 

圖 三-3 受訪者在臺求學身份之統計長條圖…………………………………………………………72 

圖 三-4 受訪者居住臺灣時間之統計長條圖…………………………………………………………73 

圖 三-5 華語教材該增加的部分之統計長條圖……………………………………………………77 

圖 三-6 針對印尼學生來臺求學而編製之華語教材需求統計之長條圖………………78 

圖 三-7 最喜歡的上課方式之統計長條圖…………………………………………………………78 

圖 三-8 來臺留學之前特別上準備來臺留學的華語課程之統計長條圖………………79 

圖 三-9 在印尼學習華語方式之統計長條圖………………………………………………………80 

圖 三-10 在印尼學習華語時間之統計長條圖…………………………………………………………80 

圖 三-11 臺灣學校提供華語課程之統計長圖表……………………………………………………81 

圖 三-12 華語課程列入學分之統計長圖表…………………………………………………………82 

圖 三-13 華語科目歸類之統計長圖表…………………………………………………………………82 

圖 三-14 學校對華語課程收費情況之統計長圖表………………………………………………83 

圖 三-15 華語課本之統計長圖表……………………………………………………………………………84 

 

 

 

  

 



x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及動機 

一、印尼的華語學習熱潮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使華語文在世界語言中佔有一席之地，

也成為世界各國積極學習的重要語言之一。根據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民國

101 年底的統計1，除了中國以外，印尼是全球華人最多的國家，人數為 812

萬人。長期從事印尼問題和東南亞華人問題研究的溫北炎觀察，在華語熱的

影響下，在印尼不僅學習華語的人增多，尌連當地的印尼原住民也對華語產

生學習熱情(溫北炎，2001)。印尼政府於 1999 年始允許華語教育，而後學

習華語的機構即如雨後春筍般地迅速增加。之後，2007 年 9 月中國於印尼

雅加達成立了第一所孔子學院，而至今孔子學院在印尼共成立了六所。接著，

根據臺灣教育部之統計，印尼學生來臺學習華語之人數每年增加，如表一-1

所示。 

二、臺印尼在教育方面之交流 

近幾年，至臺求學的外籍學生人數大幅增加，除了因受到華語熱的影響

之外，其次是因為近年來臺灣正蒙受少子化的嚴重問題，使臺灣的大專院校

惟恐面臨日後招生不足的狀況。因此，為了解決招生不足的問題，各大專院

校積極地向國外擴招學生。臺灣欲成為東亞高等教育與研究重鎮之願景，目

前是以雙向方式輸出臺灣高等教育產業，透過持續強化招收外國學生來臺留

學政策、擴大招收東南亞留學生及境外開課招生(繆振梅，2012)。如 2012

即年在印尼泗水理工大學(ITS) 設置了印尼臺灣教育中心(TEC Indonesia)，

用以宣傳臺灣各大專院校招收外國學生的訊息或者開辦華語文教學。此外，

為了促進臺灣和印尼之交流，自 2012 年起，臺灣印尼輪流舉辦高等教育論

壇，2014 年時臺灣印尼高等教育論壇於臺灣科技大學登場，共 2 百多位臺

印教育官員及大學代表與會。根據聯合新聞之報導，這次印尼派出高教界歷

                                                 

1中華民國僑委委員(2004)。海外華人人數。2014 年 4 月 1 日，取自 
http://www.ocac.gov.tw/public/public.asp?selno=9429&no=9429&leve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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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臺最大代表團。雙方大學也簽署合作備忘錄，增進實質交流。2 

近年來，來臺印尼籍學生明顯而穩定的成長，以外籍生身份的人數更是

超越了僑生身份來臺的人數，如下表所示: 

表一 - 1 臺灣大專外籍學位生、僑生與語文中心之印尼籍學生人數 

 

(資料來源 :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網站(2015) 大專校院國際學生人數統計。

2015 年 4 月 1 日，取自 https://ois.moe.gov.tw/html/O00Statistics.html#) 

 

圖一- 2  臺灣大專外籍學位生、僑生與語文中心之印尼籍學生人數成長圖 

(資料來源 : 研究者整理自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網站) 

                                                 
2聯合新聞網(2014)。印尼 42 所大學 來臺「高教論壇」。2014 年 11 月 19 日，取自  

http://udn.com/news/story/6928/479467-印尼 42 所大學-來臺「高教論壇」 

計 印尼外籍生 印尼僑生
 計
大專附設華語

文中心學生

98 1,392 615 777 877 877

99 1,487 740 747 784 784

100 1,677 913 764 793 793

101 1,855 1,055               800 868 868

102 2,043 1,174               869 1,009                 1,009

103 2,345 1,374               971 976 976

年

度

學位生 非學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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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0

913

1055

1174

1374

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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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 976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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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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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800

1,000

1,200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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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數

學年度

正式修讀學位外籍生 大專附設華語文中心學生 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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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示，來臺尌學的印尼籍學生，不論是正式修讀學位、僑生、或

者是在華語文中心學習中文的人數，每年人數都在持續增加。值得關注的是，

98 年度正式修讀學位的外籍生人數比僑生和華語文中心學生的人數還來得

低，之後每年的人數穩定增加，直到103年度由正式修讀學位的外籍生領先。

而將來印尼外籍生的人數會持續增加，其原因如下述: 

首先，是印尼-臺灣DIKTI3+1的專案
3
。由印尼及臺灣教育部部長於 2011

年 5 月簽訂了「臺印高等教育合作瞭解備忘錄」，印尼教育當局預計推動政

策鼓勵印尼大學講師進一步攻讀博士學位，並希望逐年補助公費生至臺灣攻

讀碩、博士學位。另將推動兩國校際合約，進行交換學者及雙聯學位計劃。

顯然，據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司長楊敏玲表示，2013至 2014學年度間，

印尼在臺修讀短期及學位課程的學生共有 2,183 人，名列臺灣第 5 大境外生

來源國。此外，臺灣的高等教育受到印尼政府之高度肯定，印尼政府自 2012

年起，將臺灣、德國、奧地利與紐西蘭，列為印尼公費攻讀博士的 4 大優先

國。4 

其次，是由印尼亞齊省提供的獎學金亞齊政府獎學金(Beasiswa 

Pemerintah Aceh)。印尼亞齊省政府於 2004 年南亞大海嘯災害時損失近三千

位優秀人才。為積極重建其政府高級人力資源，亞齊省政府與臺灣教育部達

成協議，雙方於 2010 年簽署合作備忘錄，並由臺灣教育部授權「菁英來臺

留學辦公室」協助亞齊省政府選送公費生來臺之尌學費用撥款及學生事務處

理之相關事宜。 

接著，臺灣各大學開始積極與國外大學合作雙聯學制，因此，以英語

授課的課程愈來愈多，也吸引了不少印尼學生來臺求學。近年來，臺灣各大

學為了開拓學生國際視野，以迎接全球國際化趨勢的挑戰，而提供了多元化

學習方式，推動全英語授課。
5
根據 2014 年教育部的全英語學程清單，全臺

有 42 所學校提供英語授課的課程，其中臺灣科技大學提供英語授課的尌有

                                                 
3教育部菁英來臺留學辦公室。合作單位與專案。2014 年 4 月 1 日，取自 

http://www.esit.org.tw/project.php?&lang=tw  
4
見註解 2 

5中華民國外交部(2012)。2014 年教育部全英語學程清單。2014 年 4 月 1 日，取自 

http://www.taiwanembassy.org/public/Attachment/42423242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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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個學院，主要集中在研究所，共 34 系所，領域相當齊全。另外，國立臺

灣大學 102 學年度國際學生申請入學簡章中顯示有 66 個系所(碩博班)提供

英語授課的6。但相對的，各校對外籍生的要求也保持一定的水準，如臺灣

科技大學招生策略多元且嚴謹，錄取學生頇在校成績 80 分以上，及托福成

績 550 分以上，這些資格規定對於招收優質外籍研究生為目的之國際生政策

值得肯定。7由此可見，英語授課可擴大招生能量，更能吸引印尼籍學生，

因對印尼學生而言英語至少比華語來得更熟悉。雖然，印尼學生在臺灣之課

程以英語授課，但在日常生活中還是需要用華語進行溝通。也因此，學生出

發前先學習華語有利於快速地適應臺灣生活。 

三、有關來臺留學生之華語學習需求 

目前在臺灣有不少以修讀學位為目的之外籍生華語文教學的相關研究，

如舒兆民(2012)8、黃馨誼(2013)9及林宜樺(2009)10。但這些研究主要是以學

術目的之華語課程 (Chinese for academic purpose)，主要是加強學生的華語

能力以克服課業上所遇到的困難。此外，其研究對象之華語程度非零起點。

而以臺灣實際生活為內容零起點短期速成聽說教材之研究，則僅郭雯琪

(2009)11及張寶榆(2010)12的相關研究。前者之研究主要是改善原有教材之教

學法，且研究對象是在臺灣尌業以英語為母語的外籍人士，多半為年齡超過

三十歲之社會人士；後者乃是研究適用於淡江語文中心之短期教材。其研究

對象雖多半是印尼籍學習者，但其華語程度非零起點。然而，與華語零起點

之印尼母語者為對象相關之教材研究仍嫌不足。 

                                                 
6臺灣大學國際事務處網站(2009)。102 學年度國立臺灣大學國際學生申請入學簡章。 

2014 年 4 月 1 日，取自

http://www.oia.ntu.edu.tw/oia/public/share/files/oia/intl_degree_student.pdf  
7
 Study in Taiwan(2011)。大學校園國籍學生學習環境調查訪評計畫 - NTUST。 

2014 年 4 月 1 日，取自 http://www.studyintaiwan.org/survey/~NTUST.html 
8
 舒兆民(2012)《以修讀學位為目的之外籍生華語文養成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 

9
 黃馨誼(2013)《學位預備華語聽力教材編寫研究》 

10 林宜樺(2009)《針對來華留學生攻讀學位前之學術目的華語文課程設計》 
11

 郭雯琪(2009)《零起點短期速成聽說教材之設計研究》 
12張寶榆(2010)《對外初級華語教材編寫之規劃設計—以零起點為主》 

 



第一章 緒論 

5 

四、教材缺乏針對性 

在印尼，目前除了缺少針對臺灣日常生活而設計的教材之外，也很少

針對印尼人學習華語的特點而設計編寫之教材。根據筆者周遭的印尼同胞的

分享，他們在印尼時使用了中國大陸的教材，導致他們在臺灣的日常生活溝

通上面臨了許多問題。筆者認為有針對性的教材才能協助學習者更快地融入

當地的生活環境及帶有真實感。因兩岸教材之差異，除了語言結構、文化上

的差異，主要差異還是外國人在不同的環境生活尌會面臨不同的問題。因此，

不同的問題也會影響他們對教材單元內容的需求。譬如，筆者在 2005 年剛

來臺灣時也曾遇到過溝通上的問題，其中讓筆者印象最深刻的是「拐」字。

人最深怕在異地迷路，所以出國前學習用目標語問路是非學不可的，例如「左

拐和右拐」。筆者到了臺灣才發現「左轉和右轉」更符合臺灣的習慣用法。

若筆者使用的是臺灣教材，筆者也不會面臨以上的問題。還有到郵局開戶時，

郵局人員叫筆者輸入密碼，筆者頓時反應不過來，首先筆者不懂密碼這個詞

的意思，其次，筆者在印尼經驗，開戶是不需在現場設定密碼的。此外，印

尼人口超過二億四千萬，是全球人口第四大的國家13。印尼人亯奉多種宗教，

其中亯奉伊斯蘭教的人口所占比例最大。每個宗教有不同飲食禁忌，例如亯

奉伊斯蘭教得遵從宗教的飲食法律，即不吃豬肉及任何豬製品，如培根、火

腿及含豬油食物，也不吃含血的食物，如豬血糕，不能吃含酒精的食物及飲

料。而含有豬肉、血、酒類的食物恰好是臺灣很普遍之飲食習慣。為了協助

伊斯蘭教學生應付飲食方面之問題，在編寫點菜單元時而特別站在學習者之

立場，針對學習者的需求，打破現有教材的框架，教他們如何確保自己在飲

食上不犯忌，如學習看菜單及詢問方式等。而這個生活與文化問題是目前華

語界尚未關注到的。 

 除了語言結構上的差異，臺灣與印尼之社會文化方面也大不同，對短期

速成教學而言，將文化知識與交際有直接關係的相關亯息教給學生是最有效

率的方法。如前面所述，印尼教材缺乏針對性，其中很少針對臺灣的生活背

                                                 
13

 Negara dengan Penduduk Terbanyak di Dunia, RI Masuk 4 Besar(2014 年 3 月 6 日)。Detik。

2002 年 8 月 18 日，取自

http://finance.detik.com/read/2014/03/06/134053/2517461/4/negara-dengan-penduduk-terbanya

k-di-dunia-ri-masuk-4-be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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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一般的教材還是中國出版的，因此教材以中國為生活背景居多。雖然中

國臺灣都是漢語圈地區，但對外國人而言，兩者的社會文化差異很大，也因

此在編寫時必頇考慮學習者將來會到哪裡使用華語。然而，教材內容設計最

重要的是必頇提供最關鍵、最真實及最實用的語料。所以，為了體現短期速

成教材的「針對性、實用性、真實性」，首先必頇先了解臺灣的生活環境，

這樣才能對症下藥。為了更詳細了解外籍生在兩岸生活環境的差異，以下筆

者根據自己在兩岸的求學經驗整理出兩岸日常生活中所面臨的生活差異。 

表一-2 外籍生在兩岸生活之對照表 

場 

所 臺灣 –臺北市求學 中國大陸 - 北京市求學 

 

餐 

廳 

/ 

飯 

館 

1. 清真餐廳不普及，但素食餐廳非常

普及 

2. 不會直接稱服務生為「服務生」 

3. 點菜時服務生不會刻意詢問客人

有沒有什麼不吃的。 

4. 白飯、湯匙 

5. 外帶免費提供免洗餐具 

6. 一般湯及飲料自取 

1. 在大陸清真餐廳很普及 

2. 直接稱服務員為「服務員」 

3. 點菜時服務員常問說「有沒有忌口」 

4. 稱白飯為米飯、湯匙為勺子 

5. 用免洗餐具反而要額外付錢 

6. 開水需要額外吩咐 

學 

校 

餐 

廳 

/ 

食

堂 

1. 校內沒有清真餐廳、但素食者很多

選擇 

2. 自助式(自己或者賣家夾)，以秤重

計算 

3. 要付現金 

4. 白飯以碗計算(一碗/大碗、小碗) 

5. 水餃以顆數計算 

1. 校內有兩家清真餐廳、至於素食沒

有特別標明。 

2. 大多數由賣家夾菜，以各道菜來計

算 

3. 校內的食堂幾乎都只接受學生卡結

帳，付現的餐廳比較貴 

4. 米飯以重量計算(一兩/半兩) 

5. 水餃也以重量計算(一兩) 

商

店 

1. 一般的便利商店或者超市的服務

員結帳時會提醒客人要不要打統

一編號(統編) 

2. 一斤=600 公克 

1. 店員不會特別詢問客人是否需要打

統編 

2. 一斤=500 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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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眾 

運

輸 

1. 捷運站牌、公車站牌、地標翻譯的

系統不一致。除了用漢字，偶爾用

英語、通用拼音、威妥瑪拼法或者

漢語拼音，如: 光一個木柵有四種

拼法(Mucha、Muzha、Mujha，和

Muja) 

2. 公車裡面只有漢字 

3. 下車一定要按鈴 

4. 捷運裡的廣播以四種語言播放(英

語、華語、臺語、客家語) 

5. 買火車票不需要護照 

1. 地標、地鐵站牌、公交站牌翻譯系

統具一致性，都由漢字和漢語拼音

顯示或者英語翻譯， 

  如: 牡丹園(Mudan Yuan)、國家圖書

館(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2. 公車裡面都有漢字和漢語拼音 

3. 公車每一站都會停，所以下車不用

按鈴 

4. 大眾運輸一般以英語和華語播放 

5. 買火車票要用護照 

計

程

車 

1. 計程車 

2. 稱司機為「先生、大哥、叔叔」 

3. 搭車提供路名即可 

4. 搭車相對安全 

1. 出租車 

2. 一般稱司機為「師傅」 

3. 搭車不要講路名，最好能告訴大指

標 

4. 很多黑車，搭車更需要留意 

問

路 

1. 左、右轉 

2. 左、右、前、後指方向 

1. 左、右拐 

2. 東、西、南、北指方向 

開

戶 

 

學校會建議在學校的郵局開戶 

1. 在臺灣開戶必須親自出面辦理開

戶手續(無法代辦) 

2. 開戶需要提供印章(所以開戶前需

要先刻印章)、具備雙證件(外國人

開戶除了護照還要提供統一證號) 

3. 會提供存摺 

會選擇一般的銀行 

1. 學校會提前幫學生辦好，註冊時學

生會拿到提款卡，然後拿提款卡到

銀行辦理開通手續 

2. 外國人開戶不需印章(用簽名)，帶護

照即可 

3. 銀行不提供存摺(所以需要開通網路

銀行) 

寄

包

裹 

1. 可以從家裡打包好才帶去郵局。郵

局人員不會檢查裡面的東西，只是

會口頭上提醒裡面不要裝禁止用

品 

1. 寄包裹到國外時，需要把東西帶去

裝，並且由郵局人員將東西過目過

才能裝入特定的箱子 

 

 



零起點華語短期速成教材之設計理念—以赴臺留學之印尼語背景學習者為例 

8 

居

留 

手

續 

1. 辦理簽證的單位叫內政部移民署

服務站(簡稱移民署) 

2. 需提供居住證明書，若住外面就需

要向房東要租屋契約，然後帶相關

資料到移民署辦理，或者等移民署

人員在學校開辦接受。 

3. 十四工作天後，移民署會發一張卡

片稱做居留證、居留證上會有統一

證號。 

4. 臺灣統稱 Indonesia 為印尼 

1. 辦理簽證的單位叫公安局出入境管

理處(簡稱公安局) 

2. 註冊時要帶住舍登記表及相關資

料，付一百元人民幣即可委託學校

相關部門代辦 

3. 居留證明會貼在護照上，沒有額外

提供什麼證件 

4. 中國統稱 Indonesia 為 

  印度尼西亞 

醫

療 

 

1. 留學生(除了陸生之外) 居留滿四

個月後，即應依法參加「全民健康

保險」，辦理手續由學校代辦。費

用和學費單一起繳，所以每個留學

生會有健保卡，看病住院都能用健

保卡減輕費用 

1. 每個留學生註冊時需要買醫療保

險，但保險公司只對嚴重大病或者

嚴重意外理賠 

 

居

住 

1. 學校不為語言中心的學生提供住

宿。 

2. 在臺灣需要自己自理生活環境，包

括做垃圾分類及知道垃圾車的時

間 

3. 水電費得看住宿條款 

1. 無論語言中心學生或者學位生都有

保留住宿，一般都住在留學生公寓。 

2. 住宿設備良好，每天有人清潔房

間、到垃圾、洗廁所、換棉被，且

有廚房可以煮東西 

3. 住宿已包含水電費 

校

園 

服

務

單

位 

1. 學校專為處理留學生的事務的單

位為國際事務處(簡稱 OIA) 

2. 只有對教職員稱「___老師」，對其

他人在學校上班的都稱「___小姐/

先生/助教」。 

1. 學校專為處理留學生的事務的單位

為留學生辦公室(簡稱留辦) 

2. 所有在校上班的行政人員，不分男

女都統稱為「___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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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希望藉由以上兩岸生活差異的整理可供編寫教材時參考，若針對臺

灣生活為背景的教材，尌必頇注意臺灣當地的習慣用語，教材內容越貼近臺

灣的日常生活會越好，以達到教材最基本的原則針對性、真實性及實用性。 

李泉(2005)認為第二語言教材尤其要注意針對性問題。「針對性」不

單單是因教學對象的多國別而來，他們之間在學習目的、方式、時程、語言

和文化背景、社會習俗、思維方式、價值觀等方面，也存在程度不同的差異

性。即使是同一國別和母語的學習者，他們之間的學習動機、學習興趣、性

格、認知、愛好，以及對目標語國家的情感態度等也存在差異性。 

基於以上，本文擬從教材角度出發，編寫出一套符合零起點印尼母語

者學習需求之華語教材。以讓學習者在短期內能夠掌握在臺生活的日常用語，

並解決一般生活溝通上的困難。此即本文最初的研究動機。筆者欲透過印尼

學生之留臺經驗編出一套符合印尼母語者之學習需求。 

第二節 名詞釋義及研究範圍  

1. 華語 :  

即臺灣所稱的「國語」、中國大陸的「普通話」、香港的「普通話」、

新加坡的「華文」。在臺灣以中文為第二語言教學時，稱做「華語」，在

中國則稱做「漢語」。 

2. 零起點華語文教材 : 

指為從未學過華語、聽不懂而且不會說華語的外籍人士所編寫的華

語文教材。 

3. 短期速成教材 : 

在本論文中所研究與討論的華語短期課程則八週，每週課時為 3 個

小時，一週完成兩課，總時數為 24 小時。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以第

二語言教學的觀點來探討目前零起點華語短期教材的現況，針對印尼籍

學生剛抵達臺灣時在食衣住行上會面臨的問題，外國人在公共服務機構

需辦理之手續及日常生活文化方面等急需問題，進而設計符合印尼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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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學習需求、對其來臺前較為實用之華語教材。此外，教學的重點並

非完整的語法系統和聽說讀寫各項技能，而側重聽說技能的訓練，以培

養學習者之交際能力。 

4. 印尼籍學生 : 

本論文中所探討的「印尼籍學生」乃來臺尌學的印尼籍人士，其母

語非華語，並以印尼語作為第一語言，從小在印尼語環境長大，可流利

的使用印尼語及英語(托福成績高於 550 分)者。 

本研究對象主要是目前正在臺灣修讀正式學位，或者是於華語中心

學習華語之印尼籍學生。其在臺尌讀正式學位之課程是以英文授課者為

主，且在抵達臺灣時之華語程度為零起點。筆者選擇曾有留臺經驗者為

研究對象，主要考量有經驗者才能清楚瞭解初來臺生活時，可能面臨的

各種情境，及注意事項。 

5. 來臺華語學習 :  

來臺灣主要目的為學習華語，如: 到師大國語中心、輔大語言中心

等機構學習華語。一般簽證頒發之停留時間不超過兩年。 

6. 來臺攻讀學位 : 

來臺灣攻讀正式學位。學士班修業期限以四至六年為限；碩士班修

業期限以一至四年為限；博士班修業期限以二至七年為限。 

第三節 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的現況，如:近年來臺印在教育方面之交流情況、在印尼缺少

針對臺灣為背景之教材等，此外，筆者身在臺灣有利於方便獲得真實語料。

因此，本研究旨在設置合適於來臺留學為目的的印尼籍學生，設計實際有效

的零起點華語教材。筆者認為在教學上使用專門針對印尼母語的零起點華語

教材不僅能符合學習者及教師的需求、學習環境和學習條件，且能提升教學

的效果。原因目前在印尼使用的教材多由中國大陸和新加坡出版。對留臺的

學習者而言，使用大陸的教材存在一些問題:第一，兩岸三地用語差異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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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第二，教材內容以中國的社會文化為背景，其內容不符合以留臺為目的

學生。第三，前述教材僅為翻譯成印尼語，並沒有特別針對印尼母語者的學

習難點、學習特點及社會文化背景。因此，筆者認為，在教學上使用專門針

對印尼母語者華語學習難點及印尼人的文化背景的教材最為恰當，也能提升

教學效果。 

綜上所述，本研究旨在以印尼籍學生留臺的需求為基礎，從學習者的角

度出發，歸納出有針對性、實用性的零起點華語短期教材。期望學習者在短

期內，能有效地使用華語進行日常交際能力，同時能了解臺灣之社會文化。 

第四節 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的研究目的，本研究欲探討問題如下:  

一、 印尼籍學生針對來臺留學前之華語學習需求為何?其內容需求為何? 

二、 來臺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編寫設計原則為何? 

 其內容選擇、編排方式為何? 

第五節 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節將說明本論文之研究方法、研究過程以及需求分析。首先，介紹本

論文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內容分析法」及「問卷和訪談調查法」；其次，

針對研究流程的內容做說明；最後為說明研究品質維持。 

一、研究方法之選擇 

 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及「調查研究法」。以下列出詳細的內容: 

(一) 內容分析研究法 

 內容分析法包括文獻探討和教材評析。另外，教材評析則是為了進行需

求分析。本文將蒐集與分析零起點華語短期的相關教材，如兩岸具有代表性

的著名教材《遠東生活華語》(遠東圖書公司出版)及《體驗漢語》(高等教育出

版社)等，以找尋現有教材的優缺點，並從分析的過程中找出值得效法或擴

展之處。筆者除了評析現有的教材，更進一步擴大分析範圍，參考若干應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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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的華語教材，如為至中國旅遊者而編寫之旅遊指南書，因為這類教材的使

用對象為零起點學習者，也會提供很多中國的知識，相亯可從其中找出值得

學習的特點。除此之外，筆者也會將以往相關論文主題納入討論。 

(二) 問卷與訪談調查研究法 

 調查研究法是研究者採用問卷及訪談。以調查印尼語背景學習者的華語

學習現況，學習難點以及其對於零起點華語短期教材的看法與需求。本文關

注的群體為在臺灣之印尼外籍生，研究重點在於他們剛到臺灣時常面臨到的

各種溝通問題，如在臺的行政手續及日常生活文化方面等問題與相對應之華

語學習需求。 

 訪問部分，為了更深入了解受訪者在臺灣日常生活常面臨之問題，筆者

從同一群的受詴者中再選出幾位進行追蹤訪問。接著，根據他們的意見做進

一步分析，以找出共同點，做為零起點教材的編寫依據及規範。 

二、研究過程 

 本節是針對本論文的資料蒐集及研究過程的說明。教材之發展過程，筆

者將教材製作過程分成五個階段，詳細研究流程如下 :  

 首先，蒐集與第二語言學習相關之專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碩博士論

文、學術期刊論文等，以及與教材編寫的理論基礎、初級華語教材的編寫原

則、短期速成華語教材、教學法、印尼與華語的對比分析等相關文獻。目的

在於歸納出適合零起點華語教材的編寫原則。本文除了親自搜集紙本資料外，

也會透過網路資源搜集文獻，包括中國知網(www.cnki.net)。 

 其次，蒐集現有初級華語教材，選出具有代表性的兩岸初級短期華語教

材及應急類華語教材。筆者詴圖通過對教材場景、話題、編排等方面之考察，

分析其共同特點，並評析其缺點和不足。有關獲得教材的方式、教材選擇之

依據、教材明細表等請見本論文第三章。 

 第三階段為需求調查與分析，藉由問卷調查及訪談，針對目前還在臺灣

求學且在臺時間不超過 30 個月的印尼籍學生，以了解受其在臺灣日常生活

 

http://www.cnki.net/


第一章 緒論 

13 

中經常面臨的溝通問題、對華語教材的看法及對華語教材之需求。最後根據

調查結果整理出需求分析。問卷、訪談內容及實施方式的詳細說明請見本論

文第三章。 

 第四階段為教材設計與規劃。根據所蒐集的資料和需求分析的結果，建

立針對來臺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之編寫準則與內容，接著並進

行編寫內容大綱規劃及單元範例。 

 最後階段為未來相關針對本研究之建議。完成內容大綱後，接著提出針

對來臺學習之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之研究限制以及對未來研

究發展的建議。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與教材編寫規劃階段如圖一-2 所示: 

 

 

 

 

 

 

 

                    圖一-2 研究流程圖 

三、研究品質之維持 

筆者希望本研究具有參考價值及確定的操作可能性。為了避免研究過程

上的缺失，而影響了研究品質，所以在參考文獻、教材選擇、受訪者的掌管

等各方面，將透過以下的方法維持研究品質: 

提出教材設計原則 

文獻及需求分析整理 

華語零起點短期速成教材之規劃及單元範例 

研究結論與後續研究 

 

現有教材分析 問卷調查及訪談學習者 

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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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的對象為目前還在臺灣求學之印尼籍留學生，因其有留學經驗，

方才知道臺灣的生活環境，其提供的亯息亦較可靠與實用，能提供意見使初

抵臺灣的印尼新生能迅速地適應臺灣生活。其住臺灣的時間不超過兩年半，

是因為臺灣的環境變化很大，尤其是臺北地區，如，2014 年底，捷運線的

名稱多加了數字，板南線改號為 5 線等。除了政府方面的訊息，學校也不斷

改善以便利外籍生在臺的生活，如:臺師大每逢新生註冊時，會安排移民署

官員在特定的時間到校，如此學生尌不用去移民署辦居留證。所以必頇抓住

新的亯息，方能讓教材內容不過時，跟上時代。 

 訪談部分，筆者從問卷填寫者中再選出幾位進行追蹤訪問。為了公平，

受訪對象的選擇會考慮三個方面，一為受訪者之性別，以平衡男女人數；其

次為受訪者在臺灣求學背景之多樣化；受訪者會是語言中心的學生和學位生。

最後，受訪者的宗教亯仰之多樣化。印尼人口超過二億四千萬，是全球人口

第四大的國家14。印尼人亯奉多種宗教，其中亯奉伊斯蘭教的人口所占比例

最大。每個宗教有不同的飲食禁忌，例如亯奉伊斯蘭教者需遵從宗教的飲食

法律，即不吃豬肉及任何豬肉製品，如培根、火腿及含豬油的食物；也不吃

含血的食物，如豬血糕；更不能吃含酒精的食物及飲料。為了獲得客觀的結

果，筆者會訪問亯奉伊斯蘭教之受訪者，如此教材方能凸顯其針對性。 

現有教材部分，筆者除了在臺灣出版之教材，也親自到中國大陸各大書

局蒐集與研究相關的教材。筆者分析的教材共七套，其中五套都在中國出版

的，出版日期離現在近，出版單位亦大有名氣，如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

育出版社等。教材選擇方法的詳細說明請見本論文的三章。 

本研究在編寫教材範例的過程也會盡力維持教材品質。首先，課文內容

的編寫會以理論為基礎；其次，將與教材分析的結果結合；最後，將根據臺

灣的實際情況而編寫課文內容。

                                                 
14Negara dengan Penduduk Terbanyak di Dunia, RI Masuk 4 Besar(2014 年 3 月 6 日)。Detik。

2002 年 8 月 18 日，取自 

http://finance.detik.com/read/2014/03/06/134053/2517461/4/negara-dengan-penduduk-terbanya

k-di-dunia-ri-masuk-4-be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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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探析零起點華語短期速成教材中有關印尼籍學生在臺灣所

面臨的溝通障礙，以及其對教材的需求和看法。本章主要目的為整理相關理

論。第一節探討華語教材編寫原則、教材分類與編寫程序，希望藉此為本研

究的教材設計尋求定位點。第二節整理短期速成華語教材編寫之特點及原則。

第三節則是評析教學法之相關理論。最後，本章並整理歸納有關華語與印尼

語的對比或者印尼籍華語學習者的常見偏誤相關之研究論文。 

第一節 華語文教材編寫 

 呂必松(1996)指出，教材是課堂教學的基礎和主要依據，要提高課堂教

學的質量，尌必頇有理想的教材。而對理想教材的最基本的要求則是能夠激

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學習熱情，易教易學。 

 劉珣(2000)提到，教材是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所依據的材料，是總體教

學設計的具體體現，除了反映培養目標、教學需求、教學內容、教學原則之

外，同時也是課堂教學和測詴的依據。教材體現了語言教學最根本的兩個方

面:教什麼和如何教。 

 吳勇毅(2012)提到，教材是涉及授課內容的各種材料，在教學活動中佔

有重要地位。教材必然反映一定的教學理論，是課程設計和教學大綱的具體

體現，為課堂教學和測詴評估提供了依據。 

 綜上所述，教學能否達到目標與使用的教材有密切的關係。因此，教材

編寫的過程不可輕忽，必頇根據一定的編寫理論來完成一本理想的教材。 

一、華語作為第二語言之教材編寫原則 

 有關第二語言教材編寫的原則，以下整理華語教學界學者，如呂必松、

束定芳等、劉珣、李泉，所提出的編寫原則及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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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必松(1996)對各種類型教材普遍適用的原則為: 

1. 實用性原則:教學內容符合學生的交際需要，內容必頇是學生所需

要的、常用的。 

2. 交際性原則:語言材料必頇有交際價值，語言材料的組織要接近真

實生活，使學生身臨其境。 

3. 知識性原則:教學內容要包含學生感興趣的新知識，使學生不但能

學到語言，而且還能增加知識。 

4. 趣味性原則:教材的內容和形式生動有趣，不至於使學生感到枯燥

乏味。 

5. 科學性原則:第二語言教材的語言要規範，對有關知識的介紹和解

釋要科學，教學內容的組織要符合語言規律。 

6. 針對性原則:編寫第二語言教材要先了解所編寫的教材適用於哪一

種教學類型、哪一種課程類型、及哪一種教學對象等。 

 束定芳等(1996)認為教材應遵循以下原則: 

1. 真實性原則:強調語言材料要真實地道，能反映目標語社群的真實

語言使用情況。 

2. 循序漸進原則:遵循從易到難、從舊到新的原則。 

3. 趣味性原則:語言材料要有趣。 

4. 多樣性原則:要選擇不同題材、體裁和語域的文章。 

5. 現代性原則:語言材料要貼近生活，讓學習者學習現代語言 

6. 實用性原則:教材編寫要與實際能力養成目標密切配合，適合社會

和使用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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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珣(2000)針對教材編寫提出以下原則 : 

1. 針對性:教材要適合學習者的自然條件、學習目的、程度、學習時

限等各種因素，並確定所編教材適用於哪一種教學類型或課型。 

2. 實用性:語言材料必頇源於真實生活的情境，要滿足學習者當前學

習和未來生活的實際需要。 

3. 科學性:教材要能體現語言教學的規律性和語言知識的準確性。 

4. 趣味性:教材必頇引起學習者的興趣，反映現實問題，並加大文化

量。同時，語言教材的形式、風格要具備多樣性。 

5. 系統性: 教材要著重語言要素及專項技能的平衡學習，學生用書、

教師手冊、練習本等要分工合理，初中高不同的階級要銜接等等。 

  李泉(2005)提出，教材編寫的基本原則有下列十項 :  

1. 定向原則:要能確定針對何種教學類型、編寫哪一類教材、教學對

象為何、何種等級、編寫幾本、多少學時學完等。 

2. 目標原則:根據學習者的需求分析，使編寫重點能參照教學目標與

課程目標，並將教學環境和學時學制納入考量等。 

3. 特色原則:以新理論和新觀念來支持教材的特色與新意。 

4. 認知原則:教材應考慮教學對象在語言習得中的認知因素，包括了

解學習者的學習策略和交際策略，並加以合理的引導和利用。 

5. 時代原則:教材編寫所涉及的種種面向應體現出知識、觀念和教學

法的更新，並反映學科發展的新成果和編寫教材的新水準。 

6. 語體原則:教材選擇的語體要明確、典型、多樣化，使學習者能根

據不同的溝通內容、溝通場合，來選擇恰當得體的目標語。 

7. 文化原則:融合目標語文化教學的意識，以提升學習者在跨文化溝

通時在具體情境中處理文化差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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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趣味原則:教材要有趣味性，並設法讓學習者感到教材的內容既有

趣又有用，且教材的形式既賞心悅目又方便實用。 

9. 實用原則:教材內容要考慮實際應用價值，課文內容取向、詞彙語

法的選擇、情境設置和功能項目的安排等都要有利於教材總目標的

實現，以滿足學習者的實際需要。 

10. 立體原則:教材的設計和編寫應包括練習冊、教具影音等現代化科

技的教材，且立體化方向製作發展。 

表二- 1 各家學者對華語教材之編寫原則(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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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以上學者所提出來的編寫原則，可得知學者的看法基本上大同小

異，其中實用性、針對性、趣味性和科學性原則已成為人們的共識，也因此

應列為教材編寫應遵循的基本原則。而諸如真實性、交際性、文化原則、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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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等原則，所提出來的理論亦很合理。因此，在編寫教材的過程中，筆者會

根據教材編寫目標，從多方面的角度來參考或使用最適合短期速成教材之編

寫原則。 

二、第二語言之教材編寫程序 

 有關第二語言教材編寫之程序，國內外第二語言教學專家，如呂必松

(1996)、Brown(1995)、李泉(2005)及李明(2005)，已針對教材編寫程序提出

以下看法: 

呂必松(1996)認為要編寫出理想的教材，必需把前期的準備工作做好。

前期的準備工作包括: 

1. 確定總體設計方案和教學大綱。 

2. 對有關的情況進行調查和研究，包含教學對象特點、有關教學單位

的課程設置、教學設備和教師的職業素質、對教材的要求等的了解。

教學對象的交際範圍和交際特點等。 

3. 對已有的同類教材和相關教材進行比較分析，了解其優缺點，作為

編寫新教材的參考。 

4. 對有關的基礎理論、教學理論和教學法研究的成果進行分析。 

5. 制訂教材編寫方案，包括以下內容 : 教材的類型(教學目標，起點

和終點，編寫方法，適用於什麼教學類型、課程類型和教學對象等)、

教材的特點(創新及特色)、教材的結構和體例、以及教材的使用說

明。 

 Brown(1995)則表示選用教材有三個策略，分別為選用既有教材

(adopting)、自行研發新教材(developing)以及改編現有教材(adapting)。其中，

自行研發新教材有七個步驟，每一個步驟都必頇不斷地反思、修正，並以第

五至第七點為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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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確立總體教學及課程大綱 (overall curriculum) 

2. 了解需求 (needs) 

3. 確定目標 (goals and objectives) 

4. 測驗 (tests) 

5. 教材編寫 (creating) 

6. 進行教學 (teaching) 

7. 評估教材 (evaluating) 

 李泉(2005)提出的教材編寫基本程序則有四大要點: 

1. 教材編寫的思想準備:教材編寫者應時時警惕教材編寫不易，如此才能保

有認真學習的態度，編出高品質的教材。 

2. 教材編寫的理論準備:第二語言教材的理論包含三個層面，包括第二語言

教學學科理論、相關學科理論以及標的語的語言學理論。面對不同派別

理論時，應秉持著開放態度，盡可能兼容各家思想的長處。 

3. 教材編寫的資料準備:所謂資料準備包括蒐集、篩選、研究、分析。其中

包含四種不同面向的資料，包括第一，與教材編寫有關的文章，尤其是

與欲編教材相關者；第二，具代表性之第二語言教材，特別是與欲編教

材同類別者；第三，教學大綱；第四，與欲編教材有關之目標語素材，

以為教材內容提供資料準備。 

4. 教材編寫方案的制訂:教材編寫方案的制訂涉及八項工作；一是教學對象

的需求分析，二是明確教材編寫目標，三是思考教材的創新與特色，四

是確定教材編寫原則，五是規劃教材的體例與構成，六是訂定實現目標

和保證創新的措施，七是制訂一個具體的編寫方案，八是制訂一個適合

的工作程序和時間表。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李明(2005)提到有關編寫短期速成教材工作之建議和策略。一為加強對

短期速成初級漢語教學特點的認識，以進一步明確教材編撰的指導思想；二

為加強基礎理論研究，只有依據一定的理論，才能確定教材編寫的基本路子；

最後則是做好調查和分析工作。李明並強調進行教材編寫前需要做好調查和

分析工作的部分，總共分成四個工作為: 

1. 編寫前需對教材使用對象進行較全面的調查與分析。調查範圍包括:背景、

現有水平、學習動機和目的、具體需求、學習時間、學習環境。 

2. 要對現有這類教材進行調查和分析，包括話題內容、編寫體例、語法項、

詞彙量、字詞處理方式、練習設計、可操作性各方面。 

3. 要對相關的第二語言教材和國外的同類教材進行調查和分析。 

4. 對現有教材使用情況的調查。設計教師問卷和學生問卷，以了解教材的

使用情況、學生對教材的接受度的反饋進行調查分析。針對不足的地方

進行改進，使新的教材越編越好。 

 以上四位學者的所提出來的教材設計之程序基本上大同小異。四位學者

對前段的準備工作非常重視，尤其是調查學習者之背景，以了解學習需求；

另外，要進行現有教材的全面分析，以取長補短。至於對教材編寫後的教材

評估工作有兩位學者 Brown(1995)和李明(2005)提到。強調教材完成後，需

更進一步地進行教材使用調查，且將根據教材使用者的反饋不斷地改善教材

內容。 

第二節 短期速成教材編寫特點 

一、短期速成教學特點 

李明(2005)建議在編寫短期速成教材工作之前，首先需加強對短期速成

初級漢語教學特點的認識，以進一步明確教材編撰的指導思想。以下根據華

語教學界者針對短期速成教學特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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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2 短期速成教學之特點(研究者整理) 

作者 短期速成的特點 

馬箭飛 

「速成」是指人們習得第二語言的普遍需求，速成教學就

是在相對短的時間內，使用特殊手段使學習者在語言知識

和技能上獲得教大成效。 

速成之教學特點為短期、強化、速成。馬箭飛(2000)
15 

盧曉逸、 

朱子儀 

短期漢語教學的特點: 靈活、實用、系統、速成(強化)。 

(盧曉逸、朱子儀，1997)    

李德鈞、 

翟艷 

速成教學脫胎於短期漢語教學。二者都是強化教學，但速

成教學的強化程度更高。 

「速」是指完成培養的時間短，既是單純時間意義上的

速，又是教學材料上的「精」。 

「成」 是指在一定的時間內達到一定的目標，即階段性

目標。(李德鈞、翟艷，1997) 

李明 

「短期」是相對於長期而言的，從教學時間來看，通常是

在半年以內，有的只有一兩個月或者幾周時間。 

「速成」則除了時間也不長以外，更強調的是一種教學的

優化效率。 

短期速成教學不是一種系統的語言教學，教學的重點並非

完整的語法系統和聽說讀寫各項技能，而是側重聽說能力

的訓練。 

總的來說，短期速成教學是一種時間短、要求高、針對性

和實用性都很強的教學模式。 

(李明，2006)16 

崔永華 

語言速成教學(或稱語言短期強化教學)表現為學習者在相

對短的時間內獲得相對多的語言技能和知識。 

(崔永華，1997) 

                                                 
15參照馬箭飛 (2000)。《以交際任務為基礎的短期教學新模式》。世界漢語教學，第 4 期。 
16參見李明(2006)。《短期速成初級漢語教材特點分析》。人文叢刊第一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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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華語短期速成教材之編寫類型 

馬箭飛(2000)提出現有的漢語短期教學模式可以概括為以下幾種類型: 

1. 側重某種技能的教學: 側重聽說而捨棄讀寫技能或側重讀寫技能

而輔以聽說訓練的教學。 

2. 以情景—話題為中心的教學: 模擬留學生來華的生活與學習的過

程，選擇交際中涉及的一些主要場景，圍繞一些常用話題進行教

學。 

3. 以意念—功能為中心的教學: 選擇意念—功能大綱中的一些常用

專案，與語言結構結合後進行教學。 

4. 以常用句型和詞彙為主的教學: 針對初級水準學生，選擇使用頻率

較高、體現漢語語法特點的一些句型進行教學。 

5. 語言學習與文化遊覽相結合，以上這些教學模式的側重點雖然不同，

但它們大都強調對語法專案的掌握，強調達到學習的最終目標。 

 交際任務由交際目的、語言功能、語境、話題和語言要素等幾方面的因

素構成，具有以下特點:  

1. 明顯的目的性。一項交際任務尌是讓學習者完成交際中的具體活動或是

排除交際中的具體障礙，所以總是明確具體的; 

2. 明顯的功能性。每項交際任務都含有一項或幾項語言功能，如表達功能、

人際功能、互動功能、調節功能、工具功能、啟發功能等等，或獨立運

用或綜合運用於交際任務中;  

3. 具有明顯的情景性和話題性。一般來說它總是與典型場景或典型途徑相

結合，圍繞一定的話題或是在一定的交際活動範圍內展開，並與它們建

立相對固定的聯繫。此外，以話語、語篇為基礎的語言材料也是完成交

際任務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交際任務的這些特點，非常適合於以培養

語言交際技能為目標、教學週期較短、追求教學高效率並具有明顯實用

性、靈活性和趣味性的短期強化模式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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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短期速成之編寫原則 

盧曉逸、朱子儀(1997)表示教材必頇有針對性，如需針對學習者的語

種和文化背景，因不同的學習者有不同的特點、不同的教學系統會編出不同

類型的短期教材。為了編出一套針對行強，又具有較強系統性的短期漢語教

材，編寫之前要先對國內現有短期教材進行全面、認真的研究，將漢字、詞

彙、語法點(句型)、功能項目、文化內容進行統計，再把漢語水平考詴大綱

作為參照坐標。 

(一) 教材課文的編寫原則及情境、話題的選擇 

 李泉(2005)表示語言教材一般都是詞彙、句型、課文和練習等部分組成

的，其中課文通常作為教材的主題。課文豐富多彩多姿的包容性和教學目標

的多元性，決定了它在語言教材中的重要價值和地位。 

郭志良、楊惠元、高彥德(1995)課文編寫原則是以話題為明線、主線，

以語法為暗線、副線，重在實用，力求有趣，是為教學對象提供規範、常用

的言語交際模式，並培養他們的交際能力。 

1. 要慎重篩選話題，為話題定性、定量:因為教學對象的自然狀況與

學習目的差別也很大，且成年人學習外語常急於求成。因此，應依

據實用原則選擇課文話題，最大程度地滿足教學對象的學習需要。

此外，為所選話題設計真實、有趣的情節，避免脫離言語交際實際

的傾向。而話題編排順序，既要依據其實用程度，又要考慮到學生

交際活動的時間發展順序及交際場合的不斷擴大，同時也要兼顧語

法點的合理安排。 

2. 課文語體的編排:加強聽說訓練，儘快提高學生的口頭表達能力，

是基礎階段漢語速成教學的主要任務。 

3. 注重課文的趣味性:課文是教材的核心，一部教材是否有意思，往

往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課文本身。趣味性較強的課文，不僅能保護

學生自發的學習積極性，而且能不斷地激發學生學習語言的能動性

和自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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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文的趣味性主要來自於幾個方面: 

1. 話題典型、實用: 課文所選的話題應是教學對象普遍遇到的，而且

是他們急需學習的典型話題，而感興趣的話題。 

2. 情節真實、有趣: 為所選話題設計真實、有趣的情節，避免那種脫

離語言交際實際的傾向。 

3. 語言生動活潑: 課文語言既要規範鄭重，又要生動活潑，耐人尋味，

符合短期、速成學生的學習心理，能激發他們的學習熱情。 

馬箭飛(2000)提出針對漢語短期教學模式之類型，其中以情景—話題為

中心的教學。教材會選擇交際中涉及到的主要場景，圍繞一些常用話題進行

教學。吳勇毅(2012)也表示，以情境大綱編寫的教材對於二至八周的短期學

習或以快速進入華語社會生活為目的的學習是相當有效的。 

據上述學者對華語短期速成之主題建議，筆者最後決定採用以場景為主

要內容，並根據楊寄洲(1999)所提出的理論。「場景」意為「場合和情景」。

在編寫初級華語教材時，語境的設置一定要注意結合學生的生活和學習實際。

要儘量避免出現學生難以介入或不可能介入的情景，從而減輕學生理解的難

度，也減少老師在課堂教學中講解的時間。情景是學習者最初交際的物質環

境。而在這個物質環境中又有各種語境。在教學中能夠真正使句法結構、句

子功能和語境三者結合起來的是情景。制定一個情景大綱可以較好地規範初

級階段教學對情景的選擇，同時根據情景，看看學習者在這些環境中的活動

需要哪些語言項目。 

綜合上述，學者建議教師從初級學習階段開始尌要重視語境，因為語境

是把結構和功能合起來的黏合劑。此外，設計的情境都是選取自留學生現實

生活中，都有真實的人物和事實為根據。因此，為了能滿足教材使用者的學

習需求，筆者將參考楊寄洲(1999)針對初級階段所設計教學大綱中的 36 個

交際場所(見表二-2)，作為問卷內容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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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3 對外漢語教學初級階段教學大綱—情景大綱 

飛機場 飛機上 海關 出租車 宿舍 校園 

教室 辦公室 食堂 商店 市場 服裝店 

飯館 圖書館 閱覽室 體育場館 郵局 銀行 

書店 理髮店 電影院 展覽館 博物館 音樂廳 

劇場 報刊亭 電視 小吃店 酒吧 朋友家 

車站/    

售票處 

公共汽車/

地鐵 
旅館 電話亭 醫院/藥店 公安局 

(資料來源: 楊寄洲(1999)。對外漢語教學初級階段教學大綱。北京:北京語言文

化大學，304)  

(二) 詞彙漢字的取用 

李明(2006)表示詞彙教學是第二語言教學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教材對

詞彙的處理，包括對詞語的選取、詞彙量的控制、詞彙的編排方式和詞義的

注釋等都會直接影響到詞彙的「教」與「學」的效果。一般說來，漢語速成

教材大都採取隨文出詞與補充詞相結合的辦法。因此這類教材在詞彙處理上

的關鍵在於提供哪些補充詞，依據什麼規則提供補充詞。下面結合教材的實

例詴作一些分析。 

1. 根據生詞所歸話題加入補充詞語。如「吃飯、點菜」的話題，為了

讓學生知道更多中國菜的菜名，尌在專有名詞和替換部分又列出特

色菜菜名。 

2. 根據詞彙構造特點和語義，及語法特點加入補充詞。利用構詞特點

（相同語素），如：「球迷」被列在生詞表中，替換練習部分尌增加

補充詞語：足球迷、籃球迷、等等。 

3. 利用語義特點（反義或近義），如「開門」列在生詞裡，補充生詞

則加上反義詞語「關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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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利用語法特點加上根據詞在語法上的分類，配上相應的補充詞，是

這類教材最普遍使用的方法之一。例如，「你忙嗎？ 我很忙。」為

了反覆操練這一形容詞謂語句，尌再充一組形容詞「累、餓、渴」，

以供替換。 

楊寄洲(1999)指出一部具有科學和實用性的初級華語教材，在詞彙的安

排上必頇做到: 

1. 保證常用詞的重現率。 

2. 每一課的生詞要控制在一定的數量範圍內，不能有的課多、有的課

少。 

3. 教材的大部分生詞應在大綱允許的詞彙範圍之內。 

(三) 語法編寫要點 

 李明(2006)分析各套華語短期速成教材並提出結論。李明認為速成漢語

教材很少專門系統地講解漢語語法，而多採用突出基本句學習的方式將語法

方面的知識融入，以實用為目的，使學員學會用漢語而不是將注意力集中在

關於漢語語法的專門知識上。李明並歸納出短期速成教材處理語法的方式

為: 

1. 突出關鍵句，培養學生對句子整體認記的能力 

強調句子的整體認記，是一種合適強化速成教學且有效的方法。從每一

課的對話中歸納出一些有關某一話題最常用的語句，並將這些句子排列

在一起，放在課文對話前面。 

2. 關鍵句、對話、替換練習三者有機結合 

 關鍵句的教學當然不是孤立進行的。一般說來，速成初級漢語教材的正

 文由三個部分組成這尌是：基本句（關鍵句）、對話和替換練習。 

 基本關鍵句、對話、替換練習是速成漢語教材的三個重要組成要索。速

成教材對關鍵句的歸納比較廣泛，是一種隨文而擇的句子，並不局限於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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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語法意義上所概括出的句型，實質上尌是對有關某些話題最常用表述方式

的一種概括。筆者從教學實踐中體會到，讓學生熟記一些關鍵句，對他們在

較短時間內應付最基本的日常交流很有幫助。 

 (四) 練習的編寫要點 

 郭志良、楊惠元、高彥德(1995)認為語言能力主要是練出來的，而不是

教出來的。因此，練習編寫的好壞，至關重要。設計練習的原則應該是: 

1. 練習為學生服務: 學生是學習的主體，他們學習漢語是為了運用漢語在

一定範圍內進行交際，以提高交際能力。交際能力包括口頭交際能力和

書面交際能力。初級階段主要是提高口頭交際能力。 

2. 練習為教師服務: 教師是課堂上教學的組織者。練習為教師服務尌是為

教師備課提供方便，為教師組織課堂教學提供科學的練習方法和優質的

練習內容。練習內容尌是選擇編排的練習內容要有實用性、趣味性、知

識性、交際性、科學性和針對性。 

3. 練習為課堂教學服務:設計練習的時候頇充分考慮課堂教學的特點，便於

在課堂教學中完成。 

4. 練習為技能服務: 練習要落實到幫助學生提高語言技能和語言交際技能

上。 

 在短期速成教學中，口語表達訓練是一個重點， 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

迅速提髙學生的開口率，是教學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應當盡可能多

提供學生實際言語交際能力的練習。例如，可以多設計一些看圖說話、兩人

一組的對話、模仿表述、成段表達等，以達到強化口語表達訓練的效果。初

級短期速成漢語教學的目的尌是要培養學生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語交際能力，

因此，實際情景的練習是不可或缺的一項重要內容。 

課內練習是基本語言技能的訓練，是為了發揮鞏固所學知識的作用， 練

習題可以緊緊圍繞每課所涉及的詞語和語言點來設計。具體樣式又可分為個

人實踐、二人配對實踐、小組實踐以及在老師帶領下的集體實踐等。這類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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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要儘量做到針對學生已有的水準來設計，要具有可操作性，同時便於教師

檢査，避免流於形式。 

 楊寄洲(1999)表示練習是教材的重要組成部分，它體現編者的編寫思想

和所遵循的教學法原則。對外漢語教學的主要目的是培養學生的語言能力和

語言交際能力，練習要為現實這一目的服務，遵循「理解-模仿-記憶-應用」

這一學習規律，做到層次分明，由簡到繁，由淺入深，由死到活。楊寄洲亦

將練習分類如下: 

1. 理解型練習目的在讓學生對課文所講的語法點、詞語的意義能夠通過有

關練習項目項目獲得理性的認知，從而加深理解，像選詞填空、組句、

連句成段等。 

2. 模仿記憶型練習:一種機械性的練習，像替換練習、模仿造句等。 

3. 智力開發型練習: 培養學生聯想能力和創造能力的練習，像完成句子、

造句、說出某個句子的使用語境等。 

4. 交際型練習:一種活用練習，目的在於表達能力的培養像完成會話等。 

 練習要注意把機械練習與活用練習結合起來，把語義理解練習和語境語

用練習結合起來，把課堂練習與課外練習結合起來。使練習更有利於激發學

生的表達欲望，更有利於學生積極主動地學習和習得華語，使練習的體系更

加科學有效。 

(五) 社會文化項目的擇選 

 劉珣(2000)表示語言與文化相互依存、密不可分。要真正理解或研究一

種文化，必頇掌握作為該文化符號的語言；而要習得和運用一種目標語，也

必頇同時學習該語言所負載的文化。對目標語的文化了解越多，越有利於語

言交際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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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語言和文化在教材中的結合，李泉(2005)提出四個初步工作 : 

1. 加強理論研究:清楚了解文化知識在語言教學及教材的地位、以了

解兩者結合的意義、目的、途徑、方式等。 

2. 進行文化差異的系統調查:對教材中所涉及的母語和目標語雙方的

文化進行系統調查，使教材中的文化知識介紹有針對性，並有可靠

的依據。 

3. 進行文化知識項目的科學分類:按照文化與語言交際的疏密程度，

這樣才能真正起到促進語言學習的作用。 

4. 進行文化項目的科學篩選:必需在客觀的項目中進行嚴格的篩選，

因為即使是有用的項目中，也有一個直接、間接、首要、次要的問

題。 

 赫克托〃漢默利(Hector Hammerly 1982)將目標文化教學的講述分成三

個部分17
: 

1. 成尌文化 : 某種文明中的標記性事物 

2. 亯息文化 : 某一社會所重視的亯息種類 

3. 行為文化 : 幫助人們駕馭日常生活的知識 

 此外，學者也認為，從外語學習的初級階段起，重點尌是放在行為文化

上，因為此與交際較有直接的關係。而行為文化可以更進一步分類成 : 

(1) 被彰顯的文化 

(2) 被忽視的文化 

(3) 被隱瞞的文化 

  

                                                 
17李敏辭和沈建青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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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珣(2000)針對對外漢語的文化教學，提出以下三個教學方法 : 

1. 通過註釋直接闡述文化知識 

2. 文化內容融會到課文中去 

3. 通過語言實踐培養交際能力 

根據以上學者對短期速成內容之編寫原則，筆者整理如下表。 

表二- 4 各家學者的短期速成之編寫原則(研究者整理) 

 針對性 實用性 交際性 科學性 趣味性 真實性 

課文 郭志良 
楊寄洲郭

志良 

馬箭飛郭

志良 
郭志良 郭志良 郭志良 

詞彙漢字  楊寄洲  
李明 

楊寄洲 
  

語法  李明     

練習 郭志良 郭志良 
郭志良 

楊寄洲 

郭志良 

楊寄洲 
郭志良 楊寄洲 

社會文化 李泉  
劉珣 

漢默利 
李泉   

 綜上所言，短期速成之課文編寫方面，課文內容要符合實際，課文主題

也必頇針對學習者之需求。此外，語言要生動自然，不要一直圍繞某幾個句

型或語法點。詞彙漢字編寫方面，漢語速成教材大都採取隨文出詞，強調常

用的詞彙，但詞彙量必頇控制在一定範圍內。在語法編寫方面，速成漢語教

材很少專門系統地講解漢語語法，而多採用突出基本句學習的方式將語法方

面的知識融入，以實用性為主。在練習編寫方面，短期速成教學中，口語表

達訓練是一個重點。因此應當盡可能多提供給學生實際語言交際能力的練習，

讓學習者在短時間內，提高開口率。在社會文化方面，目前語言教學和文化

教學結合不緊密，因此如何處理文化知識與交際有直接關係的相關亯息，將

其融入到語言教學是應該受關注的焦點。最後，因考慮到本教材的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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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希望學習者在短時間內可迅速達到學習效果，故筆者列入李泉所提出的立

體原則，也尌是除了教科書的設計外，會利用多媒體等素材。其目的在於讓

學習者可獨立自習，以方便他們預習及複習。此外，為了讓立體的概念更具

體化，筆者將立體原則改稱為多媒體輔助及行動學習原則18。 

第三節 適用零起點短期速成課程的教學法 

 由於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是屬於短期課程，目的在使學生

來臺前先掌握基本的華語溝通能力。此教材以聽說教學法、溝通教學法和任

務型教學法為主。 

一、聽說教學法  

聽說法是把聽說放在首位，主張先用耳聽，後用口說，經過反覆口頭操

練，最終能自動化地運用所學語言材料的一種教學方法。聽說法的教學過程，

按特瓦德爾(W. F. Twaddell)的歸納，分成五個階段:認知、模仿、重覆、變

換、選擇。 

 徐子亮、吳仁甫(2005)針對聽說法的基本原則為: 

1. 聽說領先 

2. 反覆實踐 

3. 以句型為中心 

4. 排斥或限制母語 

5. 對比語言結構，確定教學難點 

6. 及時糾正錯誤，培養正確的語言習慣 

 

 

                                                 
18

承蒙曾金金老師的建議，將立體原則改稱為多媒體輔助及行動學習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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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淑貞等(2008)對聽說教學法之教學運用為: 

1. 教師帶領覆誦，學生不看書，句子不宜過長。 

2. 文法變化的運用，例如量詞變化、「了」的完成式用法。 

3. 代換練習，例如「他是美國人」，「美國人」可以換成「中國人」等。 

 聽說法注重聽說(主要是說)，忽視讀寫，把「語」和「文」分開。用這

種方式訓練學習者的口語培養較好，但因過分強調機械訓練使學習枯燥無味、

引不起學習者的興趣，也忽視了學生語言基礎知識掌握和語言運用能力的培

養。此外，學習者只能流利地說出一些正確的句子，但難以具備在一定的情

境下進行語言交際的能力. 

二、溝通教學法 

溝通式教學法特別強調溝通技巧的訓練。在語言學習上，學生往往知

道語言的使用規則，卻不知如何使用語言。良好的溝通能力不僅頇具備語法

能力，還要具備語言多樣的認知能力，針對不同的情境、對象，適當地使用

語言。溝通教學法強調，語言結構或詞彙的習得是為溝通作準備，目標在使

學生能用目標語溝通，知道語用的規則，以作良好的溝通。 

 Brown(1994)將溝通教學法歸納出以下六點特色: 

1. 溝通能力及其組成要素(語法、語言功能、策略能力等)都是課堂教

學目標。 

2. 教學設計是為了實際應用語言達到溝通目的，因此語言結構與形式

並非重點。 

3. 使用語言的流暢性與正確性都影響溝通，若無法兩者兼顧，則應以

流暢性為重。 

4. 學習的最終目的是將所學應用在未經彩排的課外情境，故課堂中的

活動設計應提供相關訓練，使學生可在真實世界中的不同環境下應

對自如。 

 



零起點華語短期速成教材之設計理念—以赴臺留學之印尼語背景學習者為例 

34 

5. 學習者應了解自我學習風格，並發展合適的學習策略。 

6. 教師並不是知識傳授者，而是在教學過程中扮演引導者、協助者的

角色，帶領學生透過與人互動建構屬於自己的意義。 

溝通教學法之優點乃是使用教材大都以溝通為主，學生會有較大的成

尌感，也較能提高學習興趣，但因少了較高級的閱讀欣賞，對於第二語言國

家的文化，將無法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三、交際任務教學模式 

馬箭飛(2000)提出，漢語交際任務教學模式是短期漢語教學的一個教學

模式19。該模式主張以交際任務為教學組織單位，讓學生通過大量的交際性

操練掌握相應層級和數量的漢語交際任務項目，以提高學生的漢語交際能力。

漢語交際任務是為學生學習服務的，要考慮任務項目是否是學習者最常用、

最急需的項目，是否是學習者最可能遇到的交際障礙。對這些項目進行分類

時，也要考慮學習者邊學習邊生活的應用需求，在任務項目之間建立相關的

聯繫。 

交際任務由交際目的、語言功能、語境、話題和語言要素等幾方面的因

素構成，具有以下特點: 一是明顯的目的性。一項交際任務尌是讓學習者完

成交際中的具體活動或是排除交際中的具體障礙;二是明顯的功能性。每項

交際任務都含有一項或幾項語言功能;三是具有明顯的情景性和話題性。一

般來說它總是與典型場景或典型途徑相結合,圍繞一定的話題或是在一定的

交際活動範圍內展開。交際任務的這些特點，非常適合於以培養語言交際技

能為目標、教學週期較短、追求教學高效率並具有明顯實用性、靈活性和趣

味性的短期強化模式的教學。 

實施以交際任務為基礎的短期教學必頇考慮以下幾個要點: 

1. 以漢語交際能力的培養為目標。 

                                                 
19 參見馬箭飛《新模式—以交際任務為基礎的漢語短期教學》，《世界漢語教學》2000 年

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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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交際任務為基礎和核心。 

3. 以模擬交際活動為重點:在課堂上，讓學生按照交際任務所描述的

任務目標實際參與，進行相關的交際性操練。 

4. 以學生為中心:學生成為參與交際活動的主要角色，需按照交際任

務目標，依賴其他同學的幫助完成課堂活動。教師主要是協調和促

進學生之間以及他們與各種交際活動之間的交際過程，或者充當交

際活動中的某個獨立的角色。 

5. 提供典型交際性場景和途徑。 

6. 強調真實性。 

7. 組合式與螺旋型上升:即根據學習週期、學習需求、學生水準靈活

地把相關交際任務專案組合成課程內容。 

8. 有效的語言要素。 

9. 成尌感:確保每一次課堂教學都能讓學生完成一項或幾項交際任務

機。 

中國國家漢辦《漢語交際任務項目表》將初、中、高三級交際任務分

別加以分類，並提供具體項目。其中，初級項目根據交際任務的主題特徵分

為基本交際類、生存類、社會活動類、個人亯息類和綜合亯息類等五大類。

根據各主題所涉及的交際範圍，進而分為 26 類，並再具體描述為一百個交

際任務項目。如表二-5 所示。 

表二-5 初級交際情境舉例 

分類 項目範圍 項目描述 

生 

存 

類 

換錢取錢 
了解或說明匯率、學會兌換方法 

學會簡單的開戶、存錢和取錢 

問價購物 
了解或說明商品的單位或價格 

了解或說明某商品的主要特點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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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或說明自由市場的商品種類、學會討價還價 

點菜吃飯 

了解或說明中國飯菜的主要種類、學會點菜 

了解或簡單說明菜系的特點 

了解或說明常見飲品的種類和特點 

尋醫問藥 

了解或說明人體主要部位的名稱 

了解或說明常見病狀 

了解或說明某藥品的主要功能和使用方法 

了解或說明醫院各科室的分類，學會掛號就醫 

生活服務 

了解或說明理髮、照相、洗衣等的服務項目和價格 

了解或說明某項服務的主要內容 

了解或說明某項服務質量的優勢 

尋求幫助 

了解或說明緊急情況下尋求幫助的方法，學會請求別人幫助 

學會問路 

學會請求轉告 

學會辦理簽證、居留證等的手續 

(資料來源:馬箭飛(2000)。以「交際任務」為基礎的漢語短期教學新模式。世界

漢語，2000，4，87-93) 

第四節 華語印尼語之對比 

 本節分成兩個部分，首先，將華語與印尼語在語言形式上(包括語音、

語法結構、詞彙等)進行對比，以確定其相同點和差異點。希望透過對比，

編者能抓住學習者的學習難點與重點，進行選擇排序，並編製特殊練習，以

提升教學效率。其次，將探討有關印尼母語者學習華語之偏誤分析。盛炎

(1990)強調偏誤分析對教材編製之重要性，因透過較全面的科學方式來分析

學習者的中介語，那麼編者以此為基礎編寫出來的教學語法尌比較容易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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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內在語法」掛鉤，成為他們可以接受的事。 

 在教學策略方面，曾小紅(2004)提出，教師只有了解或精通學生母語，

才有能力預測學生的學習難點，才會對學生的錯誤或疑難敏感，才能準確地

了解學生的學習障礙，編寫教材的時候才能寫出更精確的註釋，才能更好地

組織課堂教學，才能更好地進行科學研究20。筆者認為在編寫教材時也應當

如此，編者不妨先了解學習者的母語系統，使教材之編排上達到最好的效果，

同時讓教師在課堂上有效率地進行教學。 

一、華語印尼語言的異同 

 華語屬於漢藏語系(Sino-Tibetan languages)，印尼語則屬於南島語系

(Austronesian family)；漢語是孤立語 (Isolating language)，又叫分析語

(Analytic language)，印尼語是黏著語(Agglutinative language)，兩者有極大的

差異。 

 由整理出的華語印尼語對比研究項目，便可更了解華語與印尼語之間的

基本差異。筆者參考江書宏(2013)、徐富美(2006)及網路蒐集資料，整理出

華語印尼兩種語言的差異，並列表比較。 

表二-6 華語與印尼語的對比 

 華語 印尼語 

文 

字 

表意文字 

- 漢字是表意文字，不直接表示音

位或音節的字母，漢字同意義直

接聯繫。 

- 漢字與語音沒有直接聯繫。 

 

表音文字 

- 印尼語使用 26 個羅馬字母來表示

印尼語的音，通過字母的排列組

合形成詞。 

- 印尼語的畫面形式和讀音有一定

聯繫，學會字母的發音，就可以

讀出印尼語詞。 

                                                 
20參照曾小紅(2004)。論對外漢語教學中學生母語的作用和地位。雲南師範大學學報。2004

年 6 月第二卷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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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 聲調語言，分為:平、上、去、入、

輕聲 

- 詞的語音結構 

一個漢字只有一個音節 

 

 

 

 

- 無聲調語言，一重音區別。 

- 詞的語音結構 

印尼語一般由一個至五個音節組

成的，例如 

單音節: dan  

五個音節: pe-ri-ba-ha-sa 

大多數音節是由一個母音和一個

輔音結合而成的，例如：na-ma 

表二-7 印尼語中欠缺的華語語音成分 

 

 

 

 

 

 

 

 

 

 

 

 

 

 

 

更詳細的語音對比詳見表二-7 和表二-8 

華語 印尼語 

聲調 (輕聲加四個聲調) 無 

塞音清音送氣  

〔pʰ〕〔tʰ〕〔kʰ〕 
無 

舌尖後音塞擦音和擦音  

〔tʂ〕〔tʂʰ〕〔ʂ〕〔ʐ〕 
無 

舍面音塞擦音擦音清音 

〔tɕ〕〔tɕʰ〕〔ɕ〕 
無 

前圓最高  

〔y〕 
無 

後展中高  

〔ɤ〕 
無 

後展最底 

〔ɑ〕   
無 

詞 

彙 

- 華語的同音詞多 

- 漢語的外來詞主要來自於英語和

日語，採用的形式有音譯、音譯加

表意、音譯與意譯結合、直接借用

四種主要形式，如 

Mercedes = 賓士 

- 印尼語大量引入外來語，以荷、

英等歐洲語言為主，兼有梵、阿、

漢語等。大量的國外品牌、名人

不採用翻譯，少數以意譯、去掉

或者改一兩個字，甚至縮略，如 

Mercedes = Merce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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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urant = 飯館/餐廳 

Air Condition = 冷氣 

- 以複合詞構詞多，如 

「生」= 出生、誕生、生育、生產、

降生、生命等。 

 

Restaurant = Restoran 

Air Condition = AC 

- 以詞綴構詞多，如 

se-, me-, di-, ber-, memper-, per-an, 

ke-an,ter-, me-kan, di-i, ber-an, 

ber-kan 等。 

Lahir (出生/誕生/生育) 

Melahirkan :她今天生小孩。 

Dilahirkan : 耶穌在馬槽裡誕生。  

Kelahiran: 今年的出生率很低。 

語 

法 

- 修飾語在前，如 

紅筆 

短褲 

- 詞序 

在結構簡單句，漢語中起作用的是

詞序。漢語詞由於沒有形態變化，

因而詞序較固定。漢語句子通常的

詞序為:主語+謂語+賓語+補語，詞

序的改變會造成句子基本意義的

改變，或導致句子不成立。 

- 修飾語在後 

Boplen merah. (筆紅) 

Celana pendek. (褲短) 

- 主+謂結構，印尼語句子通常包括

主語和謂語兩大成分，主語表示

句子說的是「什麼」或「誰」，是

謂語的陳述對象；謂語說明主語

是「什麼」或「怎麼樣」。 

Itu perpustakaan. 那是圖書館。 

(不同於華語，印尼語省略「是」) 

(資料來源: 研究者整理自江書宏,2013、徐富美,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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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歸納華語與印尼語的輔音及元音之差異，以下參考葉德明(2005)、

王玉芳(2010)，整理如下表 :  

表二-8 華印尼單元音對照表 (印尼語有▲，華語有● )，括弧裡面的符號﹝﹞

是 IPA，黑色的羅馬字是漢語拼音和藍色的字是印尼語拼音。 

 

(資料來源 : 筆者參考葉德明(2005)。華語語音學-語音理論(上篇)。臺北:師大書

苑，106；王玉芳(2010)。整理而成。) 

 

 

 

 

 

 

 

 

 

i 〔i〕 ü 〔y〕 u 〔u〕

● ▲i ● ● ▲ u

e 〔ɤ〕 o 〔o〕

● ● ▲o

〔Ω〕

●

ê 〔ɛ〕 o 〔ɔ〕

● ▲ e ▲ 

〔a〕 a 〔A〕

● ▲ a ●

展

前

最高

次高

中

圓

後

最低

展 圓 展 圓

中高

正中

中低

次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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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9 華印尼輔音對照表 (印尼語有▲，華語有● )，括弧裡面的符號﹝﹞

是 IPA，黑色的羅馬字是漢語拼音和藍色的字是印尼語拼音。 

 

(資料來源 : 筆者參考葉德明(2005)。華語語音學-語音理論(上篇)。臺北:師大書

苑，106；王玉芳(2010)。整理而成。) 

  

 

 

發音方法

不

送氣 ● ▲ p ● ▲ t ● ▲ k/q ▲

● ● ● ▲ x

▲ ▲ ▲

不

送氣 ● ● ▲ ● ▲ c

● ● ●

▲ 

● ▲ f/v ● ▲ s ● ▲ ● ● ▲ h ▲

▲ ●

● ▲ m ● ▲  n ▲ ● ▲ ng

▲ ● ▲  l ▲

▲

r〔r〕

ng〔ŋ〕

h〔x〕 h〔h〕

-k〔?〕g〔k〕

k〔kʰ〕

g〔g〕

j〔tɕ〕

q〔tɕʰ〕

x〔ɕ〕

ny〔ɲ〕

y〔j〕

zh〔tʂ〕

ch〔tʂʰ〕

sh〔ʂ〕

r〔ʐ〕

c〔ʧ〕

j〔dʒ〕

sy〔ʃ〕

d〔t〕

t〔tʰ〕

d〔d〕

n〔n〕

l〔l〕

m〔m〕

w〔w〕

f〔f〕

z〔ts〕

c〔tsʰ〕

s〔s〕

z〔z〕

雙唇音 唇齒音
發音部位

送氣

濁 送氣

塞

音

清

音

b〔p〕

p〔pʰ〕

b〔b〕

喉音舌葉舌尖後音舌尖中音舌尖前音 舌面音 舌根音

濁 送氣

擦

音

塞

擦

音

清音

濁音

送氣

清

音

濁音

濁音

濁音
滾

音

邊

音

鼻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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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尼母語者學習華語之發音偏誤研究 

曾金金(1990)針對 38 位以印尼語為母語、來臺前沒有學過中文、一直

住在印尼，且家裡不說漢語只用印尼語者，將其語音錯誤類型歸為四類:一

為聲母、二為韻母、三為音節結構(聲母韻母組合所產生的錯誤)、四為聲調。

結果顯示印尼學生聲調錯誤所佔的比例最高，佔所有的錯誤 56%，其次為

聲母、韻母及音節結構21。另外，筆者也參考龔秀容(2006)的研究結果，學

者根據自己在逢甲大學任教期間針對印尼學生的發音問題做出整理。詳細研

究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二-10 印尼母語者學習華語發音常見的偏誤 

聲

母 

曾金金(1990) 龔秀容(2006) 

卷舌音  

zh ch sh 會念成 z c s  

j q x 偏前，特別是 x 念成 s 尤其

明顯。 

將舌尖後音念成舌尖前的音 

zh ch shr 念成 z c s 

r 念成舌尖邊音的 l。 

送氣不送氣混淆  

b p d t g k j q zhi ch z c 混淆 

其中送氣念成不送氣居多出現。 

塞擦音全念成擦音 

j q 

唯獨常出錯的送氣音則是雙唇塞

音的 p 念成不送氣的雙唇塞音 b。 

韻

母 

元音+尾音:錯誤最多為 en eng 

en 的錯誤以將 en 音直接與介音

i、ü 拼讀為最多 

雙音節的 ei 都念成 e 

元音 : 錯誤最多為 e 音。  

複元音 :  

其中以 ou 音的錯誤最多  

ou 發成 ao, ou 念成 iou。 

uo, u 的圓唇性會變弱，如:      

「多」念成「都」 

「她脫衣服」會念成「她偷衣服」 

                                                 
21曾金金。印尼學生華語發音分析。僑民教育學術研討會，93-96，第二屆民國 89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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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節

結

構 

ü 的圓唇度不夠，聽起來像 i，如

「雄」聽起來像「行」；展唇也

不明顯， 

ü 介聽起來像 u，如「用」聽起來

像「甕」。 

u 介音直接拼讀雙唇音+ o 的字，

如:「博」、「潑」 

ü 以 i 來代替，如: 

「月」亮念成「夜」亮 

「女」生念成「你」生 

「需」念成「西」 

聲

調 

印尼受訪者的華語聲調之錯誤率，其中一、四聲經常顛倒。 

(曾金金, 1990) 

 

 

 

 

 

 

 

(資料來源: 研究者整理自曾金金,1990、龔秀容, 2006) 

 綜上所述，可知華語印尼語之語言結構差異很大。筆者認同曾小紅(2004)

的建議，因為若華語教師若能掌握漢、印語言對比的差異性，可以發現教學

過程的重點，理解學生出錯的原因，究竟是由於華語語言項目本身的困難度，

還是來自母語的干擾。教師了解學生母語之後，方能有辦法地預測學生之學

習難點，並準確地克服學生之學習障礙。除了在課堂上教師能達到最好的教

學效果。此外，在教材編寫方面，透過了解學生之學習難點後，編教材時能

做出適當的編排，如加強練習、準確的註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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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

    教材現況與需求分析 

本章將分析零起點華語短期速成教材現況以及零起點華語短期速成教

材之需求，從中了解目前華語教材之發展概況以及留臺印尼學習者對於教材

的意見與需求。第一節將分析七套零起點華語短期教材，以及兩本與短期教

材有關的論文主題；第二節整理 39 位在臺印尼留學生的問卷調查結果及訪

談內容；第三節將總結第一節和第二節所得到的結果，以歸納出印尼學習者

學習華語之需求，做為教材之設計啟示及重要依據。 

第一節 現有教材分析 

 呂必松(1993)、李明(2005)、李泉(2006)都指出編教材前必頇對已有的同

類教材和相關教材進行比較分析，了解其優缺點。本研究總共蒐集了七套具

有代表性的兩岸初級短期華語教材及兩本臺師大華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的

相關研究主題。筆者詴圖通過對這九套教材場景、話題等、各方面的考察，

分析其共同特點，並評析其缺點和不足。 

一、教材獲得方式   

 筆者到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臺灣師範大學華研所圖書室找資料。

利用在中國大陸的交換期間，筆者到北京師範大學的漢語文化學院圖書室、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及書店、北京語言大學的書店。此外，筆者亦至大陸網

路書店搜尋，如，亞馬遜 (www.amazon.cn) 及當當網 (www.dangdang.com)，

關鍵字為對外漢語教材、遊中國指南書、留學生、應急漢語等。 

二、選擇代表教材之主要依據  

1. 教材的性質相同。教材都是針對有速成或者短期學習需求的學習者

編寫的，內容也是有關外國人在臺灣或中國生活的主題。使用對象

都是零起點或者初級程度的外國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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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材更新的時效性:本研究選擇 2000 年以後的教材，因為這個時期

以後的教材語料更有時效性，教材發展也相對成熟，教材品質更優

秀。如《遠東生活華語 I》出版於 1999 年，最新的修訂版於 2014 年

出版。 

3. 出版社的權威性，其編寫者相對來說有較豐富的經驗。如《體驗漢

語》為中國高等教育出版社所出版，《遠東生活華語》則由遠東圖書

公司所出版，後者為臺灣較具權威的華語教材出版機構。 

4. 各界對教材的反饋與評價:其中如《體驗漢語》（生活篇）是中國國

家漢辦規劃教材，在海外孔子學院的漢語課被廣泛使用，並有 「最

好用的漢語教材」的評價。 

三、各教材及相關研究之簡介 

1. 《遠東生活華語 1》: 葉德明等編寫，由遠東圖書公司出版之 2014

年修訂版。其教材內容是按照問卷調查結果編寫而成，以學生學習

任務為編輯重心。希望學生會使用中文應付生活中的各種狀況。聽、

說、讀、寫四種技能同時發展，為此書的理想。全書共十二課，內

容著重在日常實用口語會話的表達，採用真實的語料與基本功能語

法，期使學生能用基本華語達到交際的目的。 

2. 《體驗漢語》﹙生活篇﹚:朱曉星等編寫，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2006 年 5 月第一版。印尼語版是專為初學華語的印尼人編寫的華

語教材，適用於短期學習華語的成人學員。此教材既可以供短期班

使用，也適用於一對一單人教學。全書由一個語言訓練練習單元

(2-4 課時)和 12 個學習單元(3-4 課時/單元)組成，總數學時間約為

40-50 課時。全書根據體驗式教學理念和任務型教學思想設計，以

基本生活需要為依據，並以實際的交際任務為編寫主線，注重聽說

技能的培養。結構編排採用「情景—功能—文化」相結合的編寫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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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走進中國(基礎漢語口語)》: 劉曉雨等編寫，2011 年由北京大學

出版社出版。在《走進中國》系列教材基礎上重新編寫而成。在保

留原教材特色的基礎上，融入新的教學理念。在整體設計、編寫原

則、體例安排、語料編選等方中體現了短期華語教學的特點。教學

時間約為 40-60 學時，可用於 4-6 周全日制短期班，也可用於非全

日制但學時較長的學生。本套教材的主要特色是綜合課本和口語課

本既自成體系，又相互照應，在培養學生綜合華語能力的同時突出

口語訓練。另外，本套教材強調學生主動學習能力的培養，透過任

務型訓練和小組互動提高學生在真實環境中的綜合華語能力。 

4. 《我在北京(生活篇):學生用書》:由北京師範大學認知神經科學與

學習國家重點實驗室和北京國際漢語學院組織國內外專家、教師編

寫，並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於 2009 年出版。內容側重於日常生

活交際，也涵蓋了日常生中常用的各類表達和其中常見的各類文化

現象。本教材強調通過「生活篇」的學習，可以讓學習者快速地掌

握生活中常見的字詞、常用的生活用語和習慣表達，並能讓學習者

更好地進行日常華語交際。本套教材亦應用了多動畫等多種先進的

多媒體技術。書中的故事雖然大多發生在北京，但其中涉及的文化

內容不僅與北京有關，還集合了中國文化的典型內容，同時還對比

介紹了其他國家的文化內容。 

5. 《生存漢語》: 斯諾編著，由商務印書館於 2007 年出版。本書是

針對在華生活的外籍人士編寫的華語入門教材，以單元課程、情景

會話的形式呈現。本書是為那些居住在中國、正在自學中文或跟著

一位家庭教師學中文的外國人而編寫的。本書以親切的、貼近生活

的方式向讀者介紹了中文的基本構成成份-詞彙、句型、拼音和中

國字的寫法，這些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必頇掌握的知識。本書還為讀

者提供如何更有效地學習中文的方法。 

6. 《旅途無憂-應急漢語》: 馬均，劉海燕等編者，由北京語言大學

出版社於 2009 年出版，是一本供外國旅遊者來華使用的隨身華語

手冊。《旅途無憂應急漢語》主要話題集中在旅遊方面，文中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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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均加入英文注釋。此外，《旅途無憂應急漢語》還結合大多數

外國人習慣的結構教學法，精選了 122 個黃金句型。通過對句型的

反覆操練達到運用自如的目的。《旅途無憂應急漢語》中英文互譯，

比較適合零起點的外國人入門使用。書中的大量插圖也為《旅途無

憂應急漢語》增添了實用價值。瞭解每課後的中西文化差異會使讀

者儘快適應一個全新的生活環境，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誤解。 

7. 《生活漢語 101》: 袁芳遠編著，由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

2013 年。是一套為在華留學生、外籍工作人員以及華語初、中級

學習者編寫的口語系列手冊。《生活漢語 101》收錄生動的華語日

常用語，主題鮮明，101 個話題展現多樣生活場景；適用人群廣，

內容簡單實用。此教材提供中英文對照及文化導航，涉及範圍廣，

多方位地介紹中國文化。每個話題篇以一個核心句開頭，也包括句

型與替換、擴展、對話實例、相關詞語、文化導航幾個部分。本書

內容簡單實用，針對性強，旨在幫助讀者在短時間內習得基本生活

詞彙和日常會話，可消除語言障礙，提高華語交際能力，輕鬆融入

中國生活。 

8. 《零起點短期速成聽說教材之設計研究》: 郭雯琪著，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作者事先進行問卷

調查以了解學習者的需求，然後以客觀態度分析目前的教材，並參

考教學理論，並以實際教學實驗評估成效，改善《生存漢語》課程，

使之既符合現代化、又簡易適用之華語聽說教材。課程設計以學習

者為中心，是以功能導向，並依照實際之會話情境編寫，教授在臺

生活之外籍人士最迫切需要的食、衣、住、行等各方面日常生活交

際語言能力，讓他們能快速適應在臺灣的新工作和生活。 

9. 《對外初級華語教材編寫之規劃設計—以零起點為主》: 張寶榆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作者本

身在淡江大學從事華語文教學二十多年，將自己 20 多年的教學經

驗與教學理論結合，編寫一部適用於淡江語言中心之初級零起點學

習者的教材。教材屬於單一綜合課程，聽說讀寫並進。每學期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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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周，共 150 小時。全冊分為語音及課文兩部分，語音部分上課

時數約 30 小時，共計兩個星期，課文部分則分為 13 課，每周以一

課為原則，計十三周。 

四、教材現況分析 

  筆者針對以下教材的各方面進行統計、分析，歸納整理出教材的特點，

作為教材編寫的依據。比較的面向包含 : 

1. 教材背景。 

2. 教材結構和體例:輔助教材、每課主題及課文之內容結構等。 

3. 教材內容:字體、詞量等。 

4. 每課所牽涉到的交際場所及其教學目標。 

 本研究總共蒐集了七套教材及兩套論文研究成果。筆者將教材分成三個

部分來探討。一為初級華語教材、二為應急類華語教材，最後是短期速成華

語教材之相關研究。 

(一) 初級華語教材之分析 

 初級華語教材之名單如下: 

表三- 1 初級華語教材列表 

序 教材名稱 編著者 出版社 出版年代 

1.  

遠東生活華語(1) 

Far East Everyday 

Chinese 

葉德明主編 遠東圖書公司 2007 年 

2.  

體驗漢語-(生活篇) 

印尼語版 

Menghayati Bahasa 

Mandarin 

朱曉星等編 高等教育 
2006 年   

5 月 

3.  

走進中國 

基礎漢語口語 

Meeting China 

劉曉雨， 

汲傳波編著 
北京大學 

2011 年  

6 月 

4.  
我在北京.生活篇 

I’m in Beijing 

北京師範大學認知  

神經科學與學習國家

重點實驗室 

北京師範大學 
2009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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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教材的細節分析如下 :  

(本表格格式部分參考努麗雅之《針對西班牙文母語者的初級華語教材編寫

設計》2009 p.68 臺北。整理而成) 

表三- 2 《遠東生活華語(I)》的教材分析表 

教材明細 

教材名稱 
遠東生活華語 (I) 

Far East Everyday Chinese 

編著者 葉德明主編，劉咪咪，劉千惠等編輯 

出版社，年代 遠東圖書公司，臺北 2014(修訂版) 

頁數 243 

針對層級 初級 

適用對象 
以英語為母語的初級華語學習者，適合短期學習華語的成人

學員 

教材結構和體例 

篇目 

共 12 個單元 

附錄 : 生詞索引，以拼音字母排序(拼音-繁體字-簡體字-詞性

-英文-頁碼)，詞類略語表，簡體字對話 

主題內容 

以話題為主: 

1 多少錢? 7 租房子 

2 買東西 8 真麻煩 

3 付錢 9 交朋友 

4 打電話約時間 10 寄信 

5 在哪裡 11 吃什麼好 

6 找房子 12 在餐廳吃飯 
 

每課結構 

每課一開始就有學習要點，其後則為:對話、生詞、注釋、文

法、聽力練習、綜合練習、猜猜看、實用語料、課文英文翻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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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教材及教具 課本及教師手冊、練習本、漢字練習本。附有 CD 

印刷 彩色 

插圖照片 每課對話都附有彩色插圖及插畫 

教材內容 

字體 繁體字、簡體字版本附在後面 

拼音系統 注音符號及漢語拼音兩種 

詞彙量 609 個生詞，補充詞彙放在頁面底端。 

課文呈現方式/   

篇幅 

對話，每課有兩段或三段對話，每課 21 句左右。 

會事先說明對話的情境。 

句型語法 共 118 個 

練習形式與 

數量 

附於學生手冊 

聽力練習、拼音練習、漢字練習、看圖造句、重組句子、完

成句子、看圖說話、翻譯對話、閱讀回答問題、寫作練習 

真實材料 有 

社會文化內容 
每一個單元，生詞後有專設一個「Notes」，以英文講解該課

所牽涉到的文化內容 

特色 

- 透過問卷調查而編寫的教材，是一本以臺灣為背景的華語    

短期教材 

- 每課最前面有學習要點，使學生了解每課學習目標，同時

也列出本課的主要生詞和語法要點，可供學生複習、整理之

用 

- 對話的註釋放在本課的最後面 

- 聽、說、讀、寫四種技能同時進行 

- 1 到 3 課提供語音訓練 

- 到了第 10 課，對話除了新詞外學過的詞都沒有附上拼音，  

只標上聲調 

- 詞彙都會附上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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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3 《體驗漢語(生活篇》的教材分析表 

教材明細 

教材名稱 
體驗漢語-(生活篇) 印尼語版 

Menghayati Bahasa Mandarin 

編著者 朱曉星等編 

出版社，年代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頁數 170 頁 

針對層級 初級 

適用對象 
專為初學華語印尼人編寫的華語教材，適合於短期學習華語

的成人學員 

教材結構和體例 

篇目 

12 個單元 

前段 : 語音訓練 

附錄 : 中文「注釋」、中文的錄音文本；詞彙表(簡體字-拼

音-印尼語-頁碼)，以拼音為順序；日常生活用語一百句(簡體

字-印尼文-頁碼) 

主題內容 

1 你好! 7 一直走 

2 現在幾點? 8 你的新家在哪兒? 

3 那件毛衣怎麼賣? 9 你怎麼了? 

4 要一個宮保雞丁 10 你會修電腦嗎? 

5 你在哪兒工作? 11 太冷了! 

6 珍妮在嗎? 12 請把桌子擦一下兒 
 

每課結構 

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 : 學習目標、熱身、生詞、句子、會

話、註釋、活動；第二部分 : 生詞、句子、會話、註釋、活

動，練習、認識漢字、你知道嗎? 補充詞語表 

搭配教材及教具 光碟、練習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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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 彩色 

插圖照片 
許多彩色生動活潑的插圖及實物圖片。尤其認漢字的部分都

用實物照片。 

教材內容 

字體 簡體字 

拼音系統 漢語拼音 

詞彙量 生詞 254 個 (每課 11-29 個詞)，補充生詞 270 個 

課文呈現方式/ 

篇幅 

對話，每課 5-10 句 

對話前會事先說明對話的場合 

句型語法 
沒有列出語法句型，只有少數特殊用法以「注釋」欄形式標

出印尼語翻譯。 

練習形式與 

數量 

語音練習、看圖完成對話、替換練習、讀一讀然後連線、     

重新排列句子、聽錄音選擇答案、角色扮演、認漢字 

真實材料 有 

社會文化內容 

每一個單元最後專設一個「你知道嗎?」的部分，以編排了獨

立的中國文化內容，例如中文的時間排列順序、「4」的數字、

中國菜的八大菜系、北京的各種街道名稱、安排座位的講究、

生肖等。 

特色 

- 設計以學習者的需求出發，以減輕學習者的學習負擔。例

如每個單元的「注釋」只有印尼語翻譯，中文翻譯放在到附

錄裡。 

- 每課最前面會先說明學習目標 

-「熱身」是進入每一單元的第一步，以圖片配詞語的方式引

導學生進入新的任務單元。既可以挖掘學生已知信息，又為

後面的句型和對話演練做準備。 

- 對話開始前會事先說明對話的情境。接著，前段是課文的

印尼文翻譯，後段才把中文和拼音放一起。 

- 在活動練習的部分有「認漢字」的練習，都以實物照片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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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例如在第 7 課問路的主題內容都用中國常見的路標練習。 

表三-4 《走進中國(基礎漢語口語)》的教材分析表 

教材明細 

教材名稱 
走進中國-基礎漢語口語 

Meeting China 

編著者 劉曉雨，汲傳波編著 

出版社，年代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 

頁數 104 頁 

針對層級 入門 

適用對象 在中國學習華語短期班的學習者 

教材結構和體例 

篇目 

12 個單元 

前段 : 略語表(簡體字-拼音-英文註釋) 

附錄 : 詞彙總表 (簡體字-拼音-詞性-頁碼)，以拼音為排序；   

專有名詞 (簡體字-拼音) 

主題內容 

1 你好! 7 師傅，去歷史博物館 

2 這個漢語怎麼說? 8 麻煩你幫我們照張相 

3 蘋果多少錢? 9 明天天氣怎麼樣? 

4 麵條兒比餃子好吃 10 我感冒了 

5 你喜歡雞肉還是牛肉? 11 你有什麼事? 

6 洗手間在哪兒? 12 你什麼時候回國? 
 

每課結構 

詞語、專有名詞、補充詞語、詞彙練習、課文一、課文二、 

課文練習 : 連連看  

表達練習 (問答搭配、情境會話)， 第四課起有建議語句、  

語音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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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教材及教具 光碟 

印刷 雙色 

插圖照片 一般的插圖，非實物照片 

教材內容 

字體 簡體字 

拼音系統 漢語拼音 

字/詞彙量 
生詞 243 個 (每課 13-31 個詞)，專有名詞 15 個， 

補充生詞 98 個 

課文呈現方式/ 

篇幅 
對話，每課有兩個對話。  

句型語法 沒有列出語法句型，但每課皆有幾個常用句及替換句子練習。 

練習形式與數量 詞彙練習、模仿會話、語音練習、聽力練習、角色扮演 

真實材料 無 

社會文化內容 無 

特色 

- 課文沒有英文註釋，所以學習者必須從詞彙表整理出來 

- 大量的口語練習，採用句式練習的方式呈現，其中「情境

會話」的練習都有中文和英文註釋，同時會列出「建議語

句」，例如第 5 課在餐廳點菜的情境會列出兩排，一排是顧

客會使用的基本句型，另一排則為服務員常用的基本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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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5 《我在北京(生活篇)》的教材分析表 

教材明細 

教材名稱 
我在北京.生活篇 

I’m in Beijing 

編著者 
北京師範大學認知神經科學與學習國家 

重點實驗室 

出版社，年代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年 

頁數 139 頁 

針對層級 初級 

適用對象 
以母語為英語為主的初級華語學習者，在中國學習華語的外

國人 

教材結構和體例 

篇目 

前段 : 人物介紹 

附錄 : 練習答案 

10 個單元 

主題內容 

 

1 
我叫“小龍馬” 

結識朋友 
6 銀珠減肥記 體育健身 

2 
吃飯也要想像力 

吃飯點菜 
7 

“破”褲子和 

“短”毛衣服裝 

3 八折是多少 購物 8 特別的生日禮物 過生日 

4 
奇怪的電話號碼  

打電話 
9 

只見美麗不見痘中醫與 

健康 

5 哪裡哪裡 客套話 10 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動物 

課文之內容 英文摘要、課文、生詞、句子、練習及活動建議、文化閱讀  

搭配教材及教具 光碟 

印刷 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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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照片 許多彩色生動活潑的插圖及實物照片 

教材內容 

字體 簡體字 

拼音系統 漢語拼音 

詞彙量 生詞 199 個(每課 13-26 個詞) 

課文呈現方式/ 

篇幅 
對話，每課 20-30 句 

句型語法 無 

練習形式與數量 
練習及活動 : 第一課 :完成句子、判斷對錯、選詞填空、連

連看、活動建議 

真實材料 有 

社會文化內容 

每課都有「文化閱讀」，一開始用英文簡單說明，接著，以

中文說明內容及活動，例如學取中國名字、中國菜、在北京

購物、數字文化、吃飯禮儀、生活裡的客氣語、旗袍文化、

生肖、中醫等 

教材特色 

- 每課一開始就會用英文陳述對話的情境及內容 

- 課文沒有英文註釋，所以學習者必須從詞彙表整理出來 

- 句型和練習只有中文說明。 

- 文化內容佔大數，而且講得非常詳細，例如第 8 課生日的

話題，在文化「閱讀方面」提到抓周:中國人的第一個生日；

十二個生肖的百科；用簡訊、祝賀卡、電子信箱的生日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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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應急類華語教材之分析 

 除了參考各種初級華語教材之外，筆者也透過網路搜尋有關短期應急

類的漢語。以下筆者所獲得的相關教材為: 

表三- 6 應急類華語教材之名單表 

序 教材名稱 編著者 出版社 
出版 

年代 

1.  
生存漢語 

Survival Chinese 
[美] 斯諾編著 

香港 :  

商務印書館  

2007 年

10 月 

2.  

旅途無憂-應急漢語 

A Handbook of 

Survival Tourist 

Chinese 

馬均，劉海燕等編者 
北京語言大學 

出版社 
2009 年 

3.  
生活漢語 101 

Survival Chinese 101 
袁芳遠編著 

外語教學與研究

出版社 
2013 年 

表三-7《生存漢語》的教材分析表 

教材明細 

教材名稱 
生存漢語 

Survival Chinese 

編著者 [美] 斯諾 編著 

出版社，年代 香港 : 商務印書館，2007 年 

頁數 314 頁 

針對層級 入門 

適用對象 
以英語為母語或媒介語，居住在中國，正在自學中文或跟家

教學習華語之學習者 

教材結構和體例 

篇目 
24 個單元 

前段 : 只有英文說明，包括書的學習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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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學伴練習方式、語音說明 

附錄 : 生詞索引(拼音-英文-漢字)，以漢語拼音為順序， 

       建議未來更進一步的學習教材 

主題內容 

 

1 購物 1 13 在餐廳 

2 在餐廳 14 市場 

3 購物 2 15 公車 

4 郵局 1 16 計程車 

5 問方向 17 郵局 2 

6 自我介紹 18 不舒服 

7 書店 19 兌換貨幣 

8 修理東西 20 長途電話 

9 喝和吃 21 委婉拒絕 

10 麵店 22 預約 

11 購物 3 23 介紹家人 

12 問時間 24 私人問題 

課文之內容 

大多以英文說明，包括學習目標、對話、詞彙、補充詞彙、

常用句子、句型說明、註釋、活動練習、生存漢字/詞彙、道

地英語的對話翻譯 

搭配教材及教具 光碟 

印刷 單色 

插圖照片 無 

教材內容 

字體 簡體字 

拼音系統 漢語拼音 

字/詞彙量 446 個 

課文呈現方式/  

篇幅 
對話，每課有 5 到 12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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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型語法 每課除了提供實用句子，也有語法規則的英文翻譯 

練習形式與數量 語音練習、角色扮演、課外任務活動(對話或識字)、翻譯對話 

真實材料 無 

社會文化內容 直接用英文說明，例如 : 面對中國人來訪。 

特色 

- 教材大多數以英文說明 

- 每課一開始以英文說明本課的學習目標 

- 教材以拼音教學為主，教材以拼音排列為優先，單字表都由

拼音開始，其次為翻譯、最後才出現簡體字 

- 對話和常用的句子的翻譯有兩種: 逐字對譯-道地翻譯，例

如: 對話的順序(拼音- 逐字對譯-漢字)，道地的英語翻譯放

本課要結束時 

- 編者是美國人，根據自己在中國的生活經驗而編此教材。 

- 額外提供摘要，設一個「生存漢字」的專欄，都是跟本課的

相關主題的漢字與生詞有關，例如:第二課「在餐廳」的生

存漢字教學習者初步點菜，可以先認「雞、魚、牛、豬、肉」，

生存詞彙包括「雞蛋、麵、蔬菜、飯」 

表三-8《旅途無憂》的教材分析表 

教材明細 

教材名稱 
旅途無憂-應急漢語 

A Handbook of Survival Tourist Chinese 

編著者 馬均，劉海燕等編者 

出版社，年代 2009 年 

頁數 299 頁 

針對層級 零起點 

適用對象 來中國旅遊的外國人，以英語為母語或者媒介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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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結構和體例 

篇目 

18 個單元 

前段 : 使用說明、漢語拼音小常識(中-英)、縮略語表(中-英) 

附錄 : 詞彙表 : 英-中/中-英(漢語拼音和詞性，頁碼)、補充

詞彙(數字表、時間、方向、代名詞(英-拼音)、 練習參考答案 

主題內容 

1 肢體語言 10 交通 

2 問候 11 出行 

3 感謝 12 交談 

4 請求 13 購物 

5 道歉 14 意外 

6 介紹 15 參觀 

7 飯店 16 旅遊 

8 銀行、郵局 17 商談 

9 飯館 18 機場 
 

課文之內容 
學習目標、文化資訊/小提示、指示標誌、生詞表、基本句型/

黃金標準句型、對話、練習。 

搭配教材及教具 光碟 

印刷 彩色 

插圖照片 許多彩色實物照片，旅遊指示標誌有附上實物的照片 

教材內容 

字體 簡體字 

拼音系統 漢語拼音 

字/詞彙量 374 個生詞 

課文呈現方式/   

篇幅 

並非傳統對話，而是交叉問答的練習形式、每課 12-16 句左

右 

句型語法 
沒有特別設一個講解語法的專欄，但每課的「黃金標準句型」

中會加上幾個替換生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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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形式與數量 用拼音或英文呈現。選擇題和任務練習 

真實材料 有 

社會文化內容 

每課都有文化小提示，如 

中國人的手勢語言、中國人交談的話題、中國人送禮的講究、

各種客氣的用語、中國人的面子、中國人如何介紹他人、筷

子的禁忌、在中國寄包裹的小提示、各種北京的小吃、北京

的道路交通、在中國交通的小提示、京城酒吧街、北京首都

國際機場等 

特色 

- 教材以英文說明為主。生詞表、句型對話等、都由英文先說

明 

- 每課最前面會先介紹學習目標、得知的資訊及旅遊標誌 

- 每個句型對話有兩種英文注釋，一則道地英語，二則逐字對

譯，如對話的順序(道地英文-拼音-漢字-逐字翻譯) 

- 教材的編排、設計很符合要到中國旅遊的遊客之需求，教材

內容豐富，提供大量與旅遊有關的信息，並以特定的交際語

境為線索。 

- 「黃金標準句型」的部分把特定的詞彙劃底線並在其後加以

替換詞彙 

- 「基本句型」的部分必要時會用英文簡單解釋，例如第 2

課出現「你好嗎? You well ma (ma : used at the end of 

sentence to make question) 」 

表三-9《生活漢語 101》的教材分析表 

教材明細 

教材名稱 
生活漢語 101 

Survival Chinese 101 

編著者 袁芳遠編著 

出版社，年代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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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335 頁 

針對層級 初、中級 

對象 在中國留學、工作，以英語為母語的外籍人士。 

教材結構和體例 

篇目 

101 個話題 (各主題細化為若干情景話題) 

附錄 : 緊急情況用句 (漢字與英文翻譯)、度量衡換算表、溫

度比較、服裝、鞋號碼對照表。 

主題內容 

1. 見面寒暄 

詢問姓名 (1)、詢問姓名 (2)、 問好、交換名片、 

介紹相識、朋友相遇 

2. 社會交際 

稱讚、求助、道歉、談天氣、約會、送禮、告辭、面試、

告別 

3. 到中國去 

申請入學、申請簽證、入境、機場迎客 

4. 互相了解 

談家庭、談感情、談家鄉、談心情、談工作、談愛好 

5. 學校生活 

新生報到、選專業、選課、找教室、一天安排、抱怨老師、 

借書、考試、暑假安排 

6. 住宿 

住房、小區介紹、公寓維修、找小時工、找室友、 

公寓轉租、留學生宿舍、要求換室友 

7. 就餐 

飯館種類、訂位、公司聚餐、東道主、在學校食堂、 

自助餐、西餐廳、快餐、付帳、請朋友吃飯 

8. 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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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街、逛超市、書店、買禮物、逛農貿市場、網上購物、 

討價還價、換衣服、退貨 

9. 娛樂休閒 

在咖啡館、酒吧、在長城上、看電影、看攝影展、看京劇、 

開博、在線聊天 

10. 出行 

度假安排、度假諮詢、訂飛機票(1)、訂飛機票(2)、 

飛機延時起飛、在飛機上、買火車票、在火車上 

11. 市內交通 

坐公交車、在地鐵站、路況、坐出租車 

12. 旅館 

旅店設施、訂房間、登記入住、要求服務 

13. 銀行 

換錢、開帳戶、存支票、銀行卡掛失、ATM 機取錢 

14. 健康保健 

去健身房、練瑜珈、看病、叫救護車 

15. 其他服務 

快遞、常用電話號碼、打長途電話、買手機、在理髮店、

在照相館。 
 

課文之內容 
核心句、句型與替換、擴展、對話實例、相關詞語、 

文化導航 

搭配教材及教具 光碟 

印刷 雙色 

插圖照片 單色插圖 

教材內容 

字體 簡體字 

拼音系統 無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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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量 921 個生詞，每課不會超過 10 個生詞 

課文呈現方式/  

篇幅 
對話，每課 6-8 句 

句型語法 
沒有列出語法句型，但每課皆包含一個核心句，再加上幾個

句型與替換 

練習形式與數量 無 

真實材料 無 

社會文化內容 
每個話題篇都選擇一個與話題直接或間接相關的文化現象進

行解釋，如: 詢問姓名、中國的名片文化等。  

特色 

- 每課會根據不同的情境放幾句相關的核心句子，再來會附上

句型與替換，例如「討價還價」單元，核心句為「可以打點

兒折嗎?」，提供的句型與替換為「便宜點兒、優惠點兒、打

七折」 

- 教材沒有附上漢語拼音 

(三) 短期速成華語教材相關研究與編寫之分析 

 以下是有關速成初級華語的相關研究 : 

表三- 10 短期速成華語教材相關研究之名單表 

序 論文主題 編著者 出版社 年代 

1 
零起點短期速成 

聽說教材之設計研究 
郭雯琪著 

臺灣師範大學 

華研所碩士論文 
2009 年 

2 

對外初級華語教材編寫之

規劃設計— 

以零起點為主 

張寶榆著 
臺灣師範大學 

華研所碩士論文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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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11《零起點短期速成聽說教材之設計研究》之分析表 

教材明細 

教材名稱 零起點短期速成聽說教材之設計研究 

編著者 郭雯琪著 

出版社，年代 臺灣師範大學華研所碩士論文，2009 年 

針對層級 零起點 

對象 
以英語為母語或是以英文為媒介語的外籍人士，多半為年齡

超過三十歲之成人。 

教材結構和體例 

篇目 10 課，每課有兩段對話 

主題內容 

1 你好 6 我家在天母 

2 我喜歡買衣服 7 我爸爸要來臺灣看我 

3 我要一杯咖啡 8 我們到故宮博物院去了 

4 我叫李聰明 9 我想回高雄去 

5 我想請你吃飯 10 我最喜歡吃四川菜 
 

每課結構 生詞、語法句型、對話、補充生詞、練習 

教材內容 

字體 無漢字 

拼音系統 漢語拼音 

詞彙量 167 個 (不含補充生詞) 

課文呈現方式/  

篇幅 
生詞、語法句型、對話、補充生詞、語法句型課堂練習 

句型語法 不強調語法注釋，但加強語序的教學與練習 

練習形式與數量 無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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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特色 

- 此教材由編者根據學習者的問卷調查結果加上自己的教學

經驗，改善原有的《Survival Chinese》教材。 

- 原有的《Survival Chinese》教材編寫以聽說教學法為主，後

來由編者加入溝通教學法及任務型教學法理念。 

- 課程以英語講解，以漢英對比的方式幫助學習者快速理解。 

- 教材比較強調聽說能力，強調句型和語序。 

- 教學目標: 學十八個小時後即能掌握簡單問候，購物，問路

及基本交際的能力。學了三十六個小時後，則有描述經驗及

比較差異的能力 

表三- 12《對外初級華語教材編寫之規劃設計—以零起點為主》之分析表 

教材明細 

教材名稱 對外初級華語教材編寫之規劃設計—以零起點為主 

編著者 張寶榆著 

出版社，年代 臺灣師範大學華研所碩士論文，2010 年 

針對層級 零起點 

對象 在淡江語言中心學習華語的外籍學生 

教材結構和體例 

篇目 14 課，每兩個為一單元 

主題內容 

以話題與情景為主題 

1 報導 8 問路 

2 買手機 9 中正紀念堂 

3 永康街 10 上飯店 

4 租房子 11 天氣 

5 約會 12 不舒服 

6 談興趣 13 到淡水 

7 大安森林公園 14 墾丁公園 

 



零起點華語短期速成教材之設計理念—以赴臺留學之印尼語背景學習者為例 

68 

每課結構 
學習要點、對話、生詞 (例句)、注釋(含文化、字構、字源、

筆畫等)、句型及語法練習及課堂練習 

搭配教材及教具 光碟、錄音帶、學生作業本 

教材內容 

字體 繁體字 

拼音系統 注音符號、漢語拼音 

詞彙量 無說明 

課文呈現方式/  

篇幅 
對話，每課兩段 

句型語法 
以課文中的對話引出句型:通過會話練習、句型替換、並透過

課室活動，如角色扮演、遊戲、給予任務等練習 

練習形式與數量 
語音及聽力練習、會話練習、看圖說故事、角色扮演、任務

等之課後練習、漢字筆順練習 

教材特色 

- 綜合性的通用教材，聽、說、讀、寫四種技能並進。 

- 教材依「結構、功能、文化相結合」之編寫原則。 

- 本教材是根據編者依在淡江大學語言中心之授課經驗而編

寫之適合於淡江大學華語中心外籍學生之教材。 

- 教材全兩冊分為語音及課文部分。 

- 學習目標 : 學會最基本日常生活及簡單的社會交際的溝通

功能 

五、小結 

 綜觀以上七套教材及兩套相關研究的分析探討，在教材內容方面，綜合

教材重視聽說讀寫四個技能並進，如《遠東生活華語(I)》特別解釋語法的

使用規則。相對來說，較重視聽說技能的教材，如《體驗漢語》，則都沒有

列出語法句型，只有將少數特殊用法以 Notes 形式標出。應急類的華語教材

雖然沒有列出語法句型，但每課供幾個常用句及替換生詞。且值得注意的是，

應急類華語的基本句型，以《生存漢語》及《旅途無憂-應急漢語》為例，

都提供兩種英語翻譯，一為是道地英語，另一則為逐字對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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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旅途無憂-應急漢語》第九課的一段話: 

 A:  The dish is too salty. Can you get me another one? 

  Zhège cài tài xián le. Néngbùnéng huàn yí ge? 

  这个菜太咸了。能能不能换一个? 

  This ge dish too salty le. Can-can’t change one 

 B : I’ll ask them. 

  Wǒ qù wènwèn. 我去问问。 

  I go ask-ask 

 教材結構和體例方面，大多數教材以功能-話題結構原則編寫。而筆者

當初的需求分析以場景為選項，目的是為了有直接的針對性，以在什麼場景

會使用到什麼話題與功能，使學習者進入會話的環境，所以教材的主題會以

場景結構編寫。如以功能-話題結構編寫，加上沒有提供具體的場景說明，

將有礙於學生快速獲得亯息。再者，課文一開始頇說明學習目標，如《體驗

漢語》，《遠東生活華語(I)》，《生存漢語》，《旅途無憂》的體例均值

得效法，如此能讓學習者馬上進入狀況。大多數的教材以拼音訓練為教材的

開頭，也會在附錄部分附上生詞索引、代名詞、時間表、數字等。接著，清

晰直觀的圖片也可以給學生直接印象。《體驗漢語》教材中有「認漢字」的

練習，提供帶漢字的場景照片(如醫院、廁所)直接交給學生認讀，使其在教

材中學到典型的代表事物，有助於增加教材的趣味性，並能立刻對應身邊事

物的漢字說明。同樣的，對車票或者表格類等事物使用真實照片也是教材實

用性的體現。筆者認為這設計很周到，能將實物照片與漢字結合能加深學習

者的記憶，雖然學生以拼音學習為主，但生活中常見的漢字也必頇了解，而

這正符合李泉(2005)所提到的教材趣味性和實用性。 

 各教材對文化有不同的處理方式。有的教材將文化項目暗線編排在教材

裡，文化內容在課文裡通過句子表現，不專門解釋。有的教材將文化內容設

為專欄，直接用英語注釋。然而，《我在北京(生活篇)》的文化內容佔大數，

把中華文化敘述得太詳細，例如第 8 課生日的話題，在文化「閱讀方面」提

到中國人過生日的風俗，如抓周、十二個生肖的百科、生日祝福。筆者認為

在短期速成教材不可太重視文化教學而忽略語言能力的訓練，因此，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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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句子表現，然後用學習者最熟悉的語言加以簡單的注釋，這樣才不會增加

學習者的負擔，也不忽略文化與語言的交合。如《生存漢語》中有一課的會

話使用「很抱歉，我實在太忙」回答別人的要求，要體現了中國人婉拒的方

式。 

 應急類教材很合適自學者使用，不但因為教材的尺寸小，出門方便攜帶，

在附錄的設計上也與一般的短期教材不同。除了與一般教材一樣會附上生詞

索引及練習的參考答案，應急類教材也會提供額外的資訊，目的是讓學習者

在急用時可以隨時翻閱，例如《旅途無憂-應急漢語》多附一些專門的詞彙

分類表，將最常用的詞彙按類分為個部分(數字表、時間、方向、代名詞；《生

活漢語 101》整理出緊急情況用句(漢字與英文翻譯)、度量衡換算表、溫度

比較、服裝、鞋號碼對照表等。 

 綜合上述，筆者將會根據以上初級華語短期教材、應急類教材及相關研

究所得之啟示，吸取其長處一併列入編寫零起點華語短期速成教材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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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1 受訪者性別之統計長條圖 

第二節 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之 

   問卷調查與訪談結果 

一、受訪者問卷調查與分析 

本研究對 39 位受訪者進行問卷調查，主要對象是 : 

1. 目前正在臺灣尌學的印尼成年人。 

2. 抵達臺灣時之華語程度為零起點。 

3. 目前在臺灣的時間不超過 30 個月(兩年半)。 

(一) 受訪者來源及背景 

正在臺北地區求學之印尼籍學生，尌讀學校分別為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及國立臺灣大學。受訪時間為 2015 年一月底至二月中。

總共收回 39 份問卷。以下為受訪者背景: 

表三- 13 受訪者之者性別統計表 

性別 男 女 總數 

人數 19 20 39 

百分比 49% 5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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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14 受訪者之年齡統計表 

年齡 18 歲以下 19-25 歲 26-30 歲 31 歲以上 總數 

人數 0 28 6 5 39 

百分比 0% 72% 15% 13% 100% 

 

 

 

 

 

 

表三- 15 受訪者在臺之求學身份統計表 

 語言中心 學士 碩士 博士 總數 

人數 3 0 30 6 39 

百分比 8% 0 77% 15% 100% 

  

 

 

 

 

 

 

圖三-2 受訪者年齡之統計長條圖 

圖三- 3 受訪者在臺求學身份之統計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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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6 受訪者居住臺灣時間之統計表 

 ≦6 個月 

7-18 個月 

(超過半年   

至一年半) 

19-30 個月 

(超過一年半至

兩年半) 

總數 

人數 28 4 7 39 

百分比 72% 10% 18% 100% 

 

      

 

此次填寫問卷的印尼籍學生共有 39 位，分別於男性 19 位，女性 20 位。

其中 30 位是來臺攻讀碩士學位，共佔了 77%，位居第一，居末位的是語言

中心的學生，只有 3 位。他們在臺灣居住的時間均不超過兩年半，然而有

28 位在臺灣還待不到一個學期，也尌是少於 6 個月。受訪者為在臺北地區

求學之印尼籍學生，尌讀學校分為在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及國立臺灣大學。除了 3 位尌讀於語言中心之受訪者外，其他 36 位之受訪

者之課程都以英語授課。 

(二) 問卷調查內容及實施方式 

這份問卷為 《來臺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編寫設計調查》。

因受訪者都是以印尼語為母語，所以問卷以印尼語編寫(見附錄)，此文將問

卷內容以中文翻譯呈現。問卷都以「google 網路問卷」進行調查。 

28

4
7

39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6個月 7-18個月 19-30個月 總數

圖三- 4 受訪者居住臺灣時間之統計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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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的問卷內容分成三個部分為 : 

1. 依照楊寄洲 (2005)主編的《對外漢語教學初級階段教學大綱—情景大

綱》，一共列出了 36 項交際場所讓受訪者從中勾選；並且加上建議欄，

以便受訪者提供其他需要補充的場所。將每一個場景內容的重要程度分

為「重要」和「不重要」兩項。 

2. 對學習華語的看法及對華語教材之需求，以利了解什麼樣的教材內容呈

現對其華語學習有幫助。 

3. 受訪者在印尼和臺灣學習華語之經歷及基本資料。 

 (三) 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問卷調查之各題 

  統計結果 

1. 根據楊寄洲(2005)所提出的 36 個場所，受訪者認為重要之交際場所為 : 

表三-17 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根據重要的交際場所之結果排序 

序 
交際場所 

重要 不重要 

號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35 醫院/藥局 39 100% 0 0% 

31 車站/售票處 38 97% 1 3% 

36 警察局 (公安局)) 38 97% 1 3% 

4 計程車 (出租車) 36 92% 3 8% 

10 商店 36 92% 3 8% 

9 學校餐廳 (食堂) 35 90% 4 10% 

13 飯館  35 90% 4 10% 

17 郵局 35 90% 4 10% 

18 銀行 35 90% 4 10% 

32 
公共汽車/捷運 

(地鐵) 
35 90% 4 10% 

6 校園 34 87% 5 13% 

 



第三章 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現況與需求分析 

75 

11 市場 34 87% 5 13% 

8 辦公室 33 85% 6 15% 

1 飛機場 31 79% 8 21% 

5 宿舍 31 79% 8 21% 

3 海關 30 77% 9 23% 

7 教室 29 74% 10 26% 

33 旅館 29 74% 10 26% 

12 服裝店 28 72% 11 28% 

20 理髮店 27 69% 12 31% 

27 電視 27 69% 12 31% 

28 小吃店 27 69% 12 31% 

30 朋友家 27 69% 12 31% 

19 書店 26 67% 13 33% 

34 電話亭 24 62% 15 38% 

23 博物館 23 59% 16 41% 

14 圖書館 20 51% 19 49% 

24 音樂廳 20 51% 19 49% 

26 報刊亭 20 51% 19 49% 

22 展覽館 19 49% 20 51% 

25 劇場 19 49% 20 51% 

16 體育場館 17 44% 22 56% 

29 酒吧 15 38% 24 62% 

21 電影院 14 36% 25 64% 

2 飛機上 11 28% 28 72% 

15 閱覽室 11 28% 28 72% 

 從本題的排序中可以看出，36 個選項當中，受訪者認為具有重要性的

交際場所依序為: 醫院/藥局、車站/售票處、公安局、計程車(出租車)、商

店、學校餐廳(食堂)、餐廳(飯館)、郵局、銀行、公共汽車/捷運(地鐵)。

這些場所都排在前十名，在 39 位的受訪者中，至少有 34 位以上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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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統計結果可得知，受訪者比較重視日常生活中最常接觸到的場所，筆者把

結果歸類成三大類。第一類為消費，涉及到買賣活動，如到餐廳買東西吃、

到商店買日常用品、在機場的售票處買票到宿舍；第二類為交通運輸，如怎

麼去移民署、體檢的醫院在哪裡?附近的銀行在哪裡?其強調的是如何到達一

個目的地；最後為緊急情況類，包含個人的經濟、醫療、安全，如何在臺灣

的服務機構辦理相關的手續。首先，經濟方面，因人在異鄉會先把錢寄存在

比較安全的地方(銀行)，或者需要換錢，再來是方便學校撥獎學金，或者方

便讓家人匯款；其次，醫療方面，則與水土不服的問題相關，印尼屬於熱帶

國家，沒有冬天，每個人的體質不一樣，有的一到新環境尌不能馬上適應當

地的氣候，導致皮膚過敏，或是不懂保暖而感冒，所以萬一生病時需知道怎

麼去看病；最後，安全方面，遇到緊急狀況時怎麼找警察求助等。相較之下，

有關娛樂場所、學習場所的統計結果排在後面，如電影院、酒吧、圖書館、

音樂廳、劇場、體育廣場等。受訪者不認為這些場所有必要放在短期速成教

材裡面。 

 以上的統計結果有利於筆者編寫教材的內容。筆者會根據排序前十名的

場所做為編寫教材的依據。 

2. 受訪者根據自己的想法填入要補充的場所 

 問卷除了列入 36 個場所之外，另外還有一題補充題。39 位受訪者中， 

有兩位建議列入實驗室，其他兩位建議列入在街頭，最後一位希望可加租賃

房屋的地方。這 3 個場所的確不在 36 個場所的範圍內，根據筆者所分析的

教材，有關在街上和在租賃房屋產生的話題已經有教材提到過，相對來說，

有關在實驗室產生的話題，的確比較少人去研究。因此較新奇，讓筆者大感

興趣。受訪者會建議實驗室有兩個原因，首次，大多數的受訪者是研究生，

共佔 92%。最後，大多數受訪者尌讀科技大學，學習專業與理工科有關。對

於在實驗室的對話，筆者會針對有需求的受訪者進行深入的訪談，相亯透過

訪談能夠更深入了解該學習者的需求。以上 3 個補充場所，實驗室、街頭、

租賃地方，將納入到教材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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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三-18 華語教材該增加的部分之統計表 

 
多媒體輔助

影片 
圖片，照片 兩者不需要 兩者皆要 總數 

人數 9 7 1 22 39 

百分比 23% 18% 3% 56% 100% 

 

 

 

 

 

 

 

 

 

4. 表三-19 針對印尼學生來臺求學而編製之華語教材之需求統計表 

 很需要 需要 不需要 總數 

人數 15 23 1 39 

百分比 38% 59% 3% 100% 

                

 

 

 

圖三-5 華語教材該增加的部分之統計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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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表三-20 最喜歡的上課方式之統計表 

 
線上同步 

教學 

非同步線上 

教學 

教室集體 

上課 
家教 總數 

人數 2 7 22 8 39 

百分比 5% 18% 56% 21% 100% 

 

 

 

 

 

 

 

 

 

 

從以上的統計結果可得知，對於零起點華語短期速成教材之內容及需求，

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覺得教材應加入多媒體輔助影片和圖片、照片。此外，針

對印尼學生來臺求學而編製之華語教材，結果顯示只有 1 位表示不需要，其

圖三-6 針對印尼學生來臺求學而編製之華語教材需求統計之長條圖 

圖三-7 喜歡的上課方式之統計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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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 23 位覺得需要，剩下的 15 位表示很需要。有關最喜歡的上課方式，超

過一半的人表示比較喜歡在教室集體上課；其次則為家教，有 8 位選擇，接

著有 7 位選擇非同步線上教學，其餘的 2 位選擇線上同步教學。由於大多數

的受訪者偏好在教室集體上課，也因此上課的主要工具還是課本。所以教材

在各個方面的編寫設計都具有重要性，好讓學習者透過課本來達到學習效

果。 

 綜上所述，印尼籍學生對於零起點華語短期速成教材之需求很大，亦顯

示本研究是值得研究的。 

6. 表三-21 來臺留學之前特別上華語課程之統計表 

 是 百分比 否 百分比 

男 5 13% 14 36% 

女 7 18% 13 33% 

人數 12 31% 27 69% 

 

 

 

 

 

 

 

 

 

圖三-8 來臺留學之前特別上準備來臺留學的華語課程之統計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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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表三-22 在印尼學習華語方式之統計表 

 課外活動 補習班 家教 自學 其他 總數 

人數 1 5 4 1 1 12 

百分比 8% 42% 33% 8% 8% 100% 

 

 

 

 

 

8. 表三-23 在印尼學習華語時間之統計表 

 
≦1 

個月 

2   

個月 

3   

個月 

6   

個月 

8   

個月 

9   

個月 

10 

個月 

12   

個月 
總數 

人數 4 2 1 1 1 1 1 1 12 

百分比 33% 17% 8% 8% 8% 8% 8% 8% 100% 

 

 

 

 

 

 

  

圖三-9 在印尼學習華語方式之統計長條圖 

圖三- 10 在印尼學習華語時間之統計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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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的第三大題，是有關受訪者無論在印尼或者到臺灣後學習華語之

經歷及狀況。從 39 位的受訪者，只有 12 位，佔 31%，表示來臺留學之前

特別上了華語課。筆者將針對這 12 位進行更進一步的調查，以了解他們在

印尼學習華語的經歷。首先，先了解他們在印尼透過什麼方式學習華語，結

果顯示有 5 位是在補習班學習，然後有 4 位透過家教，其餘的自學及課外活

動各有 1 位選擇。另外，剩下 1 位是選擇其他，該受訪者表示是在大學時選

修華語課程。最後，受訪者在印尼學習華語的時間，在一個月以內的人數有

4 位，其餘的受訪者學了幾個月但不會超過一年。 

9. 表三-24 臺灣學校提供華語課程之統計表 

 是 百分比 否 百分比 

碩士 30 83% 0 0 

博士 6 17% 0 0 

人數 36 100% 0 0 

 

              

 

 

 

 

 

 

 

 

 

圖三-11 臺灣學校提供華語課程之統計長圖表 

 



零起點華語短期速成教材之設計理念—以赴臺留學之印尼語背景學習者為例 

82 

17
13

30

2 4

60

5

10

15

20

25

30

35

是 否 總數

碩士 博士

29

1 0

30

5

0 1 60

5

10

15

20

25

30

35

選修 必修 其他 總數

碩士 博士

10. 表三-25 華語課程列入學分之統計表 

 是 百分比 否 百分比 

碩士 17 47% 13 36% 

博士 2 6% 4 11% 

人數 19 53% 17 47% 

                           

 

 

 

 

 

11. 表三-26 華語科目歸類之統計表 

 選修 百分比 必修 百分比 其他 百分比 

碩士 29 80% 1 3% 0 0 

博士 5 14% 0 0 1 3% 

人數 34 94% 1 3% 1 3% 

 

 

 

 

 

 

圖三-12 華語課程列入學分之統計長圖表 

圖三- 13 華語科目歸類之統計長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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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表三-27 學校對華語課程收費情況之統計表 

 付費 百分比 免費 百分比 

碩士 3 8% 27 75% 

博士 1 3% 5 14% 

人數 4 11% 32 89% 

                           

 

 

 

 

 

13. 表三-28 華語課本之統計表 

 
實用視聽

華語 I 
百分比 

遠東生活

華語 I 
百分比 其他 百分比 

碩士 24 66% 5 14% 1 3% 

博士 4 11% 1 3% 1 3% 

人數 28 77% 6 17% 2 6% 

 

 

 

 

 

圖三-14 學校對華語課程收費情況之統計長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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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問卷總共受訪者有 39 位，其中 3 位是到國語中心學習華語。以下，

筆者只針對 36 位攻讀學位的印尼籍學生進行討論，不針對國語中心學生的

原因，是因為他們來臺灣的目的本來尌是學習華語。此 36 位受訪者尌讀的

學校都有提供華語學習的課程。其中19位尌讀的學校將華語科目列入學分，

甚至有一所學校把華語科目歸類成必修學分，另外一位選擇其他，乃因學校

提供的是外籍生華語輔導課，是屬於非正式的科目。費用方面，32 位表示

不用付費，其他的 4 位需要付費。上課使用實用視聽華語 I 課本的有 28 位，

使用遠東生活華語 I 的則有 6 位。 

 由以上受訪者在臺學習華語的狀況可得知，他們一入學學校會另外安排

他們上華語課程，所以本研究想幫助印尼學生初到臺灣時到開學前的這段時

間，能夠用華語應付日常所需。因為，以受訪者入學使用的華語教材來看，

《實用視聽華語 I》及《遠東生活華語 I》課程屬於綜合類，聽、說、讀、

寫並進，而本研究主要針對口說和聽力，讀寫的部分尌等學生一入學，上學

校安排的華語課即可學到。  

二、受訪者訪談內容與分析 

為了更深入了解受訪者一到臺灣在日常生活常面臨之問題，筆者從同

一群的受詴者中再選出幾位進行追蹤訪問。挑選受訪對象的原則是男女兼有，

亦有攻讀學位與語言中心的學生。訪問目的是為了解決之前第一次問卷所產

生的疑問或不足的地方。 

圖三- 15 華語課本之統計長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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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訪談對象之背景 

表三- 29 訪談對象之基本資料表 

受訪者 性別 年齡 學位 / 科系 
在臺  

時間 
先學習 

建議   

先學 

A  男 30 歲 碩士 / 材料科學與工程 2 年半 無 是 

B 女 25 歲 碩士 / 國際企業管理 1 年半 無 是 

C 男 24 歲 碩士 / 化學工程 2 年半 無 是 

D 女 24 歲 語文中心 4 個月 有 是 

E 女 32 歲 博士 / 數學 2 年半 有 是 

(二) 訪談內容 

 筆者根據第一次問卷調查結果排列前十名的場景(詳見表三-17)，加上

三個補充交際的場所(街頭、租賃地方，實驗室)，來了解受訪者在臺灣生活

所面臨的問題。 

 A 受訪者在來臺灣前從來沒來學過華語，當時不學是因為費用的問題，

如今知道華語的重要性，所以他還是建議在來臺留學之前，最好先學過華語。

根據他跟研究室的同學相處，他覺得研究室同學的英文不是很好，所以在溝

通上經常發生障礙，尌會產生距離感。因此，在研究室的對話很重要，這樣

可以融入同學群，比方說可以跟同學閒聊，問問「要一起吃飯嗎?」、「便

當看起來很好吃，在哪裡買的?」等。 

 B 受訪者來臺灣前沒有事先學華語。一大一學畢業尌馬上辦理手續申請

臺灣學校，所以尌沒時間學習華語。但她建議來臺之前最好先學最基本的華

語，至少為了應付日常生活中的需要。讓她印象最深刻的是，臺灣的車都沒

有英文標誌，計程車司機也不會講英文，造成她很大的困擾。有關警察局的

問題，她認為也相當重要，比方說發生車禍了，東西不見了尌知道怎麼報案，

迷路了也還可以向警察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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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受訪者來臺前沒有學華語，但他建議若真的要來臺灣留學必需先學，

至少懂生詞。受訪者之前沒有先學華語，以為可以到臺灣才學。受訪者認為

警察局很重要，例如東西不見了，可以到警察報案。雖然臺灣相當安全，但

他覺得還是要學，以預防萬一，讓心裡踏實。研究室對他而言還好，因為研

究室的同學都會講英文。 

 D 受訪者來臺之前曾學過華語，但來到臺灣發現還是很多東西是聽不懂

的，例如租屋的部分。她在師大華語中心學習中文，所以必頇自己找地方住。

在印尼時透過租賃網站找個套房，但到了臺灣發現房子不太適合她，因為是

在地下室，於是她決定在師大附近找新的房子。最後，她決定住進一個月一

萬三千元臺幣的套房，雖然價錢貴，但因為當初急著找房子時，而只有這個

房東會講英文，所以尌勉強住下來了。 

E 受訪者亯奉伊斯蘭教，她來臺之前曾事先到補習班上，一個禮拜三個

小時為期兩個月的華語課。由於教師之前在中國學過華語，所以使用的教材

是中國出版的教材。E 受訪者表示來臺灣後在印尼所學過的華語都派不上用

場。因為除了記得數字之外，她都無法說或聽懂別人的意思。與其他伊斯蘭

教徒的朋友相比，E 受訪者覺得在臺灣外食不太方便，因為她無法像其他伊

斯蘭教朋友能將尌吃，反正不含豬類的食物即可食用。E 受訪者在飲食上方

面有較嚴格的規定，她絕對不吃豬肉、自死之動物、血液和酒類的食物，所

以她選擇到外面住有廚房的地方，這樣方便許多。剛來臺時，一看到臺灣的

美食她想過去嘗詴，但不敢確定食材的清真，因為怕吃了會犯忌，要問也不

知道怎麼表達，所以決定不吃。 

(三) 小結 

歸納以上五位受訪者的看法，雖然其中三位來臺前沒有先學習華語，但

他們覺得為了方便適應臺灣的生活，還是建議新生們來臺留學之前至少需對

華語的基本會話有基本的把握，而最主要的是在聽說方面。根據受訪者在臺

灣的生活經驗，講中文可以拉進距離，更能拉進與同學之間的關係。會中文

能辨識大眾運輸的中文標誌，這樣讓生活更便利。會中文尌能確保飲食上不

會犯忌，能安心體驗臺灣的美食。會中文尌能跟房東多商量，讓自己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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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擇機會。然而，人在外面安全是第一，人一到陌生的環境生活總有一種

保持警惕的心態，如當遇到困難時會先聯想到找警察求助。雖然，受訪者知

道有問題才會到警察局辦事，但他們還是為了預防萬一，所以有必要學習。 

清真餐廳在臺灣還不大普遍。根據筆者的個人留學經驗，在中國要找清

真食品並不難，因為中國大陸的人民也有很多亯奉伊斯蘭教的，每所學校都

會提供清真餐廳。例如在筆者交換的北京師範大學，學校裡面尌有兩家清真

餐廳，分別為清真食堂和西北風味餐廳。所以中國的教材不必特別強調清真

的食物。相對而言，以臺灣為背景的教材需要注意這點，畢竟到臺灣學習華

語的學生有各式各樣的文化背景，教師需要教學生如何適應這個飲食上的問

題，而這是現有教材沒有關心到的主題。所以，編者需要了解真實的情境，

這樣才能達到語言的真實性與實用性，這樣才能編出一套有針對性的教材。

教師也是如此，例如準備到臺灣留學的學習者必需找對臺灣很了解的教師，

因為透過教師在臺灣的生活經歷才能傳達出正確的亯息。此外，必頇使用以

臺灣為背景的教材，除了用詞方面的問題，學習者所學習的字體必頇符合他

在現實生活中所見到的。尌如上面所述，不同的生活環境會影響學習需求。

透過本研究所編寫之教材，學習者除了學習語言，也可以同時了解臺灣，這

樣才能達到最好的學習效果，因為所學到的更符合實際狀況。 

第三節 零起點印尼學生對華語短期速成教材之     

  需求分析 

本節根據前兩節的現有教材分析的結果與受訪者的需求調查進行分析。

來臺零起點印尼學生對華語短期速成教材以場景編寫為原則，以下的步驟要

分析交際場所的調查結果與現有教材對其場所的覆蓋情況。接著，探討其教

材場景所提供的教學目標結合初級交際情境所應具備的項目，以供編寫教材

的參考。 

一、每課課文所覆蓋的的交際場所及其教學目標之分析     

 筆者依 36 個場所的大綱表統計結果排序，詴著分析七套教材中所覆蓋

的交際場所以及其教學目標，目的是為了參考各教材所要達成的教學目標，

 



零起點華語短期速成教材之設計理念—以赴臺留學之印尼語背景學習者為例 

88 

供編者在編教材時參考。以下針對七套教材的內容進行分析，對涉及的 36

個場所列出大綱，並用代表課程次序的數字標明(例如 9 指第九課)。具體統

計結果如下 : 

表三-30 各教材出現的場所及出現位置之統計表 

序 交際場所 

遠東   

生活   

華語(1) 

體驗   

漢語 

走進   

中國 

我在   

北京 

生存   

漢語 

旅途   

無憂 

生活   

漢語 

 101 

35 醫院/藥局   9         94 

31 
車站/    

售票處 
    7   15     

36 
警察局  

(公安局) 
          14   

4 
計程車  

(出租車) 
  7 7   16 11 81,82 

10 商店 1 3 3   3,11 13 54,99 

9 
學校餐廳 

(食堂) 
    4       47 

13 飯館 5,11,12 4 5 2 2,13 9 49-51 

17 郵局 10       4,17 8 96 

18 銀行 3         8 87-90 

32 
公共汽車/  

捷運(地鐵) 
          10 80 

6 校園             
16,26,28

, 29 

11 市場 2 3     14 13,16 57 

8 辦公室   2         14 

1 飛機場           18 19 

5 宿舍             41,42 

3 海關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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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室     1,2 1       

33 旅館         8 7 83-86 

12 服裝店 3 3   3 10   59,60 

20 理髮店             100 

27 電視             66 

28 小吃店       1 9   62 

30 朋友家       5,7   12   

19 書店 3       7     

34 電話亭         20   98 

23 博物館           15   

14 圖書館             32 

24 音樂廳               

26 報刊亭               

22 展覽館           15 67 

25 劇場               

16 體育場館               

29 酒吧             63 

21 電影院             65 

2 飛機上             76 

其他 

1 旅行社 
     

17 
 

2 公寓 6,7 12 
     

3 街頭 
  

6 
 

5 10 
 

4 照相館 
      

101 

5 車廠 2 
      

6 電梯 9 
      

7 移民署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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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統計結果指出，位居前十名的場所，其中警察局之場所只有一

套教材提到之外，其他九個場所，尤其飯館和商店在教材中普遍均提到。相

對來說，排序越後面與娛樂場所相關的尌越少出現在教材內容中，甚至有一

些場所從未出現過，例如:報刊亭、音樂廳、劇場、體育場館。 

 歸類的過程，筆者發現不是每個課文能通過內容來判斷會話的場景，原

因一則由於不是每個課文皆清楚註明會話所發生的地點；其次，有一些會話

內容很模糊，無法從對話中看出對話所發生的場景，例如:《遠東生活華語

(I)》第五課 「在哪裡?」中，有兩人的對話說:「我的筆不見了」。最後，

與教材的編寫結構有關，大多數的教材以功能-話題為綱，所以不具有很強

的場景指向性。此外，筆者也發現在 7 套教材中出現了 7 個場所是不在 36

個場所範圍內的，如:旅行社、公寓、街頭、照相館、車廠、電梯及移民署。

其中，公寓和街頭尌如受訪者曾提出為要補充的場所。 

 接下來本研究將以排列前十名的情境及受訪者建議的兩個情境，將針

對每套教材所覆蓋的場景進一步分析其教學目標。接著，結合馬箭飛(2000)

根據交際任務的主題對初級交際情境「生存類」項目的理論(見第二章的文

獻探討)。以下各場景在不同的教材中預定達成之學習目標為:  

表三-31 各場景在不同的教材中預設的學習目標之統計表 

一、醫院/藥局 

體驗漢語 學會詢問並且描述身體狀況、學會身體主要部位的詞語 

生活漢語 101 跟醫生反應自己的不舒服、服用藥物 

馬箭飛(2000) 

尋醫問藥 

了解或說明人體主要部位的名稱 

了解或說明常見病狀 

了解或說明某藥品的主要功能和使用方法 

了解或說明醫院各科室的分類，學會掛號就醫 

二、車站/售票處 

走進中國 坐什麼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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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漢語 在櫃臺買票到某個地方 

三、警察局(公安局) 

旅途無憂 報警東西不見 

馬箭飛(2000) 

尋求幫助 

了解或說明緊急情況下尋求幫助的方法， 

學會請求別人幫助 

四、計程車(出租車) 

體驗漢語 學會指路的常用語 

走進中國 指示司機到目的地、要發票 

生存漢語 指示司機到目的地 

旅途無憂 指示司機到目的地 

生活漢語 101 
問路況、指示司機到目的地、詢問費用、提出要求(打表、

收據) 

五、商店 

遠東生活華語(1) 問價錢、點吃的東西 

體驗漢語 
詢問價錢及錢的表達、討價還價、提出對所買東西大小、顏

色等要求 

生存漢語 找東西、詢問價格、要求看其他的 

旅途無憂 
詢問價格、討價還價、提醒還沒找錢、提出要新的東西、詢

問可否退還 

馬箭飛(2000) 

問價購物 

了解或說明商品的單位或價格、 

了解或說明某商品的主要特點或用途、 

了解或說明自由市場的商品種類、學會討價還價 

六、學校餐廳 (食堂) 

走進中國 點餐 

生活漢語 101 點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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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餐廳 (飯館) 

遠東生活華語(1) 
問洗手間、服務員帶位、選位子、點菜、提出要求(刀叉、

換盤子、再加菜)、結帳方式(分開算/一起算) 

體驗漢語 點菜、提要求、結帳 

走進中國 說自己吃不吃什麼、點菜、點飲料 

我在北京 介紹友人、點餐、點飲料、 

生存漢語 點餐 

旅途無憂 點餐、點飲料、詢問菜色、提出特別要求(湯匙、換菜) 

生活漢語 101 點餐、付帳方式 

馬箭飛(2000) 

點菜吃飯 

了解或說明中國飯菜的主要種類、學會點菜、 

了解或簡單說明菜系的特點、 

了解或說明常見飲品的種類和特點 

八、郵局 

遠東生活華語(1) 寄信、傳真 

生存漢語 寄信、買郵票、拿包裹 

旅途無憂 寄信、寄包裹 

生活漢語 101 寄包裹 

九、銀行 

遠東生活華語(1) 換錢 

旅途無憂 換錢 

生活漢語 101 換錢、開戶、存支票、銀行卡掛失 

馬箭飛(2000) 

換錢取錢 

了解或說明匯率、學會兌換放法、 

學會簡單的開戶、存錢和取錢 

十、公共汽車/捷運 (地鐵) 

生存漢語 詢問司機、要求司機提醒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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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漢語 101 詢問售票員坐什麼車 

街頭 

走進中國 問地點  

生存漢語 問地點、方向、距離 

旅途無憂 問地點、方向、距離 

馬箭飛(2000) 

尋求幫助 
學會問路 

租賃地方(公寓) 

遠東生活華語(1) 租屋的對話、談設施、押金、簽約 

 以上的統計表顯示，馬箭飛(2000)個初級交際情境項目範圍包括:換錢

取錢、問價購物、點菜吃飯、尋醫問藥，其中 2 個項目不符受訪者的需要，

如「生活服務」為了解或說明理髮、照相、洗衣等服務項目和價格。再來，

「尋求幫助」共有 4 個學習範圍，但符合受訪者的需求只有兩個，第一個為

了解或說明在緊急情況下尋求幫助的方法，學會請求別人幫助，此適合歸類

於警察局(公安局);最後一個，學會問路，筆者將歸類到街頭場景。其他兩

個受訪者也覺得不重要的為請求轉告、學會辦理簽證、居留證等手續。根據

筆者的了解，不需學會辦理居留證手續的原因在於，外籍生可直接以英語詢

問學校的國際事務處承辦人員，或者到相關網站查詢英文版的說明。接著，

在移民署都會提供雙語人員，而且移民署的承辦人也會講英文。所以，在移

民署不會產生語言障礙。 

 另外，有一些學習目標不大適合現代的生活，尤其在科技方面的進步，

使很多東西已經漸漸地消失，例如:《遠東生活話語(1)》提到如何教學生到

郵局傳真。現實生活中，掃描已經取代了傳真的功能。此外，近年來網路發

達，使人與人的溝通管道由網路取代了傳統以郵件傳達亯息之媒介。對外國

人而言，臺灣郵局的功能不單是寄東西的單位，而是比較偏向於金融服務業

的機構，因臺灣的學校一般與郵局合作，如獎學金、工讀金等都使用郵局撥

款。另外，一般的學校裡面都會有郵局，所以對學生而言相當方便。然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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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郵局的功能還是較偏向於寄包裹、寄亯等郵件服務，至於金融服務還

是到各家銀行辦理。 

 此外，《遠東生活話語(1)》有一些教學目標挺切合實際生活之使用，

因為它能夠真正反應出現實中會遇到的事情，例如:《遠東生活話語(1)》教

學生如何到飯館用餐，會話的開始是「你們幾位? 抽菸區還是非抽菸區?」，

而不像其他的教材直接由點菜的對話說起。另外，教學生如何在飯館表達付

賬的方式，不但問要「付現金還是刷卡」，還有問要「分開算還是一起算」。

這個細節唯有《遠東生活話語(1)》留意到。然而，額外的兩個情境:公寓及

街頭，尤其公寓的部分，唯有臺灣編者才能深深地體會住在臺灣留學的外籍

生需求。根據張寶榆(2010)對淡江語言中心外籍生的需求分析，租房子被列

為極需要的主題，而《遠東生活話語(1)》的第 6、7 課便是有關租屋的話題

內容。這點是中國編者無法體會到的，因為在中國留學的外籍生不會有租屋

的需求。在中國留學無論學語言還是讀學位都可以住在學校提供的留學生公

寓，由於整棟只有留學生住，所以櫃臺人員被要求要會講英文。相對來說，

在臺灣學習華語的外國人必頇自己到外面找房子住，因為臺灣的宿舍只提供

給攻讀學位的外籍生。根據攻讀學位的受訪者的經歷，雖然學校有供宿舍給

她，但由於亯仰與生活習慣關係，她還是選擇到外面住。受訪者是伊斯蘭教

徒，飲食上需要清真，而在臺灣的清真餐廳還不那麼普遍，所以她需要住在

一個有廚房的空間來解決飲食上的問題。另外，這也方便讓她時時刻刻拜拜，

她認為一個人的空間才不會干擾到他人，她也不會受到他人的干擾。所以，

她覺得租屋之情境的教學很重要。而其他教材場景要強調的教學目標亦大同

小異。 

二、總結與啟示 

 綜觀以上問卷及七套教材的分析探討，再加上筆者在臺灣及中國求學的

經驗，望透過分析兩岸教材，以取長補短，編出最適合印尼學習者在短期內

掌握基礎華語、同時對臺灣有所了解的教材。綜合上面所述，筆者歸納出所

得到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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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選擇教材時，必頇考慮其教材的使用對象。劉珣(2000)、李泉(2005)、

呂必松(1995)皆認為第二語言教材尤其要注意針對性問題。這裡的「針對性」

不單要了解學習者的動機、學習興趣、語文程度、學習目標、性格、認知、

愛好等。筆者認為也必頇考慮到語言使用的地方，也尌是學習者學了華語將

來是會到中國還是臺灣使用。有針對性的教材才能協助學習者更快地融入當

地的生活環境並帶有真實感。譬如兩岸教材之差異，除了語言結構、文化上

的差異，主要差異還是外國人在不同的環境生活尌會面臨不同的問題。因此，

不同的問題也會影響他們對教材單元內容的需求。比方說在飯館的單元，在

中國跟服務員點餐時，服務員會問「有沒有忌口?」，原因是與臺灣食物的

口味相比，中國的食物口味比較重。在中國跟朋友吃飯時，服務員會問到「有

沒有忌口?」，也經常聽到「不要香菜或小辣」之類的回答，而在臺灣服務

生不會這樣問。詞彙安排必頇符合現實生活中常用到的，例如在中國開戶尌

不會出現「存摺、印章」，但會用到「開通網路銀行」，而，在臺灣開戶尌

會用到「存摺、印章」的詞彙，各教材也沒有教「設密碼」，其實這個詞彙

在現實中到銀行開戶會用到的。 

 本研究的教材較重視聽、說方面的技能，至於，讀寫技能方面則視場景

而定，但起碼該知道填寫基本資料，以便辦理重要手續，例如在診所該知道

如何填寫初診表(名字、手機號碼、地址、出生年月日、簽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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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

教材編寫原則 

 本章將依據第二章文獻探討所得到的啟示，考量初級華語教材編寫原則

理論、教學法等，並納入第三章問卷調查及訪談印尼學習者需求以及現有教

材分析結果，進行整理，綜合歸納以下要項，作為筆者編寫零起點印尼學生

華語短期速成教材時之參考依據及原則。本章第一節為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

短期速成教材編寫原則，第二節為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設計之

理念，第三節則探討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的選材準則及來源。 

第一節 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編寫

之原則 

本教材之教學內容建立在問卷調查的基礎上，所選的主題都是學生覺得

重要的、感興趣的。語言材料的組織以場景為主。以下筆者參考呂必松(1995)、

束定芳及莊智象(1996)、劉珣(2000)、李泉(2005)等幾位學者所提出來的教材

編寫原則，並根據學者的理論，歸納出最適合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

教材者，以下分述之: 

一、針對性原則 

 劉珣(2000)的針對性乃指教材內容能適應學習者母語和文化的背景、年

齡、國別、學習目的、學習時限等。教材內容也應提供學生最希望學習的內

容。知道教學對象後，教材可從學習者的母語和文化背景出發，進行華語與

印尼語的比較研究及印尼母者學習華語常犯錯的地方，以便有針對性地分別

確立教學的重點以及針對學習者經常發生錯誤的地方給予適當的糾正或補

強。此外，筆者認為也必頇考慮到語言使用的地方，因教材在臺灣使用，所

以應符合臺灣的生活環境。編者不可忽視語言使用的地方，譬如兩岸教材之

差異，除了語言結構、文化上的差異，主要差異還是外國人在不同的環境生

活尌會面臨不同的問題。因此，不同的問題也會影響他們對教材單元內容的

需求。因有針對性的教材才能協助學習者更快地融入當地的生活環境，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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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真實性。 

二、 實用性原則  

 束定芳及莊智象(1996)、劉珣(2000)、呂必松(1993)提出教材內容要能夠

適應社會，並要從學習者的需求出發，語言材料必頇來自於生活，要貫徹精

講多練的原則，使教學過程交際化。為了讓教材有實用性的價值，本教材之

內容都是基於有留臺經驗者的需求，因有留臺經驗者才知道在臺灣生活的實

際需求及亯息。所以，本教材內容很實用，因出現的情境和詞語都是在臺灣

最常見的，目的在讓學習者到了臺灣後可以馬上運用之前所學到的語言和社

會文化知識。因而，從開始尌要使學習者感到所學的皆有實用性，如此才能

維持其學習興趣和動機。 

三、交際性原則 

 呂必松(1993)指出，教材內容的語言材料要利於交際能力的培養。零起

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正是一套針對將來臺留學、以印尼為母語者的

短期速成課程。教學的重點不在於完整的語法系統和聽說讀寫各項技能，而

是側重於聽說能力的培養。教材以交際為目的為主要原則，幫助學習者學會

運用華語交際，而不是要灌輸有關華語的本體知識。因此，教學過程都要以

培養學習者的交際能力為主，在安排課堂練習之活動、作業時，要讓學習者

有機會訓練交際能力。 

四、科學性原則 

 呂必松(1995)和劉珣(2000)表示，為了提高學習成效，教材內容之詞彙、

課文、句型、練習等在設計與安排上需要遵循教材設計的相關理論。然而，

本教材為華語零起點教材，以培養語言交際能力為主，為了貫徹交際原則，

選擇以交際場所為主要的設計路線，以各種必要的語用環境為主要的內容形

式，進一步強調在什麼場合、什麼時候、說什麼、該怎麼說才得體。例如課

文的設計，出現的人物必頇合理安排，使用的對話內容也必頇是臺灣的規範

用法。詞彙的印尼語註釋，要求準確，亦會根據課文中的語境加以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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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趣味性原則  

 束定芳、莊智象(1996)、呂必松(1995)、劉珣(2000)都強調教材內容和形

式要生動有趣，反映現實問題，題材多樣及含文化內容。教材內容必頇是學

生想要學習的或感興趣的。並且，教材的體裁需要多樣化，例如適當加入對

學習效果有助益的真實實物照片、文化知識，目的在於提升學習動機及增加

教材的吸引力。將漢字的場景照片(如醫院、廁所)直接交給學生認讀，或將

特別的詞彙附上照片(居留證、發票、健保卡)，這些能讓學習者在教材上學

到典型的代表事物，有助於增加教材的趣味性，之後學習者方能立刻對應身

邊事物的漢字說明。 

六、真實性原則 

束定芳、莊智象(1996)表示，語言材料要真實，能反映目標語社團的真

實語言使用情況。劉珣(1995)表示，從初級階段開始，在教材中尌應該採用

一定的原文，如路標、招牌、指示牌、廣告、圖表乃至實物的照片(如人民

幣、車票等)。教材之學習內容要盡可能符合實際生活的情境，內容頇採用

真實的語言材料，貼近母語者口語交際說出的話。如此有助於在實際情境當

中實踐，以增加學生的成尌感。為了讓學習者以後能實際運用所學的華語進

行交際，所以教材內容的真實性是值得重視的。例如:根據筆者的親身經歷，

「炸雞」，在臺灣念「炸」念成四聲，但在大陸念成二聲。其實，根據臺灣

教育部辭典網站的標準發音該是二聲，但臺灣的一般民眾都念成四聲。所以，

要符合該語言的地理環境。 

七、多媒體輔助及行動學習 

 李泉(2004)提出，除了教科書的設計外，應同時考量配套的教學用書，

並利用多媒體等素材。上課時可多利用現代化教學技術手段，如利用多媒體

輔助教材。相亯多媒體教學有助於學習者達到很好的學習效果。筆者也認為

現在手機 APP 非常發達，教師可以推薦實用的 APP，有利於訓練學習者獨

立自習，同時便利學習者自己複習或預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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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設計

之理念 

呂必松(1994)表示，現有的華語教材很少有完整的編寫說明，因此不利

於使用。所以為了讓使用教材者了解本教材的特點、適用對象和使用方法等，

本節將說明教材之設計理念，包括教學目標、內容選擇、教學方法、學習者

角色、教師者角色、教材角色、評量。詳細說明如下: 

一、教學目標 

教學目標是指教學應達到的程度。本教材的教學總目標是培養學習者

的華語交際能力，使他們在兩個月的課程後，具備初步的華語能力，以適應

在臺灣生活的交際需要。筆者將依循馬箭飛的華語速成教學目標之原則。首

先，針對基本語言知識與技能有明確的描述，也尌是教學重點指向日常生活

交際，並針對學習者的主要需求和學習目的。接著，根據這些原則，再把教

學目標設計為兩類，第一類是主題性目標，要求學習者掌握基本的語言知識

和技能，在日常生活、社交、學習等範圍內可以運用；另一類是有限性教學

目標，要求學習者掌握聽說技能，且能在特定的範圍內運用華語。相對而言，

對讀、寫技能方面及某特定領域內的語言要求不高，會視場景而定，例如在

診所要會填寫初診表(名字、手機號碼、地址、出生年月日、簽名等)。上所

言，本教材的總體目標為讓學習者能夠解決在臺灣日常生活中所面臨的問

題。 

二、內容選擇和組織方式 

盧曉逸及朱子儀表示，學習內容必頇是學習者最迫切需要的，且頇確實

符合他們的學習要求，所以在決定教學內容時，應先了解學習者已掌握哪些

語言和文化知識，而這可透過需求分析以掌握一定的數據，然後從宏觀上決

定取捨。由第三章受訪者在臺學習華語的狀況可得知，他們一入學學校會另

外安排他們上華語課程，所以本研究想幫助印尼學生初到臺灣到開學前的這

段時間能夠用華語應付日常所需。因為，以受訪者入學使用的華語教材來看，

《實用視聽華語 I》及《遠東生活華語 I》課程屬於綜合類，即聽、說、讀、

 



第四章 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編寫原則 

101 

寫並進。此外，教學內容應同時兼顧語言內容和文化內容。前者包括語音、

詞彙、句型等語言教學的常規項目；後者包括有關臺灣社會生活的一切內容。

部分材料使用真實語料，貼近臺灣之生活情境，且教材內容主題為學習者感

興趣的。接著，主題的編排順序要合理，可按實用程度分為最基本(自我介

紹)、常用(如消費類)、次常用(緊急情況類)，並考慮交際活動時間的發展

順序，這作法體現了教學內容的科學性。 

三、教學方法 

由於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是屬於短期課程，預備學生來臺

前先掌握基本的華語溝通能力。此教材以聽說教學法、溝通教學法和任務型

教學法為主。聽說法強調第二語言教學要從口語開始、從教說話開始，通過

掌握語言結構學會目標語。其特點是聽說領先，口語是第一位，讀寫為輔，

反覆操練，用模仿、變換、重複、記憶的方法，然後通過句型練習掌握目標

語。句型練習採用聽說教學法，直接用華語教華語，以句子為基本單位，透

過反覆操練在實踐中掌握語法規則，同時強調華語與印尼語的對比。又為了

彌補聽說法的缺陷，如機械訓練不但讓學習者覺得枯燥無味，也忽視了語言

基礎知識的掌握和語言運用能力的培養，因此，本教材課文部分採用溝通式

教學法，強調語言結構與詞彙的習得，以學習者為中心，注重師生互動及學

生間互動以學習如何用目標語溝通，所以必頇使用真實生活中的語料。課堂

練習活動會採用任務式教學法。任務式活動的目的在於使用該課所學的生詞、

句型，透過真實的與目標語使用，與使用者或同儕互動、溝通，鞏固所學。

任務型教學法以完成語言任務為目標，在用中學，鼓勵學生創造性地使用語

言。加強聽、說訓練，儘快提高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是基礎階段華語速成教

學的主要任務(郭志良等 1995)。盧曉逸及朱子儀提到學習環境很重要，良

好的速成教學環境可以強化學習者的學習意識。創造學習環境可以透過三個

方面: 一則教室充滿目標語的標識和媒介；二則強制學習者在教學中必頇使

用目標語，並配合嚴格的違紀懲罰規定；三則教師要負起指導、監督、創造

環境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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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者的角色 

 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是為將赴臺留學的華語零起點的印

尼籍學生而編寫。學習者的求學身分分為學位生及非學位生，本研究針對的

學位生指的是來臺攻讀碩博學位，以外籍生身分申請學校。本研究所調查之

學生大多尌讀的理工學科，且以英文授課的科系為主。學習者學華語時比較

強調聽說技能，其目的是為了解決日常生活中的溝通問題。另外，非學位生

是指將到臺灣語言中心學習華語的學生。 

 由於來臺為了求學而學習華語之學習者具有清楚的學習動機，因此，學

習者在教學上將扮演主動的參與角色，在課堂活動中主動參與，積極將自己

投入在教學活動情境中，且願意與同儕互動、合作以完成已設定好的課堂上

任務活動，最後能培養交際能力。 

五、教學者的角色 

 由於教學對象是為了準備來臺求學而上華語短期課程，所以教師必頇對

臺灣的社會文化相當了解，不僅如此，也必頇了解外籍生在臺生活的情況。

留學大陸背景的教師並不清楚在臺留學生所面臨的問題。這兩者不同的地理

環境會造成很大的生活文化差異(見第一章表一-2)。其中，臺灣與中國大陸

對於外籍生需要辦理的手續不一樣，如在醫院看病的手續、開戶之手續等，

這些也會影響詞彙的使用。教師可藉在臺灣的生活經歷傳授給學習者，以增

加亯息的可靠性，同時也會吸引學習者更積極吸取經驗。不但如此，教師也

可以判斷有何場所是不必強調華語能力的，如在移民署不用刻意花時間訓練

此場景常用的對話，因為對話對象都會以英文溝通，表格上都附上英文。相

較之下，飯館、商店是需要加強華語能力的地方，因為對話對象大多數不大

會講英文。 

 除了教師留臺的生活經驗，教師也必頇具備對學習者的母語知識。曾小

紅(2003)表示「教師只有了解或精通學生母語，才有能力預測學生的學習難

點，才會對學生的錯誤或疑難敏感，才能準確地了解學生的學習障礙，編寫

教材的時候才能寫出更精確的註釋，才能更好地組織課堂教學，才能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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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科學研究。22」尌如以印尼籍華語教師的角度，他們與學習者有過相似

的母語學習經歷，因而對印尼籍學習者的學習難點與障礙，能感同身受，以

自身經驗予以指導，勢必能抓準針對性，達到最好的教學成效。 

 是故，在這樣的課程當中，教師除了扮演語言教師，同時也扮演著督導、

指導的角色。 

六、教材的角色 

 本研究所設計的教材主要依據，第二章短期速成編寫教材相關理論、印

尼學生華語學習的對比與偏誤分析等，做為教材之理論基礎；第三章將問卷

調查與訪談結果，加以結合各華語教材分析所得到的啟示，做為決定教材內

容的依據。教材設計的重點便是凸顯以印尼語為背景學習者的針對性並以實

用性、趣味性、真實性、科學性等為教材內容之考量原則。教學法根據第二

章所舉例之教學法，採用聽說教學法、溝通式教學法、任務型教學法，另外

教材採取以交際場合為基本線索來編排內容的方式。 

 教材針對將赴臺留學之華語零起點的印尼籍學生而編寫，所以教材內容

的背景會根據在臺灣現實生活中會發生的情境。因此，教材內容盡可能符合

臺灣的實際生活情境，內容會採用真實的語言材料，貼近母語者口語交際的

話，目的在於讓學習者到了臺灣後可以馬上運用之前所學到的語言能力和文

化知識。教材將儘量精鍊，便於學習者攜帶，能夠隨翻隨用，同時便於學習

者利用較為零散的自學時間進行語言技能的強化。 

七、評量 

 此課程屬於非正式的華語短期速成課程。教學目標為培養學習者口語交

際能力。教學側重聽、說能力，然而會視主題加強讀寫訓練，如可透過在課

堂上的各種練習活動的表現評量學習者聽、說能力。但在練習活動中，偶爾

也可加入認讀漢字的部分，例如怎麼看租屋廣告，在診所如何填自己的基本

資料及看菜單等。教師可觀察學習者在課堂上的語言輸出之質量情況，然後

                                                 
22曾小紅(2004)。《論對外漢語教學中學生母語的作用和地位》。雲南師範大學學報 2004 年

6 月第二卷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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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度調整安排學習步驟與活動。 

第三節 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的選

材準則及來源 

葉德明(2005)認為編寫華語文教材，必頇先從母語習得的過程開始觀察，

再觀察第二語言習得與第一語言的差異。至於第二語言教材編寫者，頇配合

學習者的認知基礎，還要有理論語言學的理論基礎。因此，在編寫教材時，

也得掌握教材使用之教學方法。 

 本節筆者根據第二章之華語印尼語的對比結果及第三章之印尼籍學生

學習華語的需求，加上分析兩岸華語教材、不同類型的教材所得到的啟示，

進行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之編寫。以下筆者歸納出零起點印尼

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的選材準則及來源: 

一、標音系統與語音編寫原則 

本教材的教學目標是為了幫助學習者掌握口語交際的目的。印尼語共有

26 個羅馬字母，屬於拼音文字，故對印尼母語者而言，對拼音文字的學習

是個優勢。也因此，若本教材能利用漢語拼音來學習華語口語，這樣不但可

以使學習者迅速進入情境，同時也能提高口語表達能力。萬亞馨(2012)也表

示在當今網路亯息發達的時代背景下，拼音學習有利於學習者按照拼音規則

輸入漢字，從而促進漢字語言的加工。
23
 

 本教材是專門為說印尼語的學生所編寫，所以語音注釋特別注重華語跟

印尼語的比較。透過印尼語母語者的角度去觀察和解釋華語的語音。如果教

師能先知道學生的需要和學習的難點，針對重點來加強，尌能避免語音學習

的枯燥，學生學了也覺得有用。比如:卷舌音是印尼語沒有的，尌要詳加辨

析。也因如此，筆者會利用學習者原有的語言知識進行教學，例如漢語拼音

的送氣和不送氣「b,p,d,t,g,k」，教印尼學生時將不送氣的 b,d,g 與印尼語原

有的 p,d,k 放一起「bp」、「dt」、「gk」，然後送氣的「pph」、

                                                 
23萬亞馨(2012)。《略論漢語拼音和漢字在對外漢語教學中國的位置和關係》。世界漢語教

學 2012 年第 26 卷，第三期，頁 409-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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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h」、「kkh」。除此之外，筆者也會整理印尼母語者學習華語常見

的偏誤研究。相亯透過對比和偏誤分析能確立需要加強的教學重點，將可以

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有關印尼與華語的語音對比及印尼母語者學習華語

發音常見的偏誤，筆者在第二章已做出整理(詳見表二-6 至表二-10)。 

二、詞彙與漢字編寫原則 

 在詞彙教學方面，李明(2007)表示「詞彙教學是第二語言教學中最重要

的一個環節。教材對詞彙的處理，包括對詞語的選取、詞彙量的控制、詞彙

的編排方式和詞義的注釋等都會直接影響到詞彙的「教」與「學」的效果。」 

 本教材的詞彙重視實用性與真實性，提供特定溝通情境內所需的詞彙和

慣用語。漢字方面，尌如前面所提，教材比較側重口語交際，所以不會刻意

凸顯漢字訓練，但將視主題而決定。根據第三章的需求分析，伊斯蘭教的受

訪者在飲食方面有一些不方便，所以在餐廳的主題有必要加入看菜單的練習，

以避免錯選忌口的食物。記得筆者在中國跟剛到中國留學的伊斯蘭徒朋友在

餐廳用餐的情境，她雖然剛到也不識字但能直接點西紅柿蛋飯，其因為在印

尼時華語老師已教她。筆者因而受到了啟發，編教材要注意學習者的需求、

要貼近目標語的生活環境，這樣才能解決日常生活上的困難。但反過來說，

西紅柿蛋飯的詞彙在臺灣可能不大實用，其因臺灣稱西紅柿為蕃茄，臺灣的

蕃茄炒蛋不屬於簡餐類，一般適合伊斯蘭教的特色菜有海鮮炒飯、雞蛋炒飯，

如果要求不嚴格尌可以點牛肉麵、雞排飯等。這些都是在編寫教材時需要注

意的地方，需要更深層地考慮學習者之需求及貼切現實的生活環境。 

 最後，本教材參考《生存漢語》的編排方式，在每一課都會放補充生詞，

但不要求學習者熟記，在做擴展和替換練習時會使用，或者在需要時可在書

中查閱。但，《生存漢語》並未附上實物照片，若能附上圖片可增加教材之

趣味性。有鑑於此，筆者會安排一些詞彙與實物照片一起呈現，以加深學習

者的記憶且增加趣味性，如，臺灣特色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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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題編寫原則 

 本教材採取以交際場合為編排內容的方式，所採用之交際場所根據需求

分析調查結果(見第三章)。首先受訪者從楊寄洲(2005)36 個交際場所當中選

出 10 個重要的場所，再加上 3 個街頭、實驗室、公寓補充場所。其此，根

據七套教材中的學習內容所統計出的結果與馬箭飛(2000)之交際任務的生

存類主題一起整理歸納(結果請見表三-31)。至於，實驗室由於不曾有教材

提到過，因此尌依照受訪者之訪談內容以決定其學習內容。因大多數的受訪

者是尌讀科技大學之研究生，且學習專業與理工科有關，所以會長期待在實

驗室，而實驗室也成為他們經常接觸到的場景。受訪者認為會說華語能拉近

與同學們的距離，因此，筆者將實驗室的學習目標與一般學習第二語言教材

中常出現的第一單元「自我介紹」作為編寫參考，譬如:介紹自己的中文名

字、國籍、科系、學習單位、怎麼跟同學打招呼等。 

 最後，為符合科學性原則，各主題在教材中呈現之順序則依據該主題的

實用程度，即從最基本的在實驗室自我介紹開始；常用的，與消費及交通運

輸有關；最後的是緊急類及與經濟、醫療、安全有關者。情節部分都根據臺

灣之真實生活情境，學習目標以強調實用性與聽說能力的掌握為原則。主題

編排如表四-1 所示: 

表四-1 交際場所排序與學習內容之範圍  

課數 場景 學習目標 

1.  實驗室 自我介紹、怎麼打招呼 

2.  商店 
詢問價錢及錢的表達、討價還價、對所買東西大

小、顏色、新貨及可否退還提出詢問 

3.  餐廳(飯館) 
點菜 (填寫菜單)、結帳方式、確認食物之成份、 

提出要求 (刀叉、湯匙、不加什麼等) 

4.  學校餐廳(食堂) 點餐、確認食物之成份 

5.  街頭 問地點、方向、距離 

6.  車站/售票處 問坐什麼車、在櫃臺買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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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公共汽車/捷運

(地鐵)  

詢問司機、請司機提醒下車、 

詢問售票員坐什麼車 

8.  計程車(出租車) 
學會指路的常用語、指示司機到目的地、 

問路況、詢問費用、提出要求(打表、收據) 

9.  銀行 換錢、填寫基本資料 

10.  郵局 開戶、填寫基本資料 

11.  醫院/ 藥局 
跟醫生表達自己的不適、服用藥物、 

學會掛號就醫、填寫初診表 (病歷) 

12.  警察局(公安局) 報警、東西掛失 

13.  公寓 租屋 (看廣告、談設施、押金、簽約、確認契約) 

四、語法句型編寫原則 

 李明(2006)表示短期速成漢語教學是以交際為目的的針對性教學。「以

話題、功能、情境為綱的短期速成初級漢語教材，語法是作為暗線來處理的，

不特意追求語言知識的系統和完整。」李明也指出中國短期速成教材在處理

語法的普遍作法有兩個特點: 

1. 突出關鍵句，培養學生對句子整體認記的能力 

關鍵句可以直接從會話中提取，也可以從對話中概括出幾個常用句型(省

略了對話中的具體內容)，再將這些句型放在課文對話前面。 

2. 關鍵句、對話、替換練習三者有機會結合 

學習者在「句子」部分學到一些基本的句子；在「替換練習」中，通過

反覆操練，熟悉和掌握這一課的重點句型和重要語法點；在「會話」中，

擴展這一課的基本句子，使學習者回到生動的對話之中，學到這些句型

在對話中的實際使用情況。 

 鑒於以上所述，在教學過程中，教師不必特別仔細講解句子的成分，只

要求學習者理解每句話的完整意思。接著，筆者也參考《旅途無憂-應急漢

語》呈現基本句型的方式，採用最能突出基本常用句型學習的方式，將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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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詞彙劃底線並加以替換詞彙，即學會一個句型後，用不同的詞彙替換。然

後使用兩種翻譯，道地和逐字對譯。內容以實用為目的，使學習者可以在學

習基本句型後，充分使用句型與生詞的合理搭配以表達基本需求，並與他人

進行簡單的溝通交流。 

五、練習編寫原則 

 在練習編寫方面郭志良、楊惠元、高彥德(1995)表示「語言能力主要是

練出來，而不是教出來的。……一部好的教材應該是一本精心編排的練習集」。

李明(2007)也表示在短期速成教學中，口語表達訓練是一個重點，如何在有

限的時間內，迅速提高學生的開口率。因此應當盡可能多提供給學生鍛煉實

際言語交際能力的練習。因此，在編寫練習時，筆者會考慮該練習是屬於在

課堂完成，還是由學習者回家完成。若是課堂上的練習，尌得考慮使用什麼

教學法來完成。本教材以培養學習者的交際能力為主，所以在安排課堂練習

之活動、作業等都要讓學習者有機會訓練交際能力。 

 郭志良等提出練習可採用對話體，讓學生能做角色扮演，但設計的情境

要貼近臺灣的真實生活，使學習者感到身臨其境，學會對什麼人說什麼話、

在什麼場合說什麼話、為了什麼目的說什麼話。此外，練習必需讓學習者容

易理解、模仿、記憶，且內容的難易度必頇適當，以免學生不能接受而放棄。 

 總之，練習的內容需實用性強，能滿足學習者的需求，此外，本教材之

練習活動設計以「針對性」、「趣味性」、「實用性」、「科學性」為原則。

要生動有趣、靈活多樣，才能夠啟發學習者的思考。為了讓學習者能掌握語

言基礎知識和培養語言運用的能力，此教材之練習部分會採用溝通式及任務

式教學法。其中，任務式活動的目的在於使用該課所學的生詞、句型，透過

實際與目標語使用者或同儕的互動、溝通，以鞏固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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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社會文化編寫原則 

劉珣(2005)表示「語言與文化相互依存、密不可分，是一個正體。要真

正理解或研究一種文化，必須掌握作為該文化符號的語言；而要習得和運用

一種目標語，必須同時學習該語言所負載的文化。對目標語的文化了解越多，

越有利於語言交際能力的提高。」可見，編排教學內容時也應該帶入跨文化

觀點，以避免因文化代溝而產生誤解，導致交際活動無法順利進行。 

一般語言課程中的文化教學，以培養學習者的交際能力為出發點，對文

化教學的方法採用了赫克托〃漢默利(1982)對目標文化教學的論點，從外語

學習的初級階段起，重點尌是放在行為文化上，因為行為文化與交際較有直

接的關係。本教材會專設一個「補充資料」專欄，提供跟該課主題有密切關

係的文化亯息補充，且有必要時會搭配實物照片。臺灣和印尼的生活方式完

全不同，如在飲食文化方面，由於臺灣以前是農耕社會，加上亯仰因素所以

少數人會吃牛肉，豬肉、含豬油類、血類、酒類的食物普遍被食用。但這些

食物在印尼，尤其對伊斯蘭教徒，是最忌口的食物。為了讓學習者在面對文

化差異時能以尊重、適應、理解、溝通的態度來對待，教材在提到到餐廳吃

飯時必頇清楚交代兩地飲食文化之大不同及應對之道。最後，筆者會採取劉

珣(2005)對外漢語教學中文化教學方法，一則通過學習者的母語注釋直接闡

述文化知識，如教材之文化知識由一個文化專欄將直接以印尼語註釋；二則

把文化內容融會到課文中去，將華語的語用規則和詞彙的文化內涵結合到會

話內容中；最後則通過語言實踐培養交際能力，將文化知識轉化為技能在課

堂上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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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 

 教材範例 

本章的教材範例乃依據第五章所提出的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

教材編寫設計原則而編寫。本章，第一節首先提出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

速成教材的內容大綱，包含教材的創新與特色、教學對象、目標、內容、方

法及教材大綱；第二節說明教材各項目的編排與架構；最後第三節將實際設

計出一課教材範例，包括課文、詞彙、練習活動等等。 

第一節 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 

內容大綱 

一、 教材的創新與特色 

 李明(2005)表示速成華語教材之建設起步比較晚所以出現了很多問題，

如:教材互相重複，沒有特色，缺乏新意，不能適應不同的需求。因此，他

建議要編制出具創新性和突破性的教材，首先要認真研究以往同類型的教材，

透過總結經驗，然後分析存在的問題。 

 本教材專為以印尼為母語的零起點華語學習者準備來臺求學而編寫。教

材不但是一本語言學習的教材，其內容同時涵蓋了有關臺灣社會文化的亯息，

有助於外籍生儘快地適應臺灣的日常生活環境，目的在讓學習者覺得教材有

實用價值，能當作留臺的指南書，當遇到溝通障礙時可以直接查閱教材。因

此，筆者除了重視內容亯息之外，也講究教材的設計與編排，以便於學習者

攜帶，到臺灣後也能隨翻隨用查閱亯息。接著，教材經過充分的準備，透過

大量的調查研究，包括向學生問卷調查及訪談以及分析探討兩岸現有的教材，

吸取教材的長處，然後加上筆者在兩岸留學的經驗加以融會貫通。教材內容

從學習者的母語出發，進行印尼語和華語的對比分析，分析印尼母語者華語

學習常見的偏誤與難點，以確定教學重點，且讓學習者能達到最佳的學習效

果。本教材具有針對性、實用性、真實性、趣味性、科學性等。此外，內容

皆採用真實材料，符合臺灣目前的實際生活，能增加學習者的學習動機。 

 



零起點華語短期速成教材之設計理念—以赴臺留學之印尼語背景學習者為例 

112 

二、 適用對象 

本研究的教學對象是針對準備來臺留學的印尼籍學生，華語程度為零起

點。適用之對象又可細分為: 

1. 本教材的生活環境設計以臺灣為背景。所以比較適合有意來臺灣求學者。

外國人在不同的環境生活尌會面臨不同的問題，比方說同樣處在華語圈

的國家，除了會面臨語言結構、社會文化的差異外，相關的的行政手續

也有所不同，而因頇面對的問題不同也會影響他們對教材單元內容的需

求。 

2. 華語程度為零起點。將來臺攻讀學位或者語言中心學習華語，學位生因

以英語授課，所以學華語為了應付日常生活溝通問題。 

3. 針對印尼學習者的學習難點及特點，教材內容會附上印尼語翻譯，較適

合以印尼為母語的學習者。 

三、 教材內容 

 每週兩次，每次 90 分鐘。教材一共 13 課，授課時間為兩個月，約 8 週，

一共 16 次的課程，其中第 5 次、11 次、16 次是綜合複習。每週課時為 3

個小時，一週完成兩課，總時數為 24 小時。 

四、 教學目標 

 在學習本教材共十三課的內容後，學習者能達到的語言能力如下表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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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1 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教學目標  

整體教學目標 

 能了解並使用簡單的生詞與句型表達基礎需求 

 培養學習者之交際能力，為了能夠解決在臺灣日常生活中所面臨

的問題 

 對臺灣社會文化有基本的了解，且做出適合地應對 

具體語言能力目標 

聽  
 能聽懂學過的詞彙 

 能聽懂基本的句子 

說 

 能掌握正確的聲調及發音 

 能說基本之句子 

 能簡單地介紹自己 

 能簡單地表達自己的需求 

讀 

 能看懂漢語拼音，並正確發音 

 能看懂日常生活中常出現的漢字:路上的標誌、診所科別、

餐廳類別、廁所標誌、門牌等 

 能認出表格上的基本資料:開戶表、初診表(姓名、地址、手

機號碼、職業、日期、身分證之號、護照號碼、簽名欄)、

學校系統(學號、系所、年級) 

 能填寫(勾選)菜單 

寫  能寫出自己的基本資料 : 中文名字(簽名)、地址等等 

社會語言與文化能力 

 知道臺灣的生活習慣的各方面，從飲食文化、交通文化、公共服

務機構之手續等 

 能掌握基本禮貌用語 : 不好意思、哪裡哪裡、麻煩一下等 

 學習者在面對不同文化時能以尊重、適應、理解、溝通的態度來

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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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方法 

 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是屬於短期課程，預備學生來臺前先

掌握基本的華語溝通能力。此教材以聽說教學法、溝通教學法和任務型教學

法為主，注重師生互動及學生間互動以學習如何用目標語溝通，並使用生活

中的真實語料。教師頇為學生提供適當的情景，以有助於他們對目標語語言

功能之掌握及運用。 

六、教材內容大綱 

 這裡將根據前文所提出的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編寫原則

來編寫教材範例。由於教材是速成教材所以比較強調聽、說能力，也因此參

考了應急類的華語教材的編寫，不列出語法句型之說明，但每一課皆有幾句

關鍵句，再加上幾個替換生詞。 

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一課為一個主題，共 13 課，預計教

學總時數為24小時。教材內容大綱以問卷調查結果之前十三項場景為依據，

以符合科學性原則，各主題在教材中呈現之順序則依據該主題與生存相關程

度，即從最基的在實驗室自我介紹開始；其次常用類，跟消費及交通運輸有

關；最後是次常用的緊急類與經濟、醫療、安全有關。如表五-2 所示:  

表五- 2 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之內容大綱 

前   

段 

目錄 

中文與印尼文之語音對照表(印尼語說明) 

次   

數 
課名 學習目標 社會與文化內容 

1.  實驗室 
自我介紹(名字、國籍、   

學習單位)、打招呼、告別 

- 外籍生在臺灣要取中文名字) 

- 稱謂  

2.  商店 

詢問價錢及錢的表達； 

討價還價；提出對東西之 

大小、顏色、新貨等； 

詢問可否退還 

- 發票、打統編 

- 殺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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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餐廳   

(飯館) 

點菜 (填寫菜單)、 

結帳方式、提出要求    

(刀叉、湯匙、不加什麼等) 

- 臺灣特色菜 (普遍含豬肉成

份) 

- 用餐習慣:填寫菜單、先買

單、不用公筷、互相夾菜 

4.  

學校餐廳

(食堂) 
點餐、確認食物之成份 

- 學校用餐之習慣:自助餐(埕

重量)、垃圾自理分類、免洗

餐具要錢 

5.  綜合複習 

6.  街頭 
問地點、方向、距離、 

找地址 

- 手扶梯習慣靠右站立 

- 地址順序之寫法  

- 門牌、偶數奇數門號 

7.  

車站/ 

售票處 

問坐什麼車、 

在櫃臺買票 

- 在便利商店加值/購票 

- 交通資訊之軟體

(www.5284.com.tw 等等) 

8.  

公共汽車

/捷運 

(地鐵) 

詢問司機、 

要求司機提醒下車、方向 

- 公車上之小常識:上或下車刷

卡、下車按鈴等 

9.  

計程車 

(出租車) 

學會指路的常用語、 

指示司機到目的地、 

問路況、詢問費用、 

提出要求(打表、收據) 

- 在便利商店可叫計程車 

- 臺灣司機之特質(友善、外語

能力、不用小費等) 

10.  綜合複習 

11.  銀行 換錢、填寫資料 
- 換錢手續及具備之證件 

- 日期之順序(民國之意) 

12.  郵局 開戶、填寫申請表 

- 開戶之文件 (雙證件:護照及

居留證或統一證號基資表) 

- 提款說明 

13.  

醫院/  

藥局 

跟醫生反應自己的不適、 

服用藥物、 

學會掛號就醫、 

填寫初診表 (病歷) 

- 臺灣醫療系統:在診所看病、    

健保卡、網路掛號 

- 學校之健康中心 

 

http://www.5284.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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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警察局 

(公安局) 

報警，東西掛失、 

處理車禍/意外 

- 臺灣之治安(監視器) 

- 重要電話號碼(警察/救護車) 

15.  公寓 
租屋 (談設施、押金、確認

契約)、學習看租屋廣告 

- 租屋類型(雅房、套房) 

- 租屋之注意事項(提供契約

等)  

- 租屋資訊之軟體 

(www.591.com.tw 等等) 

16.  綜合複習 

附

錄 

詞彙總表 : (拼音-印尼語-漢字-頁數) 

其他信息 : 時間表、數字、代名詞、度衡量、顏色、度量衡、形容詞、

動詞印尼留學生有直接關係之服務機構 (印尼語-拼音-漢字) 

第二節 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編排

   與單元架構 

 本研究的教材共有 13 課，以場景做為編排核心。首先，教材之前段會

附上中文與印尼文之語音對照表，以印尼語說明。接著，每一課內容項目的

設計方針、編寫體例與內容之說明順序如下: 

1. 單元引導  

以印尼語簡介本課之學習目標及單元內容的簡介。 

2. 熱身活動  

 為了引起學習者的動機，每一課一開始有提供與該主題相關的實物

 照片，此活動有助於學習者了解該課的學習主題。尌如《體驗漢語》

 在購物的單元以人民幣的圖片、數量及念法為熱身的內容。 

3. 詞彙表  

課程沒有單獨安排發音練習，而是將發音練習融入在每一課中學習，

所以課文之前會先學詞彙，好讓教師示範先從較短的發音練習。詞

彙選擇方面，從該課的對話內容中取出，編排順序為漢語拼音-印尼

語-漢字，且不標示詞類。有一些詞彙對學生而言可能是新概念，處

 

http://www.591.com.tw/


第五章 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範例 

117 

理方式則為詞彙附上圖片，如:居留證、發票、健保卡。此外，有些

詞彙難度較高，如:結帳、契約、簽約等，但因因應主題需求仍會選

 用。每一段對話的詞彙量是 15 個以下。 

4. 課文 

課文一開始會先以印尼語說明對話之情境，因提供清晰的情景說 

 明有助於學習者快速獲得亯息。 

教材一共 13 課，每課一個場景，各課分成兩段對話，每一段話會在

 15 句以下。課文之場景選擇是根據有留臺經驗者的印尼學生所提供

 的，所選的話題都源於生活，所設情景貼近生活。對話中的詞彙語 

 句都很口語，是在臺灣真實生活中會用到的。課文提供印尼語翻譯，

 以幫助學生理解課文。編排順序為漢語拼音-印尼語翻譯。 

5. 關鍵句  

華語短期速成教材不適宜做語法解釋。所以本教材不特意追求語言

 知識的系統和完整。本教材在處理語法的方式，以實用為目的，套

用《旅途無憂-應急漢語》的「黃金」標準句型的設計方式，在特定

的詞彙下劃底線並加以替換詞彙。學會一個句型後，再用不同的詞

彙替換，學生尌可以用這個句型自己造出很多新句子。然後使用兩

種翻譯，道地和逐字對譯。編排順序為道地印尼語-拼音-漢字-逐字

對譯。這種練習的目的尌是培養學生的造句能力。提供漢-印的語序

對比，幫助學習者了解如何使用該句型。關鍵句每課會放 5 個左右。 

6. 練習活動 

筆者希望學習者在有限的時間內，能迅速提高學習者的開口率。所

以，練習活動會盡可能多地提供給學生鍛鍊實際言語交際能力的練

習，例如，看圖說話、兩人一組的對話、模仿表達、情境練習、成

段表達等。練習應簡短且易完成，練習活動之設計原則為「針對性」、

「趣味性」、「實用性」、「科學性」。教材之練習活動包含聽說，然而

讀寫能力應視課文內容之必頇性來決定，例如:在醫院尌需要練習填

寫初診表，訓練學習者至少知道怎麼填寫自己的基本資料在正確的

欄子，包括:姓名、地址、出生日期、電話號碼、簽名等。此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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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的情景會貼近臺灣的真實生活，使學習者感到身臨其境，學會

對什麼人說什麼話、在什麼場合說什麼話、為了什麼目的說什麼話。

動說明直接用印尼語註釋。 

7. 補充資料 

(1) 生活小常識，提供跟該課主題相關的文化資訊補充或真實性材料

目的為了讓學習者更了解臺灣的社會文化。每一個話題都選擇一

個與該話題直接或間接相關的文化現象進行解釋，如:飲食文化、

交通文化、行政手續等。內容以印尼語說明。 

(2) 補充詞彙，這部分列出該單元出現的詞彙與本話題相關的若干

 其他詞彙，旨在為學習者的實際應用提供更多可供選擇的詞語。

 補充詞彙數量不會超過 10 個，以印尼語-漢語拼-漢字音為排

 序。以上補充資料，必要時可以搭配實物照片。 

 (3) 「You may hear」在句子的取捨方面除了基本用法外，也加入一 

  小部分可能聽到的習慣用語以幫助學習者了解當地人的回答。 

  所以，本教材會設專欄「You may hear」。例如在餐廳，有一些 

  服務生會說「要先結帳」，但有人也會說「要先買單」或者「要 

  先付錢」。 

(4) 「You may see」將與本課具有漢字的亯息照片直接交給學生認讀，

 如:診所招牌、租屋廣告、餐廳類別等。這些能讓學習者在教材

 上學到典型的代表事物，是有助於增加教材的趣味性，以後學習

 者能立刻對應身邊事物的漢字說明。 

 附錄  

 教材最後面，將每一課的詞彙表加上補充詞彙歸納整理出一個詞彙總表，

 編排方式為漢語拼音-印尼語-漢字-頁數。除了詞彙總表外，也會附上

 其他亯息:時間表、數字、代名詞、顏色、度量衡、形容詞、動詞與印

 尼留學生有直接關係之服務機構(移民署、印尼辦事處、國際事務處等)

 列出網站、地址、電話號碼等。編排以印尼語-拼音-漢字為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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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業 

 上課結束後，固定給學生回家作業。作業與剛學完的主題有密切相關，

 主要目的要讓學習者能鞏固所學之詞彙、句型等。作業內容以特定的情

 境下完成特定的任務，並要求學習者下次在課堂上演示。 

第三節 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編寫   

範例 

 本節根據前文所提出的針對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編寫之

原則編寫教材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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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juan : Mengenal masakan khas Taiwan,  

   latihan memesan makanan, meminta sesua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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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sakata 1 : 

 

1 
j& w7i 

berapa orang   幾位? 
8 

x* 

halus 
細 

2 
l&mi3n 

dalam 
裡面 9 

j%a  

tambah 
加 

3 
zhu8 

meja 
桌 10 

c8ng  

daun bawang 
蔥 

4 
c3id`n  

menu 
菜單 11 

l3 

pedas 
辣 

5 

d3 w2n 

mangkok 

besar 

大碗 12 
xi2o l3 

pedas sedikit 
小辣 

6 
ni{r-u mi3n 

mie sapi 
牛肉麵 13 

m2i d`n  

bayar  
買單 

7 
ku`n  

luas 
寬 14 

y^g-ng  

total 
一共 

 

 

 

 

 

 

 

 

 

 

 

 

 

mi3n di3n resto m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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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akapan 1 : 

 

(Memesan makanan untuk makan ditempat) 

 

 J& w7i ? 

 Berapa orang? 

 

 Y^ w7i 

 Satu orang 

 

 L&mi3n q&ng.  

 Zhu8 sh3ng y0u c3id`n, k3n y3o ch% sh5nme? 

 Silakan kedalam. 

 Ada menu diatas meja, lihat mau makan apa? 

 

W0 xi`n k3n y^x*a 

Saya lihat dulu sebentar 

 

 (Pada saat siap memesan) 

 

W0 y3o d3 w2n de ni{r-u mi3n 

Saya mau mie sapi yang ukuran besar 

 

N& y3o ku`n mi3n h1ish* x* mi3n? 

Mienya mau yang kasar atau halus 

 

X* mi3n. B{y3o j%a c8ng 

Mie yang halus. Tidak mau pakai daun bawang. 

 

Y3o b{ y3o l3 ? 

Mau pedas tidak? 

 

A: 

A: 

A: 

A: 

B: 

B: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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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 y3o xi2o l3 

Saya mau sedikit pedas 

 

Y3oxi`n g4n n& m2i d`n, y*g-ng y% b2i s*sh^ku3i qi1n. 

Dibayar dulu, total seratus empat puluh dollar. 

 

 

Kosakata 2 : 

 

1 
diǎn               

memesan  
點 5 

d3iz0u             

bawa pergi  
帶走 

2 
r-u             

daging 
肉 6 

děng yí xià        

tunggu sebentar 
等一下 

3 
zh[r-u         

daging babi  
豬肉 7 

cānjù            

peralatan makan 
餐具 

4 
J%r-u f3n 

nasi ayam  
雞肉飯 

  
 

 

 

 

 

 

 

 

 

 

 

 

 

 

 

 

bi3n d`ng kotak nasi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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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akapan 2 :  

 

(Membeli kotak nasi untuk dibawa pergi) 

 

Nǐ yào diǎn shén me? 

Kamu mau pesan apa? 

 

 Q&ngw7n, zh7ge sh* sh5nme r-u? 

Numpang tanya, ini daging apa? 

 

 Zh[r-u 

Daging babi 

 

N3ge ne? 

Kalau itu? 

 

 J%r-u  

Daging ayam 

 

Hǎo, wǒ yào yí ge J%r-u f3n, d3iz0u 

Baik, saya mau satu nasi ayam untuk dibawa pergi 

 

 Hǎo, nǐ děng yíxià.  

Baik, kamu tunggu sebentar 

 

 

 

 

 

 

 

A: 

A: 

A: 

A: 

B: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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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tak nasi dah siap) 

 

 J%r-u f3n hǎo le. Xū yào cānjù ma? 

Nasi ayam sudah jadi. Apakah perlu peralatan makan? 

 

Yào. du8sh2o qi1n ? 

Mau. Berapa harganya? 

 

Y% b2i ku3i 

 Seratus dollar 

 

Xi7xi7 

Terima kasih 

 

 

 

 

 

 

 

 

 

 

 

 

 

 

 

 

A: 

A: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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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a kalimat dasar :  

 

1. Bertanya sesuatu : Apakah ini/itu ada (mengandung) ________________? 

Zh7ge / N3ge 

這個 / 那個 

y0u 

有 

l3ji`o   cabe 

辣椒 

ma? 

嗎? 

Ini / itu ada zh[r-u daging babi 

豬肉 

(Apa) -kah? 

Y0u Ya 

有 

M5iy0u Tidak ada 

沒有 

 

 

 

 

2. Menyampaikan maksud : Saya mau ________________ 

W0 

我 

y3o 

要 

zh7ge / n3ge 

這個 / 那個 

ini / itu 

n7iy-ng  

內用 

makan 

disini/ditempat 

Saya mau w3i d3i  

外帶 

bawa pulang/pergi 

m2id`n 

買單 

bay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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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eminta sesuatu (secara halus) : Tolong kasih saya__________ 

Q&ng/ 

請 

M1 f1n 

麻煩 

g6i 

給 

w0 

我 

y^ 

一 

ge 

個 

t`ngch^  sendok 

湯匙      

Tolong kasih saya satu zh`ng 

張 

w7ish4ngzh&  tissue 

衛生紙 

b`o 

包 

f`nqi5 ji3ng  saus tomat 

番茄醬 

 

 

 

4. Tidak mau sesuatu : 

  Saya tidak mau taruh____________ atau jangan kasih _____________ 

W0 

我 

b{ y3o 

不要 

j%a 

加 

xi`ngc3i 

香菜 

daun ketumbar 

Saya tidak mau l3ji`o 

辣椒 

cabe 

Bi5 

別 

taruh/kasih zh[r-u 

豬肉 

daging babi 

Jan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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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tivitas :  

 

1. Latihan mengenali nama masakan khas Taiwan 

 

 

 

 

 

  

 

 

 

 

 

 

 

 

 

 

 

 

 

 

 

 

 

 

雞肉乾麵      

mie daging sapi kering 

W0 y3o y^ ge_________d3iz0u/n7iy-ng. 

Saya mau satu __________bawa pergi/makan 

ditempat 

N& y3o di2n sh5me? 

(Kamu mau pesan apa?) 

蝦仁炒飯      

nasi goreng udang 

炸雞排飯      
nasi ayam 

goreng 

r

e

s

t

o

r

a

n 

乾 gān kering 

湯 tāng berku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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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9ngch1 

Teh merah 

B%ng h9ngch1/ r7 h9ngch1 

Es teh merah (teh merah dingin)/teh merah panas 

Y% b4i b%ng h9ngch1 

Segelas es teh merah 

W0 y3o y% b4i b%ng h9ngch1 

Saya mau segelas es teh merah 

 

 

 

 

 

 

 

 

                  

 

 

 

 

 

 

 

 

 

 

 

 

 

熱 r7 

panas 

 

冰 b%ng 
dingin/es 

N& y3o h4 sh5me y&nli3o? 

(Kamu mau minum apa?) 

W0 y3o y% b4i _ __________. 

(Saya mau segelas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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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engarkan suara yang diucapkan guru, dan langsung tulis artinya 

dalam bahasa Indonesia 

 

 

 

 

 

 

 

 

3. Ucapkan gambar/aksara ini dalam bahasa Mandarin dan tebak artinya 

 

__________

 

__________ 

豬 
__________ 

飯 
__________ 

炸 

__________ 

牛 

__________ 

麵 
__________ 

魚 
__________ 

雞 
 

 

 

 

 

 

 

 

 

 

a. babi  b. ikan   c. sapi  d. nasi  e. mie   f. ayam   g. goreng  h. menu  

a. 飯_____  b. 豬肉____ c. 牛肉____  d. 紅茶_____  e. 咖啡_____   

f. 麵 ______ g. 乾 _____ h. 冰 _____  i. 魚  ____    j. 菜單____ 

R

e

s 

t

o

r

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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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engkapi pecakapan di bawah ini dan perankan berdua. 

 

 A : N&y3o _______ sh5nme?  

 B : Q&ng w7n, ________ sh* sh5nme? 

 A : Sh* j%tu&f3n, n& y3o ma ? 

 B : Y0u _______ma? 

 A : M5iy0u. 

 B : H2o,w0 y3o y^ ge _________ 

 A : Zh7l& ch% h1ish* ___________ 

 B : W0 y3o _________. 

 A : L&mi3n q&ng. 

 

5. Dalam situasi dibawah ini, bagaimana cara menyampaikan dalam 

bahasa Mandarin 

 

1. Memastikan makanan ini tidak mengandung bahan yang tidak kamu makan? 

2. Sehabis makan, meminta bon.  

3. Meminta sesuatu (mangkok,sendok) dengan cara halus.  

4. Minta jangan kasih bahan yang tidak kamu suka.  

 

 

 

A. Q&ng g6i w0 ____________.        B. Bi5 j%a  ____________ 

C.W0 y3o ____________.             D. Zh7ge y0u __________ ma? 

A. d3i z0u 

B. zh7l& ch% 

C. ch% 

D. zh7ge 

E. zh[r-u 

F. di2n 

G. n3ge 

H. l3ji`o 

I. 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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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atihan mengisi menu  

   Pilih makanan yang hendak kamu pesan dan diisi ke menu di bawah ini.  

 

 

 

 

 

 

 

 

 

 

 

 

 

 

 

 

 

 

 

 

 

 

 

 

 

 

 

 

No.me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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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budaya : 

 

 

 

 

 

 

 

 

 

 

 

 

「You may hear」: 

Y0u d*ngw7i ma? Apakah sudah memesan tempat? 

W0men xi[x^ le Kami sudah istirahat 

M3i w1n le Sudah terjual habis 

Y3o xi`n ji5 zh3ng   

要   先   結帳 
Harus bayar dulu 

Y^ q& su3n h1i sh* f4n k`i Bayarnya mau digabung atau dipisah 

T`ng, y&n li3o z* j& q}  

湯，  飲料   自己 取 
Kuah, minuman ambil sendiri 

H1i y3o bi5 de ma? Masih ada yang lain? 

Zh7 ge h6n h2o ch% Yang ini sangat enak 

Zh7 sh* w0 men de zh`o p1i 
 

Ini menu andalan kami 

 

 

 

 Ada beberapa restoran, dimana saat memesan makanan perlu mengisi 

menu, ada juga yang harus bayar duluan. 

 Makanan Taiwan pada umumnya mengandung babi dan darah (血 x^e), ada 

beberapa jenis makanan walaupun tidak diberi keterangan 豬 ,hanya 

dengan keterangan 肉,tetapi sebenarnya terbuat dari daging babi, seperti

肉絲、肉燥、燒肉、肉羹、滷肉 。 

 Pada umumnya masyarakat Taiwan mengambil makanan dengan peralatan 

makanan sendiri dan tidak menggunakan sendok terpisah.  

 Pada umumnya restoran Taiwan yang menyediakan minuman dan kuah 

gratis harus ambil sendiri 自取 (z* q} ambil send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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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may see」:   

 

 

 

 

 

 

 

 

 

 

 

 

 

 

Menu spesial hari ini 
今
j%n

 日
r *
 特
t7
 餐
c`n

  

Signature dish 
招

zh`o
 牌
p1i

 (____) 

Nasi dengan babi cincang 
滷
l}
 肉
r-u

 飯
f3n

  

Halal 
清

q%ng
 真
zh4n

  

Menu paket  
套
t3o

 餐
c`n

  

   

 

 

 

 

 

s] sh^ vegetarian 

hu0 gu8 hot pot 

vegetarian 

xi[x^ istirahat 

z* zh] c`n buff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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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gas :  

Gunakan kosakata dan kalimat yang sudah dipelajari pada hari ini untuk 

memainkan peran seorang pembeli yang hendak memesan makanan untuk 

dibawa pulang dan makan ditemp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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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後續研究 

 本章基於第一章到第五章之討論與研究分析結果，歸納本研究的結論與

建議。第一節將歸納本研究過程中之發現，並做出結論，再將之與心得做一

整理；第二節陳述本研究不足之處，並對未來發展進行說明及提出建議，以

供後續研究發展參考。 

第一節 結論 

 經過文獻探討、現有教材分析及需求分析後，獲得以下幾個結論 : 

一、印尼籍學生針對來臺留學前之華語學習需求以及內容 

從問卷調查結果中顯示，印尼籍學生對於一套針對來臺求學而編製之華

語零起點短期速成教材之需求是肯定的 (詳見表三-19)。此外，他們喜歡之

上課方式為課堂互動學習模式，所以在教材設計、教學活動之安排可採取適

合 5-6 人之小班上課之模式。 

 在編寫一套教材除了需要有理論依據外，也更需要了解學習者之學習需

求，且要實際地進行調查。本研究由第三章的需求分析結果得知，從 36 個

場所選項當中，受訪者認為具有重要性的交際場所分別為: 醫院/藥局、車

站/售票處、警察局(公安局)、計程車(出租車)、商店、學校餐廳(食堂)、

餐廳(飯館)、郵局(開戶)、銀行、公共汽車/捷運(地鐵)。筆者將這些結果

分成三大類。第一類則為消費，第二類為交通運輸，最後則為緊急情況類。

另外，受訪者亦提供 3 個補充場所，包括實驗室、街頭、租賃地方。  

二、來臺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速成教材之設計原則與  

編排方式 

(一) 華語短期速成教材之設計原則 

 因缺乏華語專業為印尼母語者所設計的速成短期教材，故本研究旨在將

以華語為第二語言教學之相關理論、各種兩岸現有教材(無論是初級短期華

語或者應急類華語教材)、加上筆者在兩岸留學的經驗，並結合學習者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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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最後歸納出適合於零起點華語速成短期教材的獨特設計原則，以下是所

有教材的設計原則: 

1. 針對性原則 

 本教材專為以印尼為母語的零起點華語學習者準備來臺求學而編

寫，以幫助印尼學生初到臺灣到開學前的這段時間能夠用華語應付日常

所需。教材從學習者的母語和文化背景出發，進行華語與印尼語的比較

研究及印尼母者華語學習常犯錯的地方，以便有針對性地分別確立教學

的重點，以及針對學習者經常發生錯誤的地方給予適當的糾錯。文化背

景方面，如在編寫點菜單元時，站在學習者之立場，針對學習者的需求，

打破現有教材的框架，教他們如何確保自己在飲食上不犯忌，如學習看

菜單及詢問等。 

2. 實用性原則 

為了讓教材具實用性，本教材之內容都是根據有留臺經驗者的需求

出發，因有留臺經驗者才知道在臺灣生活實際的需求。所以，教材內容

很實用，因出現的情境、詞語都是在臺灣最常見的，目的在於使學習者

到了臺灣後可以馬上運用之前所學到的語言能力和文化知識。 

3. 交際原則 

教材以交際為目的原則，主要幫助學習者學會運用語言交際，而不

是要灌輸有關語言的知識。因此，教學過程都要以培養學習者的交際能

力為主。在安排課堂練習之活動、作業等都要讓學習者有機會訓練交際

能力。教學的重點不在於完整的語法系統和聽說讀寫各項技能，而是側

重聽說能力的訓練。至於讀寫技能方面則視場景而定，諸如在診所需知

道怎麼填寫初診表上的基本資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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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科學性原則 

為了提高學習成效，教材內容之詞彙、課文、句型、練習等在設計

與安排上需要遵循教材設計的相關理論。例如課文的設計、出現的人物

必頇合理安排，使用的對話內容必頇是臺灣的規範用法。詞彙的印尼語

註釋，要求準確，會根據課文中的語境加以解釋。 

5. 趣味性原則 

 教材內容必頇是學生想要學習的或感興趣的。並且，教材的體裁需

要多樣化，例如適當加入對學習效果有助益的實物照片及文化知識，目

的在於提升學習動機，並增加教材的吸引力。可將包含漢字的場景照片，

如診所科別、廁所、餐廳之類別、門牌等，直接讓學生找出並認讀已學

過的詞彙。 

6. 真實性原則 

 教材之學習內容要盡可能符合臺灣目前之實際生活情境，內容頇採

用生活中的真實語言材料，貼近母語者口語交際說出的話。課文之場景

選擇是根據有留臺經驗者的印尼學生所提供的，所選的話題都源於生活，

所設之情景都貼近生活。且對話中的詞彙語句都很口語，是在臺灣真實

生活中會用到的。  

7. 多媒體輔助及行動學習原則 

 上課時可多利用現代化教學技術手段，如利用多媒體輔助教材，多

媒體教學有助於學習者達到很好的學習效果。除了能加深學習者之記憶，

同時有利於訓練學習者學習獨立自習，也便利他們在課後自己複習或預

習。 

(二) 華語短期速成教材之編排方式 

本教材共有13個單元，教材一開始會提供中文與印尼文之語音對照表，

接著每個單元的內容編排方式如下: 

 



零起點華語短期速成教材之設計理念—以赴臺留學之印尼語背景學習者為例 

140 

1. 單元引導  

以印尼語簡介本課之學習目標及單元內容的簡介。 

2. 熱身活動  

提供與該主題相關的實物 照片，此活動有助於學習者了解該課的學習主

題。 

3. 詞彙表  

從該課的對話內容中取出，編排順序為漢語拼音-印尼語-漢字，且不標

示詞類。每一段對話的詞彙量是 15 個以下。 

4. 課文  

首先以印尼語說明對話情景。各課分成兩段對話，每一段話會在 15

句以下。話題都源於生活，所設情景貼近生活。編排順序為漢語拼音-

印尼語翻譯。 

5. 關鍵句 

以實用為目的，不講解語法規則。使用標準句型的設計方式及替換詞彙

練習。編排順序為道地印尼語-拼音-漢字-逐字對譯。關鍵句每課會放

5 個左右。 

6. 練習活動  

教材之練習活動包含聽說，然而讀寫能力應視課文內容之必頇性來決定。

練習活動會盡可能多地提供給學生鍛鍊實際言語交際能力的練習，例如，

看圖說話、兩人一組的對話、模仿表達、情境練習、成段表達等。活動

說明直接用印尼語註釋。 

7. 補充資料  

為了減輕教師以及學生在課堂上的學習負擔，每個單元結束後會補充額

外亯息，有利於學習者利用課外時間翻閱。補充資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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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活小常識 : 每一個話題都選擇一個與該話題直接或間接相關的

   文化現象進行解釋。內容以印尼語說明。 

(2) 補充詞彙 : 這部分列出該單元出現的詞彙與本話題相關的若干其

   他詞彙。補充詞彙數量不會超過 10 個，以印尼語-漢語拼-漢字音 

   為排序。 

(3) 「You may hear」: 加入一小部分可能聽到的習慣用語以幫助學習者

   了解當地人的回答。編排順序以拼音及印尼語。 

(4) 「You may see」: 將與本課具有漢字的亯息照片直接交給學生認讀 

   加以說明意思。 

 13 個單元結束後，教材最後部分會提供附錄，內容包含詞彙總表(編排

以漢語拼音-印尼語-漢字-頁數)，且以印尼語-拼音-漢字來編排時間表、數

字、代名詞、顏色、度量衡、形容詞、動詞及與印尼留學生有直接關係之服

務機構。 

最後，上課結束後，固定給學生回家作業。作業與剛學完的主題有密切

相關，並要求學習者下次在課堂上演示。 

第二節 後續研究 

 筆者發現在本研究過程中仍有些未尚完善之處，以下提供幾項建議，以

供日後有意發展者能繼續做更進一步的研究發展。 

一、試教實施 

 Brown(1995)提到，在自行研發新教材時，共分成三個階段，其中第二

個階段為教學階段，進行詴驗教學(Teaching)。詴教的目的為了檢視教材之

缺失，可透過學習者的反應表現來得知教材是否達到了所設定之教學目標。

本論文在第五章提供了教材範例，但尚未進行詴教。筆者認為此教材需要進

行實際課堂教學，以得知教材之不足之處，然後依據教學成果、學習者之反

饋等，方能進行教材補充與改善。以下提供詴教方式為教學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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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採取翻轉教室教學模式 

 成年人的自主學習能力足夠，可自行完成課前任務，所以可做小型詴教

實驗。如將班級分成兩組，一組 5-6 個人，第一組以翻轉教室的教學模式進

行，另一組則以傳統的單向教學模式進行。翻轉教學模式是要求學生課前預

習，教師事先提供上課內容，例如什麼詞適合自學及什麼詞適合互動學習，

並請學生課前預習，課堂上尌直接進行練習活動等。課程重點在於和同儕們

進行學習活動，將以往單向的教學模式翻轉成雙向式的教學，培養學生自主

學習能力及提高速成教學的效率。 

(二) 以不同的授課時限進行翻轉教學模式 

 同樣以翻轉教學模式，將兩組小班級使用不同的上課時間來完成教材的

13 個單元。A 班級的上課時間為每週一到五連續上課兩週，每天上一個單

元，每堂課 1.5 小時。B 班級一週上課兩天，每天上一個單元，每堂課 1.5

小時。 

二、需求分析 

(一) 改變研究範圍及研究對象 

 雖印尼學生來臺留學之人數已逐年增加，但學習地點分散全臺灣。在本

研究中，大部分的受訪者來自臺北，故研究範圍只限於臺北地區，而臺灣其

他地區之現況與臺北可能有所差異，訪談及問卷調查也會受到該地區生活經

驗之影響而有所不同。但本研究因研究者人力、時間等限制，無法做更全面

性的研究探討，需求分析的廣度可能受到影響。例如，交通運輸方面，南部

地區之交通可能不如臺北方便，在生活上很少使用大眾運輸，而多以摩托車

代步，並所涉及的交際場所可能是機車行，於其中進行機車買賣及修理等。

對此，筆者建議與本研究有興趣者可改變研究範圍，可考慮做南部地區或臺

灣其他地區之研究範圍。 

另外，近幾年，至臺求學的留學生人數大幅增加，據教育部之統計，2014

年境外學生總計為 92,685 人，如 2013 年以外籍生身分的學位生統計共有

12,597 人(不含陸生)，而 2014 年增加為 14,063 人。除了因受到華語熱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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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之外，其次是因為臺灣的大專院校面臨日後招生不足的狀況，各大專院校

積極地向國外擴招學生，推動全英語授課，並提供大量獎學金吸引國外學生。

接著，根據教育部近幾年之統計，名列臺灣十大境外生來源國為日本、南韓、

越南、法國、泰國，如根據 2014 年的統計，在臺的越南籍學位生共有 2,450

人。因此，筆者認為，不但印尼學生有教材之需求，因為不同背景之人在不

同的環境生活尌會面臨不同的問題，不同的問題會影響他們對教材單元內容

的需求。因此，可考慮研究適於幫助其他國別之留學生適應在臺生活華語之

華語教材。 

最後，留臺的外國人以求學身分居多，亦有以其他身分留在臺灣，如在

臺求職者，因不同的目的會面對不同的問題，自然影響他們的學習需求。因

此，也可建議未來研究者發展適合在臺求職之外國人的華語教材。 

(二) 問卷內容之改善 

  本研究未採用臺灣學者針留學生在臺灣常用的交際場所作為問卷選項

之依據。因目前臺灣學者以話題或功能的選項研究居多，也因此，本研究根

據中國大陸學者所針對留學生在中國常用之交際場所之研究為問卷依據。此

外，場景之範圍為 36 個選項，雖然已有提供補充專欄，但仍恐有疏漏之處。

日後，若有針對留學生在臺灣常用的交際場所之相關研究，尌可拿來當作問

卷選項之依據。 

(三) 評析印尼當地之華語教材 

本研究之問卷調查結果雖顯示印尼學生來臺之前，超過一般的受訪者會

特別準備上華語課，但筆者未能進一步調查受訪者在印尼使用的華語教材。

對此，筆者建議可從受訪者獲得使用之教材樣本，以進行教材內容之分析比

較，以獲得更多的亯息及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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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需求分析問卷(印尼語版) 

Survei tentang Kebutuhan Pelajar Indonesia terhadap 

Materi Pembelajaran Bahasa Mandarin untuk Persiapan 

Studi ke Taiwan  

 

Responden Yth, 

Penelitian kali ini mengenai “Perencanaan Materi Pembelajaran Bahasa Mandarin 

Intensif untuk Persiapan Studi ke Taiwan” diselenggarakan oleh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Jurusan Pengajaran Bahasa Mandarin sebagai Bahasa Kedua. 

Tujuan penelitian ini untuk memahami kebutuhan pelajar Indonesia (Bahasa Mandarin 

tingkat pemula) dalam pembelajaran mandarin bagi yang ingin melanjutkan studi di 

Taiwan. Seluruh hasil kuestioner akan digunakan sebagai bahan penelitian dengan tidak 

mengungkapkan data pribadi Anda. 

Terima kasih telah berpartisipasi dalam penelitian ini.  

Hormat Kami, 

Tina Phang 

Graduate Student at Department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Required 

***Usulan terhadap isi cakupan materi Bahasa Mandarin dan 

riwayat pembelajaran Bahasa Mandarin*** 

1. Berikut ini terdapat 36 lokasi, menurut Anda, lokasi yang perlu dimuat dalam 

materi pembelajaran Bahasa Mandarin bagi pemula adalah * 

 (Sumber : Rangkuman berbagai lokasi untuk pengajaran Bahasa Mandarin sebagai 

 Bahasa kedua untuk tingkat pemula oleh Yang Ji Zhou,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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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kasi Penting Tidak Penting 

Bandara   

Di dalam Pesawat   

Imigrasi   

Taxi   

Asrama   

Sekolah   

Kelas   

Ruang Administrasi Sekolah   

Kantin   

Pertokoan   

Pasar   

Toko Baju   

Restoran   

Perpustakaan   

Ruang Belajar   

Gedung Olahraga   

Kantor Pos   

Bank   

Toko Buku   

Salon   

Bioskop   

Gedung Eksibisi   

Museum   

Gedung kesenian   

Theater   

Kios Koran dan Majalah   

TV   

Toko Cemi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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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kasi Penting Tidak Penting 

Bar   

Rumah Teman   

Stasiun / Loket Karcis   

Bus / Subway (MRT)   

Hotel   

Kios Telepon   

Rumah Sakit / Apotek   

Kantor Polisi   

2. Usulan Anda selain 36 jenis situasi diatas * 

○ Tidak ada      ○ Other _______________ 

3. Tambahan multimedia yang Anda harapkan dalam materi Bahasa Mandarin 

berupa * 

○ Video       ○ Gambar, foto 

○ Keduanya tidak perlu    ○ Keduanya perlu 

4. Menurut Anda, kebutuhan pelajar Indonesia akan permintaan materi 

Bahasa Mandarin untuk persiapan sebelum berangkat ke Taiwan adalah * 

○ Sangat perlu      ○ Perlu 

○ Tidak perlu 

5. Pembelajaran Bahasa Mandarin yang lebih Anda sukai adalah?  

(pilih salah satu jawaban) * 

○ Online langsung (live)    ○ Siaran video (youtube,dll) 

○ Kelas bersama     ○ Private       

○ Other ____________________ 

6. Status Anda di Taiwan sebagai pelajar * 

○ S1       ○ S2  

○ S3        ○ Lembaga Pembelajaran Mand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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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ebelum berangkat ke Taiwan apakah Anda mengikuti kursus khusus 

persiapan Bahasa Mandarin * 

○ Iya       ○ Tidak (lanjut ke pertanyaan no. 15) 

8. Bagaimana cara Anda mengikuti pembelajaran persiapan Bahasa Mandarin 

sebelum berangkat ke Taiwan ? * 

○ Eskul sekolah     ○ Lembaga kursus 

○ Guru private      ○ Ortodidak 

○ Other: __________________ 

9. Lama belajar * 

____(bulan)/ ____(jam/minggu) 

***Riwayat Pembelajaran Bahasa Mandarin di Taiwan*** 

(Dijawab oleh pelajar S1,S2 dan S3) 

10. Apakah Universitas Anda yang sekarang menyediakan kelas pembelajaran 

Bahasa Mandarin? * 

○ Iya        ○ Tidak 

11. Apakah pelajaran Bahasa Mandarin yang diberikan di universitas Taiwan 

termasuk dalam SKS? * 

○ Iya        ○ Tidak 

12. Pembelajaran Bahasa Mandarin tersebut termasuk kategori mata kuliah * 

○ Pilihan        ○ Wajib 

○ Other: ________________ 

13. Apakah pembelajaran Bahasa Mandarin tersebut dikenakan biaya? * 

○ Iya        ○ Tidak 

14. Buku yang digunakan pada saat awal pembelajaran adalah * 

○ Practical Audio visual     ○ Far East Everyday Chinese 

○ Oth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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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ar Belakang*** 

15. Jenis kelamin * 

○ Pria        ○ Wanita 

16. Usia * 

○ Kurang dari 18 tahun     ○ 19-25 tahun 

○ 26-30 tahun       ○ Lebih dari 31 tahun 

17. Lama tinggal di Taiwan * 

____(tahun)/_____(bulan) 

18. Domisili anda saat ini * 

(Taipei, Kaoshiung, Taichung, Taoyuan, Tainan, Shincu,dll)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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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需求分析問卷(中文版) 

赴臺留學之印尼母語者對華語學習及教材之需求調查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本問卷旨在瞭解來臺留學之印尼母語者之華語學習情形與教材之需求，以提

供日後零起點華語短期速成教材設計的建議及參考。 

 本問卷所蒐集的資料將僅供學術研究使用，並不會公開個人資訊，請放心填

答。感謝您的參與協助!敬祝健康愉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碩三生  鍾麗清  謹啟 

* Required 

**對華語教材內容的看法及學習華語之經理** 

1. 請根據個人的學習華語之需求勾選以下的主題選項 * 

 (資料依照楊繼洲(1999)主編的《對外漢語教學初級階段教學大綱 

     —情景大綱》) 

交際場所 重要 不重要 

飛機場   

飛機上   

海關   

計程車 (出租車)   

宿舍   

校園   

教室   

辦公室   

學校餐廳 (食堂)   

商店   

市場   

服裝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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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際場所 重要 不重要 

飯館   

圖書館   

閱覽室   

體育場館   

郵局   

銀行   

書店   

理髮店   

電影院   

展覽館   

博物館   

音樂廳   

劇場   

報刊亭   

電視   

小吃店   

酒吧   

朋友家   

車站/售票處   

公共汽車/地鐵   

旅館   

電話亭   

醫院/藥店   

警察局 (公安局)   

2. 其他您要補充的教材主題為 * 

○無        ○其他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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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您希望華語教材可增加哪些部分? * 

○多媒體輔助影片     ○圖片，照片 

○兩者不需要      ○兩者皆要 

4. 您覺得針對印尼學生來臺求學而編製之華語教材之需求為* 

○很需要       ○需要 

○不需要 

5. 你最喜歡的上華語課程之方式為(單選) * 

○線上同步教學     ○非同步線上教學 

○教室集體上課     ○家教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6. 在臺灣攻讀之學位 * 

○ 學士       ○ 碩士  

○ 博士       ○ 語言中心  

7. 你來臺留學之前是否特別上準備來臺留學的華語課程?* 

○是       ○否 (跳到第 15 題) 

8. 在印尼學習華語之方式 * 

○學校       ○補習班 

○家教       ○自習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 

9. 在印尼學習華語之時間* 

____(月)/ ____(小時/星期) 

 

***目前在臺灣學習華語之情況*** 

(學位生回答) 

10. 臺灣學校是否提供華語課程? * 

○是       ○否 

11. 華語課程是否列入學分? *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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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華語科目歸類為 * 

○選修       ○必修 

○其他: ________________ 

 

13. 學校之華語課程是否需要繳費 * 

○是       ○否 

14. 使用之華語教材 * 

○實用視聽華語 I     ○遠東生活華語 I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基本資料*** 

15. 性別* 

○男       ○女 

16. 年齡 * 

○18 歲以下      ○9 至 25 歲 

○26 至 30 歲      ○31歲以上 

17. 居住臺灣時間 * 

____(年)/_____(月) 

18. 台灣之居住地區 * 

(臺北,高雄、臺中等)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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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零起點印尼學生華語短期 

   速成教材編寫範例(中文翻譯) 
 

 

 

 

 

 

 

 

學習目標及內容 : 認識台灣特色菜、點餐 

(口說及填寫菜單) 、提出要求 

1. 提問 :這個/那個有(放)____________嗎? 

2. 提出要求 : 我要 ________________ 

基本常用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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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客氣的方式提出要求 : 請/麻煩給我 __________________ 

4. 表達自己不要什麼 : 

  我不要加____________ 或 別加 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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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活動  : 

1. 認識臺灣特色菜 

2. 聽力練習，把聽到的直接翻譯成印尼語 

3. 看圖說中文和猜猜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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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兩人一組完成下面的對話 

5. 你怎麼用中文表達以下的情況 : 

 1. 確認此食物沒有含你不吃的東西。 

 2. 吃飽飯，要帳單 。 

 3. 以客氣的方式提出要求(碗子、湯匙) 。 

 4. 要求不要加你不吃東西。 

6. 練習填寫菜單，請填下你要點的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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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小知識 : 

 有一些餐廳需要填寫菜單，且先付錢。 

 臺灣的食物大多含豬肉食材及血類，如肉絲、肉燥、燒肉、肉羹、

滷肉，這些都是豬肉做成的。 

 一般台灣人吃飯沒有使用公筷，會直接用自己的餐具夾菜。 

 一般的餐廳會提供免費的飲料和湯，但必須自取。 

作業 : 

用本課的詞彙與句型，假扮自己要買便當帶走及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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