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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融合文化泰語情境的初級泰語教

學法：以臺灣學習者為主要對象 

中文摘要 

現代社會已經是多元化及溝通化的地球村，語言的學習是重要的。在

地球村的趨勢下，泰國也是東協成員國家其中之一，現在臺灣開始重視培

訓東南亞語言方面人才的培訓，泰語教學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環，未來各方

面的發展，如文化交流、觀光、產業、學術發展，都需要有泰語人才的培

訓。本研究是以在臺灣的泰語教學經驗為基礎，進行泰語教育的教學法研

究，主要是針對泰語初學者。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旨從語言學的觀點，以

臺灣學習者與泰語教學為研究對象，採文獻、文件分析及深度訪談蒐集資

料，分析研究個案在學習泰語過程中及教泰語的教師教課之經驗面臨的困

境、動機與具體因應之道，以期作為外語的教學發展之參考。 

本研究共訪談臺灣學泰語的學習者、曾任及現任泰語教師（臺藉及泰

籍者）共計 42 名相關人士。訪談資料經討論分析，結論為初級泰語子音

與母音對臺灣學習者之發音困難為；濁音、抖音、鼻音，另外泰語子音很

難寫，其原因為字本身的頭部或尾巴的彎曲及長相很相同。泰語母音很難

發音與寫法讓學習者很困擾，泰語母音中有長短之音差別或有一些母音是

復合母音也就是說雙音母音。母音字書寫時較容易遺漏部份筆畫，如此會

連帶影響讀音不同，且改變所要表達的意思，也因此會造成泰語初級者學

習的困擾。最後，根據結論，研究者分別針對泰語教學與未來有志從事課

程相關研究者提供建議，以供參考。 

 

關鍵字：泰語教學、字母學、語音學、教學法、基礎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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บทคดัยอ่ 

งานวจิยเัร่ืองน้ีมีวตัถุประสงคคื์อเพ่ือเขา้ใจ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ไทยในไตห้วนั 

เพื่อเขา้ใจถึงความยากในการออกเสียงและการเขียนของพยญัชนะและสระไทยของผูเ้รียนชาวไตห้วนั 

ในชั้นพ้ืนฐานและเพ่ือศึกษาเน้ือหาหนงัสือ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ไทยในไตห้วนัมาวเิคราะห์ถึงวธีิการสอนภาษา

ไทยในไตห้วนักลุ่มตวัอยา่งเป็นผูเ้รียนชาวไตห้วนัท่ี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ไทยในชั้นพ้ืนฐาน 

จ านวน30คนในสถาบนัการศึกษาผูใ้หญ่ก่ึงเอกชนในไตห้วนัโดยใชก้ารสมัภาษณ์และการสงัเกต 

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ในชั้นเรียนผลการวจิยัสรุปไดด้งัน้ี 

1  .ความยากในการอ่านออกเสียงพยญัชนะไทยคือ เสียงอโฆษะสถิลและเสียงโฆษะสิถิลบางตวั  

เน่ืองจากภาษาจีนไม่มีเสียงพยญัชนะนั้นๆ หรือไม่เคยชินกบัการออกเสียงของภาษาไทย 

2.  ความยากในการเขียนพยญัชนะไทยคือ เน่ืองจากพยญัชนะไทยมีตวัท่ีคลา้ยกนัมาก 

ท าใหน้กัเรียนสบัสนอีกทั้งหวัของพยญัชนะไทยมีทั้งหมุนออกดา้นนอกบา้งดา้นในบา้งท าใหย้ากแก่การจ า 

3  .ความยากในการอ่านออกเสียงและการเขียนสระภาษาไทยคือ สระผสม

เน่ืองจากออกเสียงยากในภาษจีนไม่มี และผูเ้รียนมกัจะเขียนสระไม่หมดหรือลืมเขียน 

ค าส าคญั  กา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ไทย เสียงสระ พยญัชนะ ภาษาไทยเบ้ืองตน้ วธีิการสอ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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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eaching Thai with  

Cultural elements for Taiwanese 

Learners 

Abstract 

 

Keywords: Teaching Thai Language, Alphabetics, Phonetics, Language 

Learning Method, Thai Language 

Modern society is already a diversified and communicative global village. 

Language learning is important. Regardless of the time, people or place, society 

remains a global village. Language learning is important. In keeping with the 

trend towards adapting to the forming global village. Thailand is also one of the 

ASEAN member countries. Now Taiwan has begun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encouragement of talents in the training of languages in Southeast Asia. Thai 

language teaching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this, and future developments in 

all aspects, such as cultural exchange, tourism, industry, Academic develop-

ment requires the training of Thai language professionals.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Thai language teaching experience in Taiwan and conducted the teach-

ing method research of Thai language education, mainly for Thai beginners.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of this study is aimed at studying linguistics, using 

Taiwanese learners and Thai language teaching as research subjects, collecting 

literature, document analysi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o collect data, analyzing 

case studies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Thai and teaching Thai teachers. The di-

lemma, motivation and specific response of the learning experience are ex-

pected to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in foreign lan-

guages. In this study, a total of 42 people from Taiwan and Thailand, Previous 

and current, After the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f the interview data, it was con-

cluded that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consonants and vowels of the primary T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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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is difficult for Taiwanese learner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consonants of the primary Thai 

language for Taiwanese learners that are difficult because the original 

mother tongue did not have such a sound; for example : voiced sound , 

vibrant and nasal sound  

 

2. Thai vowels that are difficult to pronounce and write for 

learners are the vowels in Thai have the difference of length and 

shortness or there are some vowels that are compound sounds, that is, 

two-tone vowels. The writing style is also very close, which may cause 

difficulties in learning the primary language of Thai. 

 

According to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this study’s conclusion has recom-

mendations on teaching Thai as a foreign language as well as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ers in compatriot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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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你好! 、สวสัดีค่ะ 、 Hello」、這些都是語言，語言是我們生活中必備

的一環，現代社會已經是多元化及溝通化的地球村，所以語言的學習更為重

要。除了各個國家的母語，在教育的實行上，還增加其他不同國家語言學習

的政策、機會與方法，為了能在不同環境、不同時代的變化下讓人們更能夠

生存及應用。本研究是以在臺灣的泰語教學經驗為基礎，進行泰語教育的教

學法研究，主要是針對泰語初學者。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旨從教學研究與學

習者的角度，以臺灣學習者與泰語教學為研究對象，採文獻、文件分析及深

度訪談蒐集資料，分析研究個案在學習泰語過程中及教泰語的教師教課之經

驗面臨的困境、動機與具體因應之道，以期作為泰語的教學發展之參考。本

章共分為六節：第一節闡述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第二節說明研究目的；第

三節為重要名詞釋義；第四節敘述研究方法；第五節為研究步驟；第六節則

為此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研究動機 

研究的主題為從泰語教師的角度，討論與臺灣學生之學習泰語困難對比

探究。近十年在臺灣的泰國人被稱為「外籍配偶」、「新住民」。以往泰國

人來臺灣主要是當外籍勞工，因為臺灣在經濟發展上需要大量勞工。而輸入

泰國勞工時在工作管理需要跟泰國勞工溝通，所以泰語在臺灣的社會就出現

學習的需求，再加上目前在臺灣的東南亞及新移民人數日益增加，還有新生

混血兒的比率也越來越多，這些父親或母親來自東南亞國家的小孩也需要多

學習父母的語言與文化，以便能夠與家人或國外的親戚溝通，泰語也是其中

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現在東南亞十個國家組成東協經濟共同體，將影響全

球經濟甚巨，如此也帶動東南亞國家經濟發展，所以東南亞國家是目前很熱

門的經濟投資標地。也因此讓東南亞地區來臺的外籍人士不再因經濟弱勢而

有刻板印象，身份近而轉化為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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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在臺灣的新住民第二代也為了臺灣的人才，讓新住民的子女在臺灣

能認同母語，政府也推動多元文化的活動與計畫。筆者剛來臺灣坐捷運時，

也觀察到臺灣民眾對外籍人士特別是東南亞籍的，對於他們的話語、穿著打

扮及行為舉止，都會投以好奇甚至鄙視的眼光。根據內政部移民署資料統計

顯示，76年 1 月至 107 年 04月底各縣市外裔、外籍配偶人數按國籍與大陸

（含港澳）配偶人數已達 53 萬 5108 人，東南亞外籍新移民 （ 不含大陸港

澳人士 ） 的人數為 16萬 1986人 ，泰國籍人數為 8796 人，隨著新移民人

數漸漸增加及新住民子女的誕生，近年來筆者觀察發現在臺灣某些地方漸漸

有泰語出現，多在大眾運輸據點及政府機構，像是在桃園火車站、臺北捷運

站或臺北移民署等。所以筆者想深入了解在臺灣社會中，何時出現泰語?從

哪裡出現?出現的時間點？ 

臺灣教育部訂定「發展新移民文化計畫」（2006 年 5月修訂） ，計畫

主軸有為「牽手、學習、在臺灣、文化、交流、一家親」，主要是藉由相關

的組織如成教班、國中小 （ 含補校 ） 、家庭教育中心、社區大學、新移

民學習中心及民間團體等組織進行推動，並以下列七項為主要的實施策略：

「辦理多元文化交流及教育成果展示活動」、「建立新移民終身學習體系」、

「了解與傳承新移民母國文化」、「辦理新移民子女課後照顧班 」、「提

昇教師教學及輔導知能 」 、「設置新移民專題網站」、「督導各縣市政府

落實新移民之教育服務」。該計畫希望能達成三項目標：第一、建立國人對

新移民的同理認知，促進在地國際文化交流與融合；第二、 建立新移民的

個人價值，營造其家庭之親子閱讀習慣，俾利於個人、家庭與社會發展；第

三、促進新臺灣之子雙邊文化認同，從小培養健全文化意識與人格發展。在

教育部「發展新移民文化計畫」，筆者有興趣的是「了解與傳承新移民母國

文化」、「設置新移民專題網站」。所以想深入探討在臺灣新住民之母語與

文化的狀況，對臺灣有那些地方出現泰語？泰國的文化是以何種情形出現在

臺灣的社會？ 

筆者有幸在臺灣教臺灣人士學習泰語，從泰語初級發音、認識字母，到

簡單生活會話。筆者發現臺灣學習者想學泰語的目的不同，因為感動與感謝

這些臺籍學者對學習泰語的興趣，所以筆者想深入了解泰語學習在臺灣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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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及預測泰語學習在臺灣未來的趨勢。本研究以訪談在臺灣教泰語的老師

與臺灣人士學習泰語以及收集相關資料作為研究方法，以質性訪談作為主要

的研究方法，訪問泰語老師，訪問題目如：從什麼時候開泰語班、什麼樣的

學習者想學泰語、在哪裡開泰語班？實際上開了多久？對於學習初級泰語有

哪些困難？除了就這些方面探討之外，並探討臺灣的泰語教科書，更進一步

以泰語教師與泰語學習困難做為對比及建議。 

本文期望透過學術性語言學習與質性研究理論的證實與實際在臺灣的

泰語觀察和採訪間建立連結，了解臺灣社會中何時出現泰語、臺灣人對泰語

的應用與學習之狀況、新住民母語的學習定位與發展，在臺灣的泰國華人後

裔或泰語教師對泰語的推動學習的角色，並探討泰語教學在臺灣的發展結

果。 

 

 問題意識 

初級泰語教學主要宗旨是為了臺灣學習者的就學與求學，更是為了在臺

灣新二代之泰國配偶子女延續泰文化與泰語學習的使命感。然而融合文化情

境的初級泰語教學為目的，在課堂上是除了基本教學可以結合文化模式，能

讓教學上有趣，並朝向永續學習的目標邁進。筆者欲探討的是，臺灣有那些

單位開泰語課?及臺灣泰語的教科書有哪些?學習泰語過程中及教泰語的教

師教課之經驗面臨的困境、動機與具體因應之道，臺灣初級學習者對泰語子

音與母音之發音和寫法受到什麼樣的困難？臺灣學習者來學習泰語的動機

有哪些原因？ 

本研究旨從語言學的觀點，以臺灣學習者與泰語教學為研究為個案，先

就文獻、文件分析在臺灣之泰語書過去二十年的轉型歷程，參照泰文作為外

語的教學，並針對歷經泰語教師、泰語課本之相關人士採取半結構式的深度

訪談，並根據研究結果進行探討，提供未來泰語融合文化情境教學法之建議。

整體而言，泰語初級學習者在學習過程曾面臨的困境、經驗與具體因應之道，

皆值得作為外語泰語教學發展之參考，若是以未來泰語初級學習者的考量出

發，該如何融合文化情境優勢與有趣的教學之泰語教將考量那些觀點？也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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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透過這份研究或可作為未來在臺灣之東南亞語言學習或泰語教學之參考

依據。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論文之研究目的鎖定在「泰語在臺灣的語言學習」、「臺籍的學習者

初級班學習泰語之困難點」以及「泰語教師之教學法與教科書」的探討與發

展。另外，本研究希望站在語言學習的立場，在臺灣推動開發東南亞文化與

語言的市場。近年來，東南亞經濟崛起，愈來愈多的臺灣人想要學習東南亞

語言並了解這些國家的文化。本研究想要探究學習者學泰語的動機、他們如

何達到中泰文化交流及他們學習泰語的困難之處有哪些?另外，本論文也要

探討泰語教師教導臺灣學習者學習泰語之困難點和教師在臺灣教泰語的動

機、對泰語的教學如何進行及和臺灣學習者在中泰文化交流之狀況。因此，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如下：  

 

（一） 瞭解泰語在臺灣的語言學習。 

（二） 瞭解臺灣初級學生學習泰語時對類似字形及音調變化的辨識能力。 

（三） 探討泰語教師在臺灣之教學法與教科書。 

 

第三節 重要名詞釋義 

茲將本研究之重要名詞界定如下： 

 

 泰語 

泰語是泰國使用的國語，也是泰國的官方語言，又可以稱為曼谷話。泰

國分為北部、中部、東北部、南部四個地方，但泰國人民都知道泰語為泰國

的國語。泰國以前的名稱是暹羅，泰文的歷史開始於 13 世紀，泰語是素可

泰王朝的三世王蘭甘亨大帝創造的。泰文是拼音文字，有 44個子音，4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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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音分為高子音及中子音和低子音，高子音有 11 個字、中子音有 9個字、

低子音有24個字，除了子音之外還有32個母音以及5個聲調包含4個符號。    

泰語使用上有受到外來語的影響，如：梵語、巴利語、孟語、高棉語、

馬來語、漢語的詞彙。泰語屬於壯語、華語、老撾語、傣語等關係密切，每

個字母都代表一個音位。 

 

 外語教學 

根據 พทัธยา จิตตเ์มตตา （ Pattaya Jitmeta ）（2007） 指出外語學習一般指的

是人們學會了自己的語言，然後想學習其他的語言，也就是說自己學會了母

語，然後學習其他族群或國家的語言。學習新的語言，雖然每個人的目的不

同，但主要是為了應用使其帶來好處及做為與他人溝通的工具語言。 

 

 泰語教學 

泰語教學是指用泰語或漢語拼音以及羅馬拼音在課堂上教授泰語，為延

續泰國固有語言與文化而發展的教育。近年來泰國國內或是國外有推廣泰文

作為外語的教學，是為了符合東協勢力擴張其中之一，同時也適合臺灣南向

政策衍生出為協助泰國配偶子女求學或未來升學的需求。臺灣越來越重視對

東南亞國家各方面的需求，東南亞語言方面人才培訓，泰語教學便是其中重

要的一環。未來各方面的發展，如：文化交流、觀光、產業、學術發展，都

需要有會泰語方面的人才。 

 

 臺灣學習者 

臺灣學習者是指在臺灣地區學習泰語的成人，能夠自主自我的需要和意

識。鄧運林（1997 ）提出成人學習與成人生活中的各種活動，事實上有密

切關係。（ Knowles,1975;楊國賜，1978 ;黃富順，1984 ）提出成人可以

對自己的學習負責並瞭解自己的學習需要近而計畫自己的生活，每個成人都

有很多不同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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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質性研究法進行，採用觀察法、訪談法以及資料蒐集方法。

從泰語教師與臺灣學習者出發，質性研究為了得到各方面的資料，採以不同

方式做研究。根據 Danil Druckman （2009）質性研究的取向於深入瞭解整

個時間內互動型態，那些不容易精確測量的內容，質性研究可以顯現出整個

時間不同部分不同的模式，可採用歷程追蹤的方式尋找證據，個案裡面可以

分三部分架構方式發展為:沉澱、啟動、結果，在研究過程中，希望能辨認

從一開始到最後結束中的路徑為何？追蹤與過程是幫助我們進一步瞭解個

事個件的過程。 

根據王文科 （2000）質性研究的特性是專注看到整體的現象、長期的

研究及深入的研究、研究在自然環境中的現象並且考慮到被研究的對象，使

用描述和歸納分析，關注重點於情緒理想和心神及社會現象的意義。 

上述可以理解質性研究法，筆者透過文獻分析與人物訪談，參閱泰語教

科書、資料紀錄、新聞報導、學術論文、期刊資料等，理解學習泰語初級與

泰語做為外語教學以及泰語教師的歷程。以下就參與觀察法、訪談方法、文

獻分析法分述如下： 

 

 參與觀察法 

本研究採用了參與觀察來蒐集資料為主要工具。參與觀察此方式必須進

入受觀察者的範圍內，與受觀察者有比較熟悉關聯，參與受觀察者活動，以

及獲得受觀察者的同意。 

由於筆者與受訪者有密切的關係，所以筆者採用參與觀察法，與受訪者

問侯打招呼及交談，透過一般的聊天，使受訪者描述過去學習泰語的經歷及

經驗。無論如何，筆者也準備訪談的問題，是為了獲得本研究所要的研究目

的。在蒐集資料時，來觀察泰語課堂上，聆聽臺灣學習者學習泰語時的情況，

然後記錄在筆者的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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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談法 

本研究使用半結構性訪談，因為除了可以取得答案之外，也可以讓受訪

者有更多自由渉及問題，以便得到更清楚的答案。訪談過程如果嚴謹、題目

精細，受訪者逐題發揮，則稱為結構式的訪談法。若訪談過程較自由，依照

受訪者的回應提出問與答，不受題目限制，則稱為無結構式的訪談。若介於

其中，則稱為半結構式的訪談。因此筆者根據蒐集和閱讀的理論、概念、論

文、和其他相關資料等提出訪問的問題，以開放式問題問答並以錄音記錄。 

筆者共訪談 42 位，分為泰語教師 12 位、臺灣泰語學習者 30 位。筆者

希望訪談到目前正在學習初級泰語之臺灣泰語學習者及曾經學過泰語的臺

灣人。此次的訪談對象包含泰語教師，不論是純泰國籍、華人、臺灣籍，本

研究以訪談法進行研究。此訪談法研究主要採取半結構式訪談來蒐集資料。

半結構式訪談的特色為事先設計訪談題綱，進行訪談時可依受訪者的實際情

況對題目做彈性調整，尤其在進行訪談資料的比較時，半結構式的訪談對此

研究是適合運用的方式。 

 

 文獻分析 

本研究主要以泰語學習教科書為分析對象。透過相關文獻的蒐集與分析，

包括書籍、期刊論文，分析和整理文獻內容。根據王文科、王志弘 （2012）

以解釋某些特定的現象或發展，共有六種類別:（1） 概念分析為了釐清概

念，描述概念的精義或一般意義與不同意義，或在各種例子中描述概念適合

用法;（2） 編纂是文獻的編纂與出版，可以按照年代順序保留下來，對未

來的研究有所助益;（3） 描述性敘述是針對某事件做敘述性的描述，以年

代告知始末的故事;（4） 詮釋性敘述是將某事件與該時期間內其他事件的

關聯性結合，採取綜合和宏觀的分析方式;（5） 比較分析是把當時與他期

間的事件的相似性與差異性，做質的比較分析;（6） 普遍化分析是透過學

理或哲學分析，提供普遍的詮釋。 

 

 

 



邁向融合文化泰語情境的初級泰語教學法：以臺灣學習者為主要對象 

 20 

圖 一-1 研究步驟圖 

（參考來源：筆者自製） 

本研究所使用的方法集中於 2-5 項、針對泰語教學法、臺灣泰語初級學

習者、教育發展及泰語在臺灣學校發展等相關文獻。筆者也將進行分析，透

過內容、教學對象等方面，釐清這些學習泰語遇到的困難與挑戰及衝突與因

應之道。 

 

第五節 研究步驟 

本研究始於筆者與指導教授確立探討 「邁向融合文化情境的初級泰語

教方法」，筆者也是泰語教師，同時也親身經歷的狀況，所以決定此研究方

向後，筆者透過研讀及相關文件資料，確立以「在臺北救國團與中原大學」

為研究對象，並釐清主要問題，筆者不斷的反思與指導教授討論，修正再修

正，接著就研究問題先蒐集相關文獻，如語言學研究、論文、泰語教科書以

進行文獻分析，確立本研究之理論基礎，再以文獻探討匯集對本研究之理論

的立基點，並針對個案部分採取訪談法，並對訪談結果加以資料分析並歸納

結論，根據結論提出相關建議，完成論文撰寫。 

本研究之步驟流程，呈現如下頁圖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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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此一節包含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介紹如下： 

 

 研究範圍 

本研究是以臺灣泰語初級學習者與泰語教師為主要研究對象，旨探討該

語言學習時加入泰語子音與泰語母音之發音與寫法所遇到的困難點，並探討

該泰語教科書與未來的發展現況。研究範圍可區分成研究時間及研究學習者

與泰語教師觀點區分兩個層次。 

 

(一)  以研究時間區分 

本研究時間區分為:各單位泰語開課時間在 1990 年至 2016 年，臺灣泰

語教科書時間聚焦在 1992 年出版之教科書，乃至於 2017 年，其所遇到的內

容與發展因素；再探究 2014 年之後至 2016 年的臺灣學習泰語者，從泰語子

音和泰語母音發音的現況，泰語子音和泰語母音寫法與特色、課程與教學等

面向，深入研究以利未來在推廣泰語發展之用。 

筆者設定的條件包含：（1） 各單位泰語開班的分析，將 10 年的沿革

做一完整描述；（2） 泰語教科書與類別的分析，探究期間的內容與改革；

（3） 泰語教學現況的分析，將做一完整的發展現況剖析。 

 

(二)  以研究學習者與泰語教師觀點區分 

根據研究範圍，臺灣學習泰語的學習者數量為 30 位，以此對象來分析，

泰語子音和泰語母音發音與寫法的限制，不一定能符合其他地區學習泰語之

發展。再來，泰語教師的數量為 12 位，都有教泰語的經驗，筆者參與其中

並訪談幾位教師都有多年的教學經驗，經驗很豐富且有成就，因此能呈現不

同於以往的研究成果。在研究學習者的觀點來看泰語初級臺灣學習者來學泰

語的動機、泰語子音和泰語母音發音之困難點以及寫法的模式來觀察泰語教

學法，還有創造出有效的教學法，幫助學習者方便簡單並有趣的學習語言，

 



邁向融合文化泰語情境的初級泰語教學法：以臺灣學習者為主要對象 

 22 

這也是在本研究所需深究之處。最後在整體現況調查中，納入曾任及現任泰

語教師的觀點，做為泰語學習現況的反饋。 

筆者設定的受訪條件包含：（1） 臺灣學習泰語初級班之成人，並確認

受訪者學習泰語之動機；（2） 泰語教師現任或曾任，教學經驗與現況，及

教學時所遇到學習者學習泰語子音和泰語母音之困難點；（3）臺灣泰語教

科書相關的教學法及尋求的觀點。最後，筆者綜合此三方面，透過語言學探

究泰語教學法之方針。 

臺灣對於泰國的教科書與泰語子音、泰語母音加上泰語教學之相關研究

不多，因此文獻、資料蒐集部分實屬不易，加上筆者僅能透過訪談者提供文

件資料或是自行蒐集文件之後，再進行分析。筆者需把握泰語初學者初學期

間盡力蒐集訪談資料時機，或是藉由網路通訊，因此以整體研究的困難度來

說，文獻資料不足是筆者的挑戰之一。本研究使用 กาญจนา นาคสกุล（Kanjana 

Naksakul） （1998）ระบบเสียงภาษาไทย  （泰語語言學）的國際音標來拼泰語羅馬

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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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泰語教學背景 

本研究將泰語教學背景的探討內容分為三節：第一節旨在了解泰語在臺

灣各單位開班之歷史沿革，探討在臺灣有哪些單位有開泰語班的沿革與相關

資料；第二節以臺灣之泰語教科書教學法重點，先就泰語教科書進行探討，

從內容分析；第三節針對泰語子音和母音、發音、寫法與因應之道，並探究

臺灣之泰語書本教學模式，期望能充分理解泰語子音和母音的困境。 

 

第一節 泰語開班之歷史沿革 

現在臺灣的社會中已有新住民超過 53萬人口。（內政部移民署統計，

2018年 4 月） 。會說母語算是先天優勢，臺灣也開始重視培訓東南亞語言

方面人才，泰語教學也是逐漸發展。泰語教學在臺灣的發展與臺灣與泰國的

關係同步成長。本節先提出臺灣與泰國之關係，以及在臺灣之泰語教學現

況。 

 

 泰國與臺灣關係 

1963 年 6 月 7 日～8 日，泰國國王蒲美蓬與王后詩麗吉訪問臺灣及參加

晚宴。蔣介石總統偕夫人蔣宋美齡親自前往機場送行。在松山機場舉行盛大

的歡送儀式，高奏中泰兩國國歌並鳴放 21 響禮炮。儀式完畢後，泰王伉儷

和前來歡送的中華民國政府首長、民意代表、各國駐華使節握手致謝，兩國

元首並在飛機旁緊緊握手，殷殷話別，蔣夫人和詩麗吉王后也握手道別、互

道珍重。根據典藏臺灣的網站有影帶名稱：臺影新聞史料（2008 數位化）

337 卷：泰國國王暨王后訪問中華民國（三），日期事件時間是 1963 年 6

月 7~8 日，攝製：臺灣省電影製片廠，影帶總長度：00:31:27。臺灣與泰國

關係是指中華民國與泰王國之間的外交關係。目前雙方在泰國方面受制一個

中國政策下，並沒有正式外交關係，但是雙方的民間商務交流關係基本上未

有受到影響且十分熱絡。目前中華民國僅次於日本及美國，為泰國第三大的

投資來源地，累計投資金額達 128.46 億美元。抗戰勝利後，中華民國與泰

國於 1994 年正式建交並互相設立大使館派駐大使。 1950 年代之後，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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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情勢考量之下，泰國政府維持同中華民國的邦交關係，1963 年泰國國

王蒲美蓬與王后詩麗吉來臺訪問。1969 年 5 月 14 日，蔣經國以總統特使身

份訪問泰國，謁見國王蒲美蓬•阿杜德，並與總理他儂•吉滴卡宗商討亞太

地區七全及雙方合作問題。 

1971 年的聯合國大會 2758 號決議中，泰國對於中華民國是否續留聯合

國的投票採取棄權。泰國於 1975 年 7 月 1 日與中華民國政府斷交，與中華

人民共和國政府建立正式外交關係。臺灣與泰國達成協議，為了不中斷雙方

的非官方關係來往，雙方於對方首都互設代表處，臺灣設立駐泰國遠東商務

處（於 1999 年改為現名：駐泰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而泰方於臺北設

立泰航行政辦事處（於 1992 年改為現名：泰國經濟貿易辦事處；ส านกังานเศรษฐกิจ

และการคา้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以處理投資及簽證業務。前總統李登輝曾於 1994 年春節

期間訪問菲律賓、印尼及泰國。 

 

 泰語在臺灣各單位開班之歷史沿革 

目前在臺灣會發現在政府機關單位或有些場合會出現泰語，例如火車站，

特別是桃園火車站後站、移民署服務站、新住民會館等。那泰語什麼時候在

臺灣開始出現呢？本研究採用調查文獻與參觀相關單位以及訪談學員及教

師為 1957 年至 2016 年之資料，收集相關文獻分析哪一個地方何時開始開泰

語學習班。以兩部分來說，第一部分是政府機關、大專院校，第二部分為非

政府機關、私人補習班等。 

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臺是中華民國的國家廣播電臺，於 1960 年 3 月開

始廣播外語其中之一就是泰語直到今天，目前以「臺灣之音」作為臺呼，每

天 13 種語言對全球及大陸廣播，詳實報導臺灣的民主歷程、藝術人文、社

會風貌、文化風俗及各項建設，精采多元的節目內容，將臺灣的聲音傳揚到

世界各地，是全球人士認識臺灣的最佳窗口。（中央廣播電臺，2015 年 6

月 1 日） 。 

中國青年救國團，簡稱救國團，為中華民國的社團法人組織。於 1952

年成立的最初原名為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隸屬於中華民國國防部總政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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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兼任團長，蔣經國為首位主任（職銜期間至1973年），

當時為帶有中央政府官方色彩的政治性組織。1989 年起，改向內政部及臺

北地方法院申請、登記為：「教育性、服務性與公益性之社團法人，服務對

象主體是大專院校、高中職的學生。」2000 年更名為中國青年救國團。在

今天，救國團的工作還包括接待遊客以及個人教育進修活動。 

1990 年左右，臺北救國團青年服務中心開設了泰文課程，當時班次還

很少，目的是為了給上班人士有機會學習泰語，但是由於上課的人數的關係，

所以開泰文班的情形不是很穩定，有斷斷續續的情況，當時每一班必須要有

5 位學生以上才能開班，後來一直到了 1996 年之後泰文班才會比較穩定，

每一班有 10 到 15 位左右。2001 年以來，就陸陸續續開了其他東南亞語言

課程，如越南語、印尼語等，但是印尼語的班次較少，又比較不穩定。根據

調查中國青年服務社會終身學習中心開泰語班大約 1990 年起目前 104-期

5~6 月研習簡章、語文教育學院-第三外語系列裡有開九個泰文班；泰語初

級發音會話，泰語初級二，泰語進階九、十三、十八、二十四、四十五大家

說泰語（中級）等（中國青年救國團，2015 年 6 月 1 日） 。 

後來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開始有泰語班，其實在 1995 年國

立暨南國際大學就已經開設「東南亞語言」，當時只有 2 個大學生跟 3 位研

究生，後來人數也漸漸的增加為二位數，在 2007 學年度第二學期，又有兩

所大學開設「東亞語言」課程，一直到 2010 學年度研究生與大學生共同開

課共有 18 位學生，也漸漸的增加至到今天。（張君松，訪問，2015 年 4 月

12 日） 。 

接著目的達泰語教師由臺灣人士鄭海倫老師是發起人，曾在泰國生活近 

5 年，工作過 1 年，臺港口譯經驗 6 年，學習泰語至今近 20 年，開泰語班

是從 1996 年起至今泰語教學 10 年，自修 60%、再到曼谷學讀寫近 2 年、

並加強聽力等。（目的達泰語教室，2015 年 6 月 1 日） 。國立教育廣播電

臺有聲資料庫，有提供教泰語「標準泰國語初級」首錄日期是 1998 年 6 月

19 日 和「泰國語會話中」首錄日期是 1998 年 01 月 01 日兩門課由李鍚強

當主講人、學習者可以收聽和學習泰語，每講時間是 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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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04 年，政大公企中心也開始有東南亞語言課程，此課程是開放給

上班人士與公務人員為主，每一班有 30-40 位學生，接著 2005 年政治大學

外國語言學院外文中心開始成立「東南亞語言」課程包含了泰文、馬來文以

及越南文，泰文班的學生人數有 30 位，2005 學年度 35 位，2007 年度 40

位，直到 2010 學年度已經達到 73 位同學，同時民國 2005 年中原大學推廣

教育班也開始開泰語課。為了開放給桃園與中壢地區的上班人士有機會學習

泰語，每一班 7-12 位學生。民國 2006 年，中壢救國團與桃園救國團與高雄

救國團也開始有泰語班，因為在桃園、中壢與高雄這些地區是泰籍工較多的

地方，但是修課的人數僅有大約 6-8 位學生一班。（張君松，訪問，2015

年 4 月 21 日） 。 

在 2007 學年度第二學期，又有兩所大學開設「東亞語言」課程，分別

為一、國立臺灣大學，所開設的有韓文、泰文、越南文、馬來文以及菲律賓

文等五個語種課程，這些東亞語言課程被開在「日文系」裡，當時泰文課程

的學生僅有18位同學，但是也漸漸的增加直到目前已達到40位的人數極限 ; 

二、私立淡江大學，所開設的有泰文、馬來文、越南文等三個語種課程，當

時泰語班僅有 12 位同學來修課，2008 學年度增加到 80 位與 187 位研究所。

後來在 2008 學年度，私立中原大學又開設了「東南亞語言」三個語種與淡

江大學相同的課程，但是開在「應用華語系」中，每一個學年度大約有 30

位一班。 

在 2009 學年度，私立文藻大學（原本是語言學院）有開設了同樣的三

個語種東南亞語言課程，泰文課在每一年大約有 20-25 位一班。後來在 2010

學年度，國立高雄大學東亞語言學系成立當時開設了韓語組、日語組以及越

南語組，當時還沒有泰語和馬來語。 

2011 學年度，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應用外語學系多增加了兩門東南亞課

程即是泰文課與越南文課，每一個語言開設兩班提供學生選修，每一班超過

60 位學生選修。（張君松，訪問，2015 年 4 月 21 日） 。 

最新的泰語班於 2016 年 5 月剛成立臺灣泰國文化暨語言推廣協會於今

年 5 月 2 日正式成立，本協會主要的目的是推廣泰國語文的教育學習，及促

進臺灣與泰國雙方的交流。協會近期目標將全臺灣每個縣市都有泰語課程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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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讓臺灣人有更多機會接觸泰語、希望在北、中、南三區舉辦泰語師資培

訓課程，培訓現階段擁有優秀泰語能力之學習者成為泰語教師以及在北、中、

南三區籌畫各項泰國文化推廣活動，藉由在臺灣舉辦泰國節慶活動的方式，

推廣泰國文化。 

以表二-1 作臺灣各單位開班之整理，依創制單位時間作先後順序，泰

語班以 8 所在臺灣的各所大學，時至 2016 年，其他單位 6 所。 

表 二-1 臺灣各單位泰語開班 

日期 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1957 年起 中央廣播電臺 臺灣之音用泰語廣播 

1990 年起 中國青年服務社館前中心 語言教育學院 –第三外語系列（泰語） 

1995 年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東南亞語言 

1996 年起 目的達泰語教室 泰語班 

1998 年起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標準泰國語初級會話，泰國語會話中級 

2005 年起 國立政治大學 外國語文學院東南亞語言學程泰語課 

2006 年起 中國青年服務社中壢、桃園中心 語言教育學院–第三外語系列（泰語） 

2007 年起 國立臺灣大學 東南亞語言 

2008 年起 私立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 第二外語言 

2008 年起 私立文藻大學東南亞語言教學中心 東南亞語言 

2008 年起 國立高雄大學東南亞語文學系 東南亞語言 

2009 年起 私立淡江大學亞洲研究所 東南亞語言 

2011 年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東南亞語言 

2016 年起 臺灣泰國文化暨語言推廣協會 泰語課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1957 年至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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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臺灣最早對泰語使用播出教學是在 1957 年中央廣播電臺，

精采多元的節目內容，將臺灣的聲音傳揚到世界各地的母語以及國語。在各

單位開泰語班裡面，筆者曾經擔任泰語講師或代課如:「中國青年服務社中

壢、桃園中心」、「中國青年服務社館前中心」、「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私立淡江大學」等，在大學開泰語班時，大學生對泰

語興趣多的，最讓筆者印象很深刻的是私立淡江大學，有一百多位學生來上

泰語課，當時筆者是泰語助教這班的，為何一班有怎麼多的學生，那是因為

泰語老師很缺，一位老師照顧怎麼多的學生，效果會不好的，現在教育部推

動新住民母語師資培訓課程，未來泰語教師也會越來越多，促進對泰語的學

習者的要求以及新住民子女教育優質化及適性發展之教育政策。 

 

第二節 臺灣泰語教科書 

此一節從臺灣全國新書資訊網;國際標準書號（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簡稱 ISBN ），尋找在臺灣的泰文教科書之內涵論述，再來

是分析書本內容與教學法的探究。 

 

 泰語書名與結構 

臺灣的泰語教書目前算是很少，早期可能是自己做筆記本或自己編，沒

有教科書，因此筆者在這部分依時間整理過去相關的泰語教科書。根據國際

標準書號（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簡稱 ISBN ），尋找在臺灣

的泰文教科書，最早期的泰語書本是左秀靈 （1992）的〈脫口說泰語〉本

書由三部分構成：第一部分「索引篇」，中文在前，外語在後，是用中文查

法，以首字的筆劃序排列很容易翻查;第二部分「常用慣句篇」從日常最基

本起，使用短句開始，口說短語;第三部分「會話篇」。 

接著文翔圖書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1994）出了四本的〈泰語觀光會話〉

與〈初級二刷泰語〉，同樣的書名但有份兩本平裝跟兩本附卡帶，〈泰語觀

光會話〉因本書用於觀光，所以偏重於旅行、海關、購物等，〈初級泰語〉

共有十一課，於泰語發音起、數目、星期、季節、簡單問句、會話等，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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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語觀光會話〉是於 1992 年 9 月出版的，但根據國際標準書號載時，是

出版二刷。杜謝濱編（1997）的〈實用旅行生活會話入門三漢語:泰語〉共

有四本不同語言為：英語、日語、泰語、馬來語，泰語是其中之一，本書未

找到原本。王智出版機構 （1997） 的〈聽就會泰語速成〉，與〈袖珍泰語

速成〉兩本書未找到原本。李錫強主講 （1997） 的〈標準泰國語初級會話〉，

本書共有 88 課，包含了泰語基本認識、泰語生詞及會話。李錫強 （1998） 

的 〈標準泰國語中級會話〉，本書分三篇為:企業泰語生意篇、企業關係交

流篇、出差旅遊熱身篇。1999 年由李錫強編的〈標準泰國語初級會話〉再

版與徐惠玲 （1999） 的〈中國人學泰語一泰語入門〉;初版平裝綠音資料，

本書未找到原本。 

2000 年由徐惠玲出兩本的〈中國人學泰語二泰語會話〉跟〈中國人學

泰語一泰語入門〉的第二版，本書未找到原本，杜謝濱 （2000）出版四本

的〈實用華泰語（工商、一般）分類辭典〉、〈實用基本泰語會話〉、〈初

實用泰語會話實例〉、〈實用泰語入門〉、〈實用華泰語（工商、一般）分

類辭典〉，「工商」本書為了來泰國的商人實用字句列舉共有兩千多字，分

為:生活、政治、財稅、商業、總務及一般等七大類，使用泰文和華語用泰

字注音各欄，「一般」分類是參照日生活之需要。〈實用基本泰語會話〉，

本書將泰語實用的會話，列舉很多基本詞句，加上多項練習會話實例。〈實

用泰語會話實例〉，本書將日常生活場合會話例如:打招呼、問候、坐車、

銀行、看病、移民局等。〈實用泰語入門〉，本書使用短句，每字加上注音

符號對照。傅增有 （2000） 出一本的〈開口無礙泰語三百句〉，本書共有

三十課，日常口語每課有場景會話，替換練習以句型為網，有註解簡明扼要

地解釋課文中出現的語法，本書有泰語基礎知識、子音與母音發音、泰語聲

調、泰語尾音、泰語子音拼讀規則比較表。今年李錫強是第三版的〈標準泰

國語初級會話〉。劉小瑛編著 （2001） 的〈觀光泰語速成〉，本書有中泰

英三語對照，會話及必備的單字，使用中文拼音講語，課程裡面分為旅遊及

購物。 

2002 年共有六本，劉小瑛的〈觀光泰語速成〉初版二刷、徐惠玲的〈中

國人學泰語. 三, 應用泰語〉，本書未找到原本。傅增有的〈開口無礙泰語

三百句〉初版二刷。鄭欣然（2002） 的〈基礎泰語立刻上手〉、〈泰語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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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帖〉、〈泰語入門〉。鄭欣然的〈基礎泰語立刻上手〉、〈泰語習字帖〉

這兩本內容於泰語子音、母音、聲調符號介紹，字型結構筆順，字母練習可

以自己練習寫，泰語附音標、中文拼音，鄭欣然的〈泰語入門〉。馬佳惠 （2003）

的〈21 世紀初學者泰語會話速成〉，本書為商貿以及旅遊，加上近年開放

引進泰勞，學習泰語對旅遊、商務、甚至平日生活皆有很大的助益。為了使

學習者能有效的學習泰語，本書由泰、英、中對照輔助學習。鄭欣然（2003）

的〈泰語會話必備單字〉，本書提供兩千基本單字，中文-泰文拼音對照，

依照情境分類編排。 

2004 年鄭欣然 （2004）又出了四本為〈自遊自在說泰語〉、〈初學泰

語必備單字〉、〈高效能泰語教室〉、〈3 分鐘學會道地泰語〉。〈自遊自

在說泰語〉本書共有八篇：飲食、購物、觀光、生活、意外、溝通、商務以

及住宿，之後就陸續有其他的書出版，馬麗純 （2004）的〈學說讀寫泰文〉、

耿鉦洲 （2004）的〈初級泰語〉。 

2005 年有四本由久鼎出版社編輯部編 （2005）的〈泰語觀光會話（中

泰對照）〉，鄭欣然 （2005）出了兩本的〈泰語會話快速入門〉、〈無師

自通學泰語〉，李錫強編著主講第四版的〈標準泰國語初級會話〉。 

2006 年共有七本，這年最多出版是鄭欣然 （2006）出了四本的〈自信

滿滿！超簡單泰語會話〉、〈自信滿滿!超簡單泰語單字〉、〈SOS 臨時急

需 2 句話:泰語〉、以及〈1 天 10 分!泰語會話快可說〉。鄭欣然的〈SOS

臨時急需 2 句話:泰語〉，本書共有四篇三十課，四篇為:快樂暢說篇、聊天

哈啦篇、日常會話篇、速成活用篇，本書採用中文字拼音泰文，內容含食、

衣、住、行各種狀況。久鼎出版社編輯部編第一版二刷的〈初級泰語（中泰

對照）〉，藍奇兒 （2006）的〈泰語基本單字 2000〉，鄭奇成 （2006）

的〈輕鬆快樂學泰語〉。 

2007 年有六本的泰語書為:鄭欣然出了兩本的〈自遊自在說泰語〉與〈泰

語入門〉。鄭欣然 的〈自遊自在說泰語〉這版曾經有出，內容一樣，2003

年有 ISBN 裝訂不同為:25K 平裝、25K 平裝附光碟片、50K 平裝，只是這版

只附光碟片的平製。接著張美智（2007）的〈泰語發音習字帖〉，邱子耘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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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美智（2007）的〈玩遍泰國自在說泰語〉，黃臺安作（2007）的〈泰語語

言學概論〉，杜謝濱（2007）第三版的〈實用泰語入門〉。 

2008 年由鄭林英（2008）的〈基礎泰語〉，本書共有四十五課，首先

以泰語子音表，在子音裡用英文 H、M、L 代表高音、中音、低音，母音也

是用 L 與 S 代表長音和短音，內容裡使用命令與請求，用簡單問句加簡單

答句，接著日常生活的用語，後段的課以動詞、形容詞、副詞、時間的單位、

貨幣的單位，這些課都有單字與造句練習，今年算是杜謝濱年，因為他出了

四本書，兩個再版的〈實用基本泰語會話〉與〈實用泰語會話實例、兩個初

版的〈泰語單字輕鬆學:泰.華辭典篇〉及〈泰語單字輕鬆學. 華.泰辭典篇〉，

這兩本都是辭典，以中文、泰文、英文拼音對照編排，依照中文的注音符號，

由ㄅ至ㄦ的順序排。另一本以華語、泰語（英語音標） 、泰語、華語（泰

語音標）。 

2009 年杜謝濱又出了初版的〈泰語字母發音入門〉，以簡單易懂的發

音文字敘述，英文音標輔助發音，附上泰語字的唸法和正確筆順的寫法。 

2010 年至 2011 年間沒有編者出泰語書，2012 年出了七本的書，開始由

邱子耘、張美智（2012）的〈玩遍泰國自在說泰語〉，其實這本 2007 年出

過，當年由如意文化的出版社，但今年由哈福企業出版社，本書主題：泰語、

旅遊、會話。接著張君松（2012）的〈大家來學泰語〉，這本書筆者當會話

編輯團隊之一，內容裡有文法篇與會話篇，文法篇共有十課，為:泰語子音

母音與聲調;泰語拼音法;泰語三組韻母之發音規則等。十二課的會話篇，從

問候語至訂機票。今年文藻外語學院（2012）出了四本的〈泰語一〉到〈泰

語四〉，崔冬梅（譯） （2012）的〈玩遍泰國，一個人旅行也暢行無阻的

旅遊泰語〉 （原作者:Lee Byoung Do）。 

林騰蛟總編輯（2013）的〈陪你快樂學泰語〉，這本由新北市教育局為

出版社，算是第一本由政府機關出版的。2014 年有二十九本，3 月開始有施

明威（2014）出的〈用中文學泰語:史上最簡單中文注音學習法〉。6 月由哈

福編輯部與施明威（2014）的〈3 天學會寫泰語〉，本書使用中文與羅馬拼

音對照，康邁克與 Brett Whiteside （2014）的〈Glossika 大量句子: 泰語: 流

利〉。7 月份由林騰蛟總編輯（2014）的〈教育部成人基本識字雙語教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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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語）〉，這本也是臺灣政府機關出的書，本教材共有第一冊到第六冊，以

協助本國失學民眾、新住民及其他國外朋友，有系統的學習華語文的聽、說、

讀、寫、算等識字能力及跨文化適應，培養具有基本公民素養的終身學習者，

特編輯本教材讀本，讀本內容包含課文、語文活動及生活加油站三部分，第

一冊有自我介紹、我的證件及食物與購物三個單元，第二冊為優生保健、學

習做父母、人際關係三個單元，第三冊有民俗節慶、節慶文化及認識臺灣三

個單元，第四冊有就業服務、就業須知及金融理財三個單元，第五冊有安全

生活、社會生活及民主生活三個單元，第六冊有科技生活、多元文化及幸福

人生三個單元。 

康邁克、陳珮瑜 與 Brett Whiteside （2014）的〈Glossika 大量句子.泰

語流利 1-3 各一本〉。8 月由康邁克、Ksenia Ortyukova 與 Brett Whiteside 

（2014） 的〈Glossika 大量句子.俄語流利 1-3（泰語版）〉各一本、然後

有〈Glossika 大量句子.俄語:流利（泰語版）〉的平裝，之前只有 PDF 檔、

同月康邁克與 Brett Whiteside 的〈Glossika 大量句子.英語（美國腔）流利 1

和 3（泰語版）〉各一本，康邁克、陳珮瑜與 Brett Whiteside 的〈Glossika

大量句子.中文（繁體）流利 1 到 3（泰語版）〉各一本，Michael Campbell, 

Brett Whiteside, Sheena Chen （2014 的〈Glossika Mass Sentences: Chinese

（Mandarin）: Fluency（泰語版）〉。 

9 月康邁克、李知秀與 Brett Whiteside（2014）的〈Glossika 大量句子: 泰

語:流利（韓文版）〉，康邁克、曾弋軒與 Brett Whiteside（2014）的〈Glossika

大量句子.閩南語（臺南腔）流利 1-3（泰語版）〉各一本，康邁克、李知秀

與 Brett Whiteside（2014）的〈Glossika 大量句子.泰語流利 1-3（韓文版）〉

各一本。10 月出施明威（2014）的〈我的第一本泰語會話〉，本書以會話

口語化，使用標註中文拼音，內容採中文、泰語、拼音對照排版設計。接著

11 月由梁震牧 （2014）的〈7 天學會基礎泰語〉，本書由五步驟學習：「聽

出」泰語發音的基本概念、「說出」泰語慣用語句，短語句型秉持簡短、「讀

出」實用的口語會話、「寫出」練習寫單字、「瞭解」泰國文化風情民俗。 

12 月由張秦芳（譯） （2014）的〈一本就 GO!這幾句泰語就能暢遊泰

國〉 （原作者: Amarin），陳依僑（2014）的〈3 分鐘立即說泰語〉，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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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有羅馬拼音，英文、泰文、中文三國語對照，內容以旅途必備的實用例句

為編寫原則，根據購物、餐飲、住宿、交通、娛樂等不同的情境場景分列，

方便讀者學習與查閱，還有舉出泰國主要觀光城市例如:普吉島（Phuket）、

曼谷（Bangkok）、芭達雅（Pattaya）、清邁（Chiangmai）…等，使其了解

泰國社會文化和傳統習俗。黃則揚;Erik Huang （2014）的〈泰語字母聽.

說.寫:把泰語老師帶回家〉，本書共有 13 堂課，使用羅馬拼音和注音聲調，

對照泰語發音，泰語拼音練習表，列出字母的每個發音變形，每課後面附有

例字和例句示範，泰語實用句專欄，點菜、買東西，本書附有泰語字母海報。

2014 年最多二十一本是由諾森貝登出版社出版，是電子書的當年海外僑校

權責機關與推廣事務。 

2015 年共有八本，2 月有陳依僑（2015）的〈到泰國玩:自助旅行泰語〉，

3 月有李炳度（2015）的〈別笑!我是泰語學習書〉，本書的內容專為泰語

自學者設計，透過以泰語基礎會話與實用例句為輔助學習泰語基礎文法，在

理解泰語結構的同時，還可以累積基本的生活會話實力。另外泰語的發音比

較困難，因此本書特別強調子音、母音和聲調的練習，讓讀者在基礎學習時

即可掌握正確發音與聲調。4 月有第二版黃則揚的〈泰文字母聽.說.寫:把泰

語老師帶回家〉。5 月張君松（2015）的〈12 堂泰語實用會話〉，這本筆者

也是編輯團員之一，使用注音符號及羅馬拼音標示，創新將泰文單字及句子

以類似英文方式一一空格，將日常生活及出國旅遊息息相關的場景分門別類，

由出境搭飛機開始一步一步輕鬆完成十二大類別生活對話。 

6 月施明威（2015）的〈我的第一本泰語單字〉、何見怡（2015）的〈玩

泰國不開口也能通〉本書使用羅馬拼音，秀出圖片用手「指」點餐、旅遊購

物，本書設想旅遊可能發生的各種狀況，舉凡「沒趕上飛機」、「找不到搭

車地方」、「房間設備有問題」、「找不到路」等，都有相對應的緊急救命

對話。8 月有第三版黃則揚的〈泰文字母聽.說.寫:把泰語老師帶回家〉。 

9 月施明威 （2015 ）的〈用中文說泰語〉，本書中文、泰語、中文拼

音對照，1000 句常用會話與精華單字：投資、洽商、觀光、自助旅行，從

字母及發音入門，本書全部以生活化的內容為主。12 月張君松（2015）的

〈小學生的第一本泰語課本〉這本筆者也是編輯團員之一，本書認識泰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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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及寫出漂亮泰文字，以實用的生詞來做拼讀練習，短期即可看到字就能輕

鬆開口唸出來，中文附加注音符號，附泰文 44 個聲母、32 個韻母、數字、

顏色及水果製做成實用隨身小卡片。 

2016 年共有五本，林璟玟（2016）的〈走吧!一起用泰語去旅行!〉，本

書適合出國前針對基本語言能力及旅遊情報進行準備，根據各種不同的情境

分類，介紹常用的單字以及常用句型，搭配實景照片介紹泰國文化，主要針

對日常生活以及旅遊的讀者編排。陳依僑（2016）的〈超簡單自助旅行泰語〉，

施明威（2016）的〈超簡單泰語會話〉，本書使用中文、泰語、中文拼音對

照，自然記憶法，排版設計一目了然。林思妍（2016）的〈我的第一本泰語

學習書〉，本書中文拼音泰語的發音，內容從泰語字母發音練習、會話句型；

生活篇、觀光篇、購物篇、意外篇等。林侑毅（譯） （2016）的〈我的第

一本泰語課本〉（原作者: 白知姈），本書使用羅馬拼音輔助泰語的字母發

音，文化說明等充實又精采，會話為生活實用主題課程。 

2017 年共有十本，幾乎每一個月都出版。1 月份由洪銘謙（2017）的〈專

業泰語常用 2000 字〉為:法政、商用、生活 中泰-泰中雙向查詢。接著 3 月

劉康定（2017）的〈商用泰語〉本書可以說臺灣第一本專業商用泰語教材，

將商業會話息息相關的場景分門別類，由「自我介紹」開始到最後一課的「農

企業」共二十大類商業對話課。4 月出全喜真與盈翁席（2017）的〈給初學

者的第一堂泰語課〉，本書分大兩篇:發音篇從基本的泰文字母開始、拼音

構造及聲調說明，基本會話篇從打招呼、家族、時間、水果、上網等。 

6 月由陸生（2017）的〈增進 10 倍泰語字彙讀寫力〉，本書內容是由

子音的中子音、高子音、低子音的三組子音字母出發，分別練習聲調變化及

發音法，先由簡單的子音與母音的相互拼音起，再漸漸導入聲調符號及尾音，

由淺入深地學習。7 月陳家珍（2017）的〈生活泰語〉，8 月份有李淑貞（2017）

的〈蘇姬德拉的泰語魔法書〉，9 月夏淑賢（譯）的〈300 句說華語（泰語

版）〉 （原作者: 楊琇惠），本書收錄 300 句以上日常生活中極常用的實

用會話，每句包括中文、漢語拼音、泰語，圖文並茂，共計十大單元，包括：

你好嗎、多少錢、自我介紹、現在幾點、今天星期幾、怎麼走、我生病了、

寄信打電話、祝福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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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施明威（2017）的〈第一次學泰語,超簡單!〉，本書內容依情境分

類，採中文、泰文、中文拼音對照。11 月朱玥霖與李俊才（2017）的〈自

學泰語: 看完這本就能說!〉，本書由泰語發音、常用的文法和句型、常用

的單字、口語化的短句、實用的日常會話，本書有提出讓讀者發音的小技巧。

12 月份張君松（2017）的〈大家來學旅遊泰語〉，本書為: 旅遊篇、文法篇、

隨身旅遊小手冊。旅遊篇由生詞、對話、句型練習、常用句子、文章所構成。

文法篇裡特別加強泰文裡的符號、泰文的前綴詞、泰文句法結構、泰文的語

序、經常混淆的詞彙用語、同音字、泰語破音字、外來語、重疊的詞彙等等。

隨身旅遊小手冊收錄 18 個旅遊急救單元，將出國可能遇到的人、事、物，

預先幫您整理小抄，如：機場、飯店、購物殺價、點菜、菜單、甜點、購買

伴手禮、泰國水果、泰國夜市名單、泰國貨幣、泰式按摩、化妝品、節慶日、

國家、在哪裡、方向與交通、顏色。本書筆者是也是編輯團員之一，編了三

課於「去寺廟做功德」、「宋干節的長輩祝福水儀式」、「今晚去哪裡放水

燈?」。 

2018 年最新的年，1 月有洪銘謙（2018）主編開工的〈大學生的泰語課

本〉，2 月張小怡（2018）總編的〈1 秒開口說: 我的第一本泰語單字〉，5

月有三本出爐，劉文華（譯） （2018） 〈實用生活華語不打烊.中級篇（泰

語版）〉（原作者:楊琇惠） 、林漢發（譯） （2018） 的、楊琇惠著;譯

的〈華語文閱讀測驗. 初級篇（泰語版）〉（原作者:楊琇惠）與〈華語文閱

讀測驗.中級篇（泰語版）〉，本書內容以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生

活情境，將課文分成表格、對話、短文等三大篇; 表格篇:臺灣高鐵時刻表、

門診時間表、飯店房間價目表、夜市地圖、藥袋、等 10 篇；對話篇:買東西、

朋友聊天、搭捷運、蜜月旅行、失眠、約會等 10 篇；短文篇:包括宵夜、父

親節的由來、有幾桶水、不能說的秘密、臺灣的小吃、月餅等 30 篇，每課

內文是以課文、問題練習及單字的順序呈現。會將單字放在最後，是為了能

讓學生在課後能進行自我測驗。 

筆者整理表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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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2 泰語書名與結構 

 

序

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月 裝訂方式 內容特色 

1 脫口說泰語 左秀靈 建宏 1992 年 10 月 初版 簡易短話，選出一個核心詞再以該核心

詞造出很多常用句子。使用羅馬拼音念

出泰語。以首字的筆劃多寡為索引篇。 

2 泰語觀光會話 

 

文翔圖書

股份有限公

司編著 

文翔圖

書 

1994 年 12 月 

（根據 ISBN

載） 

初版二刷 

平裝（根據本書

1992 年 9 月於初

版） 

用羅馬拼音念出泰語，會話從海關、迎

接、飯店、換錢到道別。 

3 泰語觀光會話 文翔圖書

股份有限公

司編著 

文翔圖

書 

1994 年 12 月 平裝附卡帶 用羅馬拼音念出泰語，會話從海關、迎

接、飯店、換錢到道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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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初級泰語 文翔圖書

股份有限公

司編著 

文翔圖

書 

1994 年 12 月 

（根據 ISBN

載） 

初版二刷 

平裝（根據本書

1994 年 7 月於初

版） 

簡單介紹泰語子音、母音的發音。從數

目、星期開始教。簡單問句、疑問句、

簡單答話。用羅馬拼音念出泰語。 

5 初級泰語 文翔圖書

股份有限公

司扁著 

文翔圖

書 

1994 年 12 月 初版二刷（平裝

附卡帶），根據

本書於 1996 年 9

月二刷 

簡單介紹泰語子音、母音的發音。從數

目、星期開始教。簡單問句、疑問句、

簡單答話。用羅馬拼音念出泰語。 

6 實用旅行生活會

話入門 三, 華

語:英語:日語: 泰

語:馬來語 

杜謝濱編 中洲 1997 年 02 月 初版 

平裝 

每字加上注音符號對照，發音說明，實

用旅行生活會話例如:逛街、購物、果菜

等。 

7 聽就會泰語速成  - 王智 1997 年 4 月 一版（平裝附卡

帶） 

未找到原本 

8 標準泰國語初級

會話 

李錫強主講 冠唐國

際圖書 

1997 年 8 月 初版平裝 以實用、輕鬆、漸進編著本教材。從泰

語基本到實用會話。用羅馬拼音念出泰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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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袖珍泰語速成      - 王智 1997 年 11 月 平裝 未找到原本 

10. 標準泰國語中級 李錫強編著 冠唐國

際圖書 

1998 年 初版平裝 會話:本書於三篇為:企業泰語生意篇、

企業關係教六篇 、出差旅遊熱熱身篇 

11. 標準泰國語初級

會話 

李錫強編⋅

主講 

冠唐國

際圖書 

1999 年 02 月 再版平裝 以實用、輕鬆、漸進編著本教材。從泰

語基本到實用會話。用羅馬拼音念出泰

語。 

12. 中國人學泰語一, 

泰語入門視聽  

徐惠玲編著 冠唐國

際圖書 

1999 年 09 月 初版平裝/綠音

資料 

日常用語 

泰語會話 

13. 中國人學泰語二, 

泰語會話 

徐惠玲編著 冠唐國

際圖書 

2000 年 07 月 初版平裝 泰語會話 

14. 中國人學泰語一, 

泰語入門 

徐惠玲編著 冠唐國

際圖書 

2000 年 07 月 第二版平裝 日常用語 

泰語會話 

15. 實用華泰語（工

商一般）分類辭

典 

杜謝濱編 中洲 2000 年 09 月 平裝 以注音符號ㄅ、ㄆ、ㄇ、ㄈ的順序排列，

方便國人查閱單字，每句單字均標上華

語、泰語、泰語英語音標以及華語的泰

字音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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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實用基本泰語會

話 

杜謝濱編 中洲 2000 年 09 月 平裝 每字加上英文拼音符號對照，輕鬆學習

無負擔，觀光、旅遊、投資、洽商皆適

用 

17. 實用泰語會話實

例 

杜謝濱編 中洲 2000 年 09 月 平裝 每字加上英文拼音符號對照，易學易

記。國語、英文拼音、泰語對照編排。 

18. 實用泰語入門 杜謝濱編 中洲 2000 年 09 月 平裝 有發音說明、發音練習、基本用語、打

招呼、購物、常用單字。每字加上注音

符號對照 

19. 開口無礙泰語三

百句 

傅增有編著 三思堂 2000 年 11 月 初版 短時間內自學掌握泰語日常口語，選了

日常交際中最常用的 300 個句子。以國

際音標和拉丁字轉寫。 

20. 標準泰國語. 初

級會話 

李錫強編.

主講 

冠唐國

際圖書 

2000 年 12 月 第三版 以實用、輕鬆、漸進編著本材。從泰語

基本到實用會話。用羅馬拼音念出泰語。 

21. 觀光泰語速成 劉小瑛編著 三思堂 2001 年 06 月 初版 中泰英三語對照 詳列超實用旅遊會話

及必備單字，用中文拼音講泰語無障

礙，多功能實用書，旅遊 購買 應急好

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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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國人學泰語. 

三, 應用泰語 

徐惠玲編著 冠唐國

際圖書 

2002年01月  應用泰語 

23. 觀光泰語速成 劉小瑛編著 三思堂 2002年06月 初版 2 刷 

（25K 平裝附光

碟片）、（50K

平裝） 

中泰英三語對照 詳列超實用旅遊會話

及必備單字，用中文拼音講泰語無障

礙，多功能實用書，旅遊 購買 應急好

溝通。 

24. 開口無礙泰語三

百句 

傅增有編著 三思堂 2002年06月 初版二刷 

（25K 平裝附光

碟片）、 （50K

平裝） 

短時間內自學掌握泰語日常口語，選了

日常交際中最常用的 300 個句子。以國

際音標和拉丁字轉寫。 

25. 基礎泰語立刻上

手 

鄭欣然編著 三思堂 2002年11月 初版（平裝）、

（平裝附光碟

片）  

介紹泰語子音、 母音、聲調符號。字型

結構筆順、字母練習動手寫、 泰文附音

標 、中文拼音。 

26. 泰語習字帖 鄭欣然編著 三思堂 2002年11月 初版（平裝）、

（平裝附光碟

片） 

活潑的動畫、輕鬆趣味的情境。 

中文和羅馬拼音對照。動畫字母筆順。

設計的習字帖和發音教材。 

 



第二章 泰語教學背景 

41 

27. 泰語入門 鄭欣然編著 三思堂 91/11 

2002 年 

初版（平裝）、

（平裝附光碟

片） 

中文、泰語拼音對照。字母筆順、子音、

母音、聲調符號。常用單字及會話 

28. 21 世紀初學者泰

語會話速成 

馬佳惠編著 萬人 2003年03月 初版（平裝附光

碟片） 

使用泰、英、中對照、旅遊、商務、平

日生活會話。 

29. 泰語會話必備單

字 

鄭欣然編著 三思堂 2003年07月 初版（50K 平

裝）、（25K 平

裝附光碟片）、

（25K 平裝） 

收錄 3000 基本單字。中文、泰語拼音對

照。依照情境分類編排。可以做中泰對

照隨身辭典。 

30. 自遊自在說泰語 鄭欣然編著 三思堂 2004年02月 初版（50K 平

裝）、（25K 平

裝附光碟片）、

（25K 平裝） 

用中文、泰語拼音對照，懂中文就會說

泰語，自然說出一口泰語。提供觀光、

自由旅行的資訊單字。 

31. 初學泰語必備單

字 

鄭欣然編著 三思堂 2004年02月 初版（50K 平

裝）、（25K 平

裝附光碟片）、

（25K 平裝） 

常用的單字、中文、泰文拼音對照。依

照情境分類編排。可以做中泰對照隨身

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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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高效能泰語教室 鄭欣然編著 三思堂 2004年04月 初版（50K 平

裝）、（25K 平

裝附光碟片）、

（25K 平裝） 

用中文拼音對照，懂中文就會說泰語，

自然說出一口泰語。 

 

33. 3 分鐘學會道地

泰語 

鄭欣然編著 三思堂 2004年04月 初版（50K 平

裝）、（25K 平

裝附光片）、（25K

平裝） 

中文、泰語拼音對照。常用單字及會話。

懂中文就會說泰語。 

34 學說讀寫泰文 馬麗純 馬麗純 2004年09月 平裝附光碟片 泰語基本法，釘對說、讀、寫。 

35 初級泰語 耿鉦洲編著 久鼎 2004年10月 平裝 未找到原本 

36 泰語觀光會話

（中泰對照） 

久鼎出版社

編輯部編 

久鼎 2005年07月 

 

平裝、 

平裝附光碟片 

未找到原本 

37 泰語會話快速入

門 

鄭欣然編著 三思堂 2005年07月 初版（平裝）、

（平裝附光碟

片） 

中文、泰語拼音對照。常用單字及會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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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標準泰國語. 初

級會話 

李錫強編著

主講 

敦煌 2005年11月 第四版（平裝附

光碟片） 

從基本泰語，子音、母音、聲調到實用

會話。用羅馬拼音念出泰語。 

39 無師自通學泰語 鄭欣然編著 三思堂 2005年12月 初版（平裝）、 

（平裝附光碟

片） 

中文、泰語拼音對照。常用單字及會話。 

40 自信滿滿!超簡單

泰語會話 

鄭欣然編著 三思堂 2006年01月 初版（平裝）、

（平裝附光碟

片） 

中文、泰語拼音對照。日常生活及會話。 

41 自信滿滿!超簡單

泰語單字 

鄭欣然編著 三思堂 2006年01月 初版（平裝）、

（平裝附光碟

片） 

常用的單字、中文、泰文拼音對照。依

照情境分類編排。可以做中泰對照隨身

辭典。 

42 輕鬆快樂學泰語 鄭奇成編著 三思堂 2006年03月 初版（平裝）、 

（平裝附光碟

片） 

中文、泰文拼音對照。依照情境分類編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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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初級泰語（中泰

對照） 

久鼎出版

社]編輯部

編 

久鼎 2006年04月 第一版二刷，（平

裝附光碟片） 

未找到原本 

44. SOS 臨時急需 2

句話: 泰語 

鄭欣然編著 三思堂 2006年04月 初版（平裝）、 

（平裝附光碟

片） 

使用中文、泰文、拼音對照，懂中文就

會說泰語。由泰語專業人士錄製。日常

會話。 

45. 泰語基本單字

2000 

藍奇兒編著 三思堂 2006年08月 初版（平裝）、 

（平裝附光碟

片） 

使用中文、泰文拼音對照，懂中文就會

說泰語，實用單字，特別整理收集泰國

購物、觀光、飲飲的資訊。 

46. 1 天 10 分!泰語會

話快可說 

鄭欣然著 三思堂 2006年09月 初版（平裝）、 

（平裝附光碟

片） 

從字母發音開始介紹，使用中文、泰文

拼音對照。情境對話 

47. 自遊自在說泰語 鄭欣然編著 三思堂 2007 年 初版（平裝附光

碟片） 

用中文、泰語拼音對照，懂中文就會說

泰語，自然說出一口泰語。提供觀光、

自由旅行的資訊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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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泰語發音.習字帖 

 

張美智著 如意文

化 

2007年02月 初版（平裝附光

碟片） 

完全剖析，泰語發音規則，字音、母音、

尾音及聲調。泰語文字筆順依筆畫順序

標示泰語字母的寫法。 

49. 泰語入門 （泰國

語言） 

鄭欣然編著 三思堂 2007年03月 初版（平裝附光

碟片） 

中文、泰語拼音對照。字母筆順、子音、

母音、聲調符號。常用單字及會話 

50. 玩遍泰國自在說

泰語  

邱子耘, 張

美智合著 

如意文

化 

2007年04月 初版（平裝附光

碟片） 

泰語; 旅遊; 會話。 

51. 泰語語言學概論 黃臺安作.

編輯 

黃臺安 2007年06月 初版（平裝） 泰語概論、泰語語法基本概念。 

52. 實用泰語入門 杜謝濱作 統一 2007年12月 三版（平裝附光

碟片） 

每字加上注音符號對照，易學易記，再

配合 CD 學習。有發音說明、發音練習、

常用形容詞、基本用語 

53. 基礎泰語 鄭林英編著 統一 2008年03月 初版（平裝附光

碟片） 

從泰語字母起到日常生活會話，中泰對

照錄音。會話為:觀光、旅遊、投資、洽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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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實用基本泰語會

話 

杜謝濱編 統一 2008年06月 再版（平裝附光

碟片）附贈 MP3。 

針對看不懂泰字的國人而寫，每字加上

英文拼音符號對照，輕鬆學習無負擔，

觀光、旅遊、投資、洽商。 

55. 實用泰語會話實

例 

杜謝濱編 統一 2008年06月 再版（平裝附光

碟片）附贈 MP3。 

針對看不懂泰語的國人而寫每字加上英

文拼音符號對照。為發音篇及會話篇。 

56. 泰語單字輕鬆學: 

泰.華辭典篇 

杜謝濱編 統一 2008年09月 初版（平裝附光

碟片） 

以泰語字首 A~Y 的發音順序排列，每句

單字標上泰語英語音標、泰語、華語以

及華語的泰語音標。 

57. 泰語單字輕鬆學. 

華.泰辭典篇 

杜謝濱編 統一 2008年09月 初版（平裝附光

碟片） 

以注音符號ㄅ、ㄆ、ㄇ、ㄈ的順序排列，

每句單字均標上華語、泰語、泰語英語

音標以及華語的泰字音標。 

58. 泰語字母發音入

門 

杜謝濱編 統一 2009年07月 初版（平裝附光

碟片） 

使用英文音標輔助發音，附上泰語字的

唸法和正確筆順的寫法。 

59. 玩遍泰國自在說

泰語 

邱子耘, 張

美智合著 

哈福企

業 

2012年03月 初版（平裝） 泰語; 旅遊; 會話。 

 



第二章 泰語教學背景 

47 

60. 大家來學泰語 張君松編著 統一 2012年04月 初版（平裝附光

碟片） 

於初學零起點的泰語學習書。提供表格

式圖解，一看就懂的文法變化與解釋。

實用多變的例句，清楚了解該單元的教

學重點。 

61. 泰語. 四 文藻外語學

院作 

文藻外

語學院 

2012年05月 初版（光碟片） 泰語句型、會話與短文能順利地學習與

牢記。針對學生的難題以解答與練習， 

62. 泰語. 三 文藻外語學

院作 

文藻外

語學院 

2012 年 

05 月 

初版 

（光碟片） 

泰語單字、詞組與句型能順利地學習與

牢記。針對學生的難題以解答與練習， 

63. 泰語. 二 文藻外語學

院作 

文藻外

語學院 

2012 年 

05 月 

初版 

（光碟片） 

泰語單字、詞組與強化泰語語音。克服

了語音難題，針對學生所遇到的個別難

題加以解答與練習。  

64. 泰語. 一 文藻外語學

院作 

文藻外

語學院 

2012年05月 初版（光碟片） 泰語語音系統、基本單字。如何突破泰

語語音，針對學生的基礎加以訓練。 

65 玩遍泰國,一個人

旅行也暢行無阻

的旅遊泰語 

Lee Byoung 

Do著; 崔冬

梅譯  

漢宇國

際文化

  

2012年11月 初版 

（平裝） 

用中文學泰語，日常表達和旅遊用語，

實用圖解單字，基本的生活會話、各種

的情境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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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陪你快樂學泰語 林騰蛟總編

輯 

新北市

教育局 

2013年12月 （平裝附光碟

片） 

為推動新住民家庭親子共同學習之教

材，內容由日常生活中出發，分「食」、

「衣」「住」、「行」、「育樂」五大

主題。 

67. 用中文學泰語 施明威編著 哈福企

業 

2014年12月 （平裝附光碟

片） 

用中文注音學習泰語及會話。 

68. Glossika 大量句

子: 泰語: 流利 

康邁克, 

Brett White-

side 編著 

諾森貝

登  

2014年06月 （第 1-3 冊：平

裝） 

聽說訓練：藉由重複模仿母語人士說話

來提升自己聽和說的能力。每本書有 

1000 個句子，含雙語、拼音及學術用 

IPA 國際音標對照。 

69. 3 天學會寫泰語 哈福編輯

部編著 

哈福企

業 

2014年06月 （平裝）（平裝

附光碟片） 

泰語文字筆畫步驟，確實掌握泰語文字

的手寫筆順及筆畫。 

70. 教育部成人基本

識字雙語教材

（中泰語） 

林騰蛟總

編輯 

教育部 2014年07月 初版（第 1、6

冊：平裝附光碟

片） 

鼓勵新住民利用本教材指導其家人共

同學習。提供日常用語，兼顧母國文化

情境轉寫，透過母國語言之輔助，減少

文字障礙，增加新住民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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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Glossika 大量句

子. 泰語流利 3 

康邁克, 陳

珮瑜, Brett 

Whiteside

編著 

諾森貝

登 

2014年07月 初版（PDF） 聽說訓練每本書有 1000 個句子，含雙

語、拼音及學術用 IPA 國際音標對照。 

72. Glossika 大量句

子. 泰語流利 2 

康邁克, 陳

珮瑜, Brett 

Whiteside

編著 

諾森貝

登 

2014年07月 初版（PDF） 聽說訓練：重複模仿母語人士說話來提

升自己聽和說的能力。每本書有句子，

含雙語、拼音及學術用 IPA 國際音標對

照。 

73. Glossika 大量句

子. 泰語流利 1 

康邁克, 陳

珮瑜, Brett 

Whiteside

編著 

諾森貝

登 

2014年07月 初版（PDF） 聽說訓練：重複模仿母語人士說話來提

升自己聽和說的能力。每本書有句子，

含雙語、拼音及學術用 IPA 國際音標對

照。 

74. Glossika 大量句

子. 俄語流利 3

（泰語版） 

康邁克, 

Ksenia 

Ortyukova, 

Brett White-

side 編著 

諾森貝

登 

2014 年 

08 月 

初版（PDF） 聽說訓練：重複模仿母語人士說話來提

升自己聽和說的能力。每本書有句子，

含雙語、拼音及學術用 IPA 國際音標對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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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Glossika 大量句

子. 俄語流利 2

（泰語版） 

康邁克, 

Ksenia 

Ortyukova, 

Brett White-

side 編著 

諾森貝

登 

2014年08月 初版（PDF） 聽說訓練：重複模仿母語人士說話來提

升自己聽和說的能力。每本書有句子，

含雙語、拼音及學術用 IPA 國際音標對

照。 

76.  Glossika 大量句

子. 俄語流利 1

（泰語版） 

康邁克, 

Ksenia 

Ortyukova, 

Brett White-

side 編著 

諾森貝

登 

2014年08月 

 

初版（PDF） 聽說訓練：重複模仿母語人士說話來提

升自己聽和說的能力。每本書有句子，

含雙語、拼音及學術用 IPA 國際音標對

照。 

77. Glossika 大量句

子. 俄語: 流利

（泰語版） 

康邁克, 

Ksenia 

Ortyukova, 

Brett White-

side 編著 

諾森貝

登 

2014年08月 （第 1 冊：平裝） 聽說訓練：重複模仿母語人士說話來提

升自己聽和說的能力。每本書有句子，

含雙語、拼音及學術用 IPA 國際音標對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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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Glossika 大量句

子. 英語（美國

腔）流利 3（泰語

版） 

康邁克, 

Brett White-

side 編著

  

諾森貝

登 

2014年08月 初版（PDF） 聽說訓練：重複模仿母語人士說話來提

升自己聽和說的能力。每本書有句子，

含雙語、拼音及學術用 IPA 國際音標對

照。 

79. Glossika 大量句

子. 英語（美國

腔）流利 2（泰語

版） 

康邁克, 

Brett White-

side 編著 

諾森貝

登 

2014年08月 

 

初版（PDF） 聽說訓練：重複模仿母語人士說話來提

升自己聽力和說的能力。每本書有句

子，含雙語、拼音及學術用 IPA 國際音

標對照。 

80. Glossika 大量句

子. 中文（繁體）

流利 3（泰語版） 

康邁克, 陳

珮瑜, Brett 

Whiteside

編著 

諾森貝

登 

2014年08月 初版（PDF） 聽說訓練：重複模仿母語人士說話來提

升自己聽和說的能力。每本書有句子，

含雙語、拼音及學術用 IPA 國際音標對

照。 

81. Glossika 大量句

子. 中文（繁體）

流利 2（泰語版） 

康邁克, 陳

珮瑜, Brett 

Whiteside

編著 

諾森貝

登 

2014年08月 初版（PDF） 聽說訓練：重複模仿母語人士說話來提

升自己聽和說的能力。每本書有句子，

含雙語、拼音及學術用 IPA 國際音標對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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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Glossika 大量句

子. 中文（繁體）

流利 1（泰語版） 

康邁克, 陳

珮瑜, Brett 

Whiteside

編著 

諾森貝

登 

2014年08月 初版（PDF） 聽說訓練：重複模仿母語人士說話來提

升自己聽和說的能力。每本書有句子，

含雙語、拼音及學術用 IPA 國際音標對

照。 

83.  Glossika 大量句

子. 英語（美國

腔）流利 1（泰語

版） 

康邁克, 

Brett White-

side 編著 

諾森貝

登 

2014年08月 初版（PDF） 聽說訓練：重複模仿母語人士說話來提

升自己聽和說的能力。每本書有句子，

含雙語、拼音及學術用 IPA 國際音標對

照。 

84.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Chi-

nese（Mandarin）: 

Fluency（泰語版） 

Michael 

Campbell, 

Brett White-

side, Sheena 

Chen[編] 

諾森貝

登 

2014年08月 （第 1-3 冊：平

裝） 

聽說訓練：重複模仿母語人士說話來提

升自己聽和說的能力。每本書有句子，

含雙語、拼音及學術用 IPA 國際音標對

照。 

85. Glossika 大量句

子: 泰語: 流利

（韓文版） 

康邁克, 李

知秀, Brett 

Whiteside

編著 

諾森貝

登 

2014年09月 （第 1-3 冊：平

裝） 

聽說訓練：重複模仿母語人士說話來提

升自己的聽力和說的能力。每本書有句

子，含雙語、拼音及學術用 IPA 國際音

標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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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Glossika 大量句

子. 閩南語（臺南

腔）流利 1（泰語

版） 

康邁克, 

Brett White-

side, 曾弋

軒編著 

諾森貝

登 

2014年09月 初版（PDF） 聽說訓練：重複模仿母語人士說話來提

升自己的聽和說的能力。每本書有句

子，含雙語、拼音及學術用 IPA 國際音

標對照。 

87.  Glossika 大量句

子. 閩南語（臺南

腔）流利 2（泰語

版） 

康邁克, 

Brett White-

side, 曾弋

軒編著 

諾森貝

登 

2014年09月 

 

初版（PDF） 聽說訓練：重複模仿母語人士說話來提

升自己的聽和說的能力。每本書有句

子，含雙語、拼音及學術用 IPA 國際音

標對照。 

88.  Glossika 大量句

子. 閩南語（臺南

腔）流利 3（泰語

版） 

康邁克, 

Brett White-

side, 曾弋

軒編著 

諾森貝

登 

2014年09月 初版（PDF） 聽說訓練：重複模仿母語人士說話來提

升自己的聽和說的能力。每本書有句

子，含雙語、拼音及學術用 IPA 國際音

標對照。 

89. Glossika 大量句

子. 泰語流利 1

（韓文版） 

康邁克, 李

知秀, Brett 

Whiteside

編著 

諾森貝

登 

2014年09月 初版（PDF） 聽說訓練：重複模仿母語人士說話來提

升自己的聽和說的能力。每本書有句

子，含雙語、拼音及學術用 IPA 國際音

標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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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Glossika 大量句

子. 泰語流利 2

（韓文版） 

康邁克, 李

知秀, Brett 

Whiteside

編著 

諾森貝

登 

2014年09月 初版（PDF） 聽說訓練：重複模仿母語人士說話來提

升自己聽和說的能力。每本書有句子，

含雙語、拼音及學術用 IPA 國際音標對

照。 

91. Glossika 大量句

子. 泰語流利 3

（韓文版） 

康邁克, 李

知秀, Brett 

Whiteside

編著 

諾森貝

登 

2014年09月 初版（PDF） 聽說訓練：重複模仿母語人士說話來提

升自己聽和說的能力。每本書有句子，

含雙語、拼音及學術用 IPA 國際音標對

照。 

92. 我的第一本泰語

會話  

施明威編

著 

哈福企

業 

2014年10月 （平裝附光碟

片） 

使用中文拼音對照，300 個泰語重要句

型、600 個的泰語單字、600 句泰語的會

話。 

93. 7 天學會基礎泰

語  

梁震牧著 我識 2014年11月 初版（平裝附光

碟片） 

用深入淺出的文字說明泰語發音的基

本概念 

94. 一本就 GO! Amarin 編

輯部編著; 

張秦芳翻譯 

華威國

際 

2014年12月 （平裝） 泰語旅遊會話:食、衣、住、行、購物等

各方面單字、用語、常用句子。中泰羅

馬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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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3 分鐘立即說泰

語 

陳依僑合著 哈福企

業 

2014年12月 （平裝附光碟

片） 

旅遊泰國必備會話，英文、泰文、中文、

羅馬拼音對照。 

96. 泰語字母聽.說.

寫:把泰語老師帶

回家，31 堂課看

懂泰文說泰語！ 

黃則揚 Erik 

Huang 著 

笛藤 2014年12月 初版 

（平裝附光碟

片） 

使用羅馬拼音和注音聲調，對照泰語發

音。每課後面附有例字和例句示範。附

MP3、提 APP。 

97. 到泰國玩: 自助

旅行泰語 

陳依僑著 哈福企

業 

2015年02月 （平裝附光碟

片） 

本書為:泰語; 旅遊; 會話 

98. 別笑!我是泰語學

習書 

李炳度 漢宇國

際文化 

2015年03月 （平裝附光碟

片） 

字母與發音規則，生活會話 ， 

文法解說:深入淺出解說句型用法 

課後練習：活用句型強化學習記憶。 

99. 泰文字母聽.說.

寫: 把泰語老師

帶回家 31堂課看

懂泰文說泰語! 

黃則揚著 笛藤 2015年04月 二版（平裝） 使用羅馬拼音和注音聲調，對照泰語發

音。每課後面附有例字和例句示範。附

MP3、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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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2 堂泰語實用會

話  

張君松編著 統一 2015年05月 初版 

（平裝附光碟

片） 

使用注音符號及羅馬拼音標示。日常生

活及出國旅遊對話。加強泰文閱讀能

力、強化泰語文法。 

101 我的第一本泰語

單字 

施明威編著 哈福企

業 

2015年06月 （平裝附光碟

片）附 MP3。 

簡易中文注音學習法，會中文就能說泰

語。 

102. 玩泰國，不開口

也能通！ 

何見怡 EZ 叢書

館 

2015年06月 平裝初版錄MP3

＋全彩曼谷空

（BTS）捷運

（MRT）拉頁圖 

6大主題:機場、交通、住宿、美食、觀

光、緊急情況。150 種精選情境。用羅

馬拼音搭配泰語老師親錄 MP3。 

103. 泰文字母聽.說.

寫: 把泰語老師

帶回家 31堂課看

懂泰文說泰語! 

黃則揚著 笛藤 2015 年 08 月 三版（平裝附光

碟片） 

使用羅馬拼音和注音聲調，對照泰語發

音。每課後面附有例字和例句示範。附

MP3、提 APP。 

104. 用中文說泰語 施明威編著 哈福企

業 

2015年09月 （平裝附光碟

片） 

中文拼音對照、中文注音學習法 

字母、發音、單字、會話大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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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小學生的第一本

泰語課本 

張君松編著 統一 2015年12月 初版（平裝附光

碟片） 

第一篇字母篇:認識泰文字母及寫出泰

文字。第二篇拼音篇:以實用的生詞來做

拼讀練習，開口說。第三篇會話篇:會

話、生詞、句型、常用句子。 

106.  走吧!一起用泰語

去旅行! 

林璟玟著 不求人

文化 

2016年05月 初版（平裝附光

碟片） 

輕薄的尺寸小，好攜帶不佔位。旅行一

定會說到的會話。萬用句型及常用單

字，搭配實景照片。精選會話提供

QRcode 下載。 

107. 超簡單自助旅行

泰語  

陳依僑著 哈福企

業 

2016年05月 （平裝附光碟

片） 

內容以旅途必備的實用例句。 

108. 超簡單泰語會話 施明威編著 哈福企

業 

2016年08月 （平裝附光碟

片） 

中文、泰語、中文拼音對照，自然記憶

法。單字、會話、句型，超簡單。標註

中文拼音，懂中文就會說泰語。 

109. 超好學!我的第一

本泰語學習書 

（泰語; 讀本） 

林思妍編著 布可屋

文化 

2016年08月 （平裝附光碟

片） 

1000 句情境會話和單字，實用，每句泰

語和單字都有中文注音，會中文就能能

說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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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我的第一本泰語

課本 

白知姈著; 

林侑毅譯 

國際學

村 

2016年08月 初版（平裝附光

碟片） 

完整的泰語發音規則，基礎會話，插圖

協助理解泰語的文法。精采的泰國文化。 

111. 專業泰語常用

2000 字 

洪銘謙 易學網 2017年01月 （平裝） 收集 2000 字; 法政、商用、生活 中泰-

泰中雙向查詢。（泰語; 詞彙） 

112. 商用泰語 劉康定 統一 2017年03月 初版（平裝附光

碟片） 

從機場接機至泰國出差與客戶常用的

商用會話在家自學也能學習到標準的商

業泰語，附 MP3。 

113. 給初學者的第一

堂泰語課: 從學

泰文字母到開口

說,7 天讓你速成

泰語 

全喜真、 

盈翁席 

國際學

村 

2017年04月 初版（平裝附光

碟片） 

詳細的發音說明， 47 個主題，泰語基

礎一定要用到的。圖解單字，並套入例

句，實用會話，泰國文化介紹。附泰文

字母習字帖。 

114. 增進 10 倍泰語字

彙讀寫力 

陸生 笛藤 2017年06月 初版（平裝） 以訓練學生正確的泰語語音發音和拼讀

能力為主。用國際音標標注泰語母音、

子音和單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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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生活泰語 

  

陳家珍 陳家珍 2017年07月 初版（平裝） 從字母、母音、數子開始，單字 、日

常實用會話、句型 、短文長文會話練習 

116. 蘇姬德拉的泰語

魔法書 

李淑貞 暨大東

南亞中

心 

2017年08月 初版（平裝）

  

從泰國數字、子音、母音、尾音開介紹，

拼讀泰語以及實用例句與會話。 

117. 300 句說華語 

（泰語版） 

楊琇惠著; 

夏淑賢譯 

五南 2017年09月 

  

初版（平裝附光

碟片） 

收錄 300 句以上日常生活中極常用的實

用會話，每句包括中文、漢語拼音、泰

語，圖文並茂 

118. 第一次學泰語,超

簡單!  

施明威 哈福企

業 

2017年10月 （平裝附光碟

片） 

3 步驟、輕鬆開口說泰語、初學泰語必

備寶典。中文、泰語、中文拼音對照，

自然記憶法。單字、會話、句型，最齊

全，超簡單。標註中文拼音，懂中文就

會說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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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自學泰語: 看完

這本就能說! 

朱玥霖, 李

俊才 

語研學

院 

2017年11月 初版（平裝附光

碟片） 

每一個泰文字母有嘴型示範及重點提

示之外，用羅馬拼音、漢字標音及英文

拼音輔助記憶。筆順示範圖及舉例單字

記憶。泰文基本的詞性及慣用句型透過

表格及例子解說。收錄的單字都是實

用、必須要背起來的單字。情境模擬對

話的前面都會先介紹常用短句。 

120. 大家來學旅遊泰

語  

張君松 統一 2017年12月 初版（平裝附光

碟片） 

每堂課由生詞、對話、句型練習、常用

句子、文章所構成。每個泰文生詞標示

詞性、拼音、中文及英文。 

121 大學生的泰語課

本 

洪銘謙 仁風文

創書苑 

2018年01月 初版（平裝） 從泰語字母、子音、母音、聲調開始學

起。 

122. 1秒開口說: 我的

第一本泰語單字 

張小怡總編

  

布可屋

文化 

2018年02月 （平裝附光碟

片） 

圖文式自然記憶法，中文拼音，開口就

會說。 

123. 實用生活華語不

打烊. 中級篇（泰

語版） 

楊琇惠著; 

劉文華譯 

五南 2018年05月 初版（平裝） 課文加生動潑，讓學生因為好奇故事的

發展而激發其學習的趣。在課文後，提

出主要的學習點。大量插畫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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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華語文閱讀測驗. 

初級篇（泰語版）  

楊琇惠著; 

林漢發譯 

五南 2018年05月 初版（平裝） 本書以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

生活情境，將課文分成表格、對話、短

文等三大篇， 

125. 華語文閱讀測驗. 

中級篇（泰語版） 

楊琇惠著; 

林漢發譯 

五南 2018年05月 初版（平裝） 本書以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

生活情境，將課文分成表格、對話、短

文等三大篇。 

 

（資料來源:全國新書資訊網，筆者整理） 

 

如表 2-2 所列，自 1992年至 2018 年總共 124本書，這樣看起來從數字上來看不少，但是如果考慮這些教科書的內容，

是根據系統性的思想去編寫的教科書，其實數量相當有限。筆者認為有關泰語學習書目前有限，如果從泰王蒲美蓬及詩麗吉

王后於 1963年來臺訪至今 55年，原因之一是編者自己編沒有出版，其實還有很多泰語老師自己編輯教科書，但是一直沒有

出版，但是在學員之間流傳。如果加上這些部分，數量更為可觀。對於泰語書當中聚類分析大部分為語言學：文學，如果按

照主題標題為：泰語會話、詞彙、旅遊、讀本，雖然主題標題不多，但書本的結構可供本相關研究資料之參考。因此筆者認

為以臺灣泰語教科書可分三期；萌芽期、發展期、精緻期，前代從 1992-2002 年、中代從 2003-2012 年、現代 2013-現在。

每一段都會有變化、發展值得我們探索與研究，並希望未來有更多學術研究者投入長時間的臺灣泰語教科書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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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1 索引篇 

第三節 臺灣泰語教學法之現況與發展 

此節從臺灣泰語教科書談起，進而敘述 124本泰語書的現況發展，並針

對內容:課程、單元、探討其優勢，來分析教學法。本節分三代來分析；萌

芽期（ 1992-2002 ）、發展期 （ 2003-2012 ）、精緻期 （ 2013 起 ）。 

 

 萌芽期（1992-2002年） 

萌芽期由華僑投入製作，從早期左秀靈的〈脫口說泰語〉本書目標是要學

習者脫口說出泰語，內容排序為: 索引篇、常用慣句篇及會話篇。「索引篇」

用中文的查法，以首字的筆劃多寡為序排列;中文在前面，外語在後面;外文

指的是用英文拼音泰語，如果中文之後，無外語，則表示小篇的標題，學習

者只要翻到該頁，看標題即可，如: 三畫; 上一 suanɔk………180、四畫;

不可以，不要（禁止）…….80。「常用慣句篇」從日常最基本起，使用短

句開始，內容排列很簡單大約 1-6題，第一頁寫中文，學習要點在本頁的下

面，第二頁則是泰文字，英文拼音的泰語唸法在本頁的下面，目的是訓練能

張口說簡易的短話，進一步再繼續往下學。筆者認為這篇能很簡單的使用，

但缺點在於使用英文拼音的唸法卻沒有解釋，也沒有調號表示聲調，只能靠

聽錄音帶。「會話篇」是本書的主要，選出一核心詞，再造出很多常用的句

子，可以應付各種情況，也是基本句型可以舉一反三。因為是早期，所以附

錄音帶。一下圖是左秀靈的〈脫口說泰語〉: 

 

 

 

 

 

  

（資料來源: 左秀靈（1992）。脫口說泰語。臺北:建宏。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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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左秀靈（1992）。脫口說泰語。臺北:建宏。24-25 頁。 ） 

 

 

 

 

 

 

 

 

 

 

 

（資料來源: 左秀靈（1992）。脫口說泰語。臺北:建宏。194-195 頁。 ） 

 

圖 二-2 常用慣句篇 

圖 二-3 會話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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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5 〈泰語觀光會話〉的會話 

圖 二-4 泰語觀光會話 

文翔圖書股份有限公司的〈泰語觀光會話〉本書目的為去泰國觀光，課程

內設在觀光使用的會話共有十一課如:日常用語、航空旅行、海關、迎接、

在旅館、換錢、在餐館、購物、遊覽、會見朋友、道別都是學生來源大幅開，

後面有附錄單字為: 行業、商行、政府機關及部門、建築物、食物、蔬菜、

水果、身體各部、日用品。內容排列泰文字和中文排第一行，有分空各泰語

跟中文中間，第二行是英文拼音泰語的念法，空各用英文翻譯中文句子的意

思。筆者認為本書不厚，學習者很容易隨帶，附錄有提出政府機關機部門、

建築物，這兩點筆者是優點，因很少有其他本書提出的。以下圖是文翔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的〈泰語觀光會話〉的書本 

 

 

 

 

 

 

（資料來源:文翔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泰語觀光會話。臺北:文翔圖書。） 

 

 

 

 

 

 

 

（資料來源: 文翔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泰語觀光會話。臺北:文翔圖書。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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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6 〈泰語觀光會話〉的會話 

 

 

 

 

 

 

 

 （資料來源:文翔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泰語觀光會話。臺北: 文翔圖書。頁 166。 ） 

 

李錫強 （1997） 的 〈標準泰國語〉，本書共有 88 課，由泰語基本認

識、泰語生詞及會話，在泰語基礎認識的部分，內容包含泰語子音，母音、

聲調、拼音、生詞、會話及片語練習，以深入淺出方式引導學習者，逐步了

解泰文的精 髓，提供相輔相成的成果，本書內有提出泰語子音聲音的發音

念法例如: 「 บ  （ b ） 利用雙唇擋住氣流，發音時雙唇緊閉，口腔充滿氣

流，立即張開雙唇讓氣流輕輕出來，聲帶不震動。」以實用、輕鬆。李錫強 

（1998） 的〈標準泰國語中級會話〉，本書有三篇為:企業泰語生意篇、企

業關係交流篇、出差旅遊熱身篇，每課設計為: 生詞、會話對談、實用片語

練習、文法解析。筆者認為早期的泰語書，李錫強的書是最好的泰語書，因

為什麼都包含了， 但有一些句子太長了，讓學習者看了會比較辛苦，使用

英語音標來念出泰語，排列為: 泰文排第一行、英文拼音排第二行，中文排

第三行，筆者當作學習者看了這樣的排列感受一下，認為是李錫強的書比較

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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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7 〈泰語觀光會話〉的會話 

圖 二-8 泰語子音與母音 

圖 二-9 泰語子音與母音 

 

 （資料來源: 李錫強（1998）標準泰國語、標準泰國語中級會話。臺北:冠唐國際圖書。

封面。 ） 

 

 

 

 

 

 

 

（資料來源: 李錫強（1998）標準泰國語、標準泰國語中級會話。臺北:冠唐國際圖書。

1-2 頁，4 頁。） 

 

 

 

 

 

 

 （資料來源: 李錫強（1998）標準泰國語、標準泰國語中級會話。臺北:冠唐國際圖書。 ） 

杜謝濱 （2000） 的〈實用泰語入門〉，本書運用英語標音和注音符號

（注音字母） ，兩種記號寫出泰語，目的是為了來泰國觀光、工作，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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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10 實用泰語入門封面 

能說幾句泰語而設計，要搭配錄音帶多次發出聲音，來體會泰語的正確發音。

這種教法根據筆者教泰語的經驗，對初學者不太熟悉泰語和英語會比較有效，

也有很多其他編者是用自己的母語及外語來標注泰語發音，但缺點是泰語有

些發音是英語標音和注音符號（注音字母）沒有的，會造成學習者發不標準

那個音，如果不改善，學習者未來都一直發這樣的音的話，泰國人聽了會誤

會的。筆者也有經驗，原本要說「加一下」，但泰國人聽起來可以檔「朋友

一下」。當初筆者學中文時，也使用自記的母語來學中文，後來覺得不對改

寫注音才能夠發音，讓臺灣人懂筆者要什麼。本書排列為: 先中文，然後英

文最後注音符號，下圖是本書的教學法。 

 

 

 

 

 

 

 （資料來源: 杜謝濱（2000）實用泰語入門。臺北:中洲。頁 42。 ） 

 

 發展期（2003-2012年） 

發展期可以說是由專業人士投入製作，從 2003至 2012年是泰語教課書

最發展的狀況，共有 37本，在此期間筆者選泰語教課書共有四本，因為筆

者選比較有特色的教學法、和其他書不同的是，加上筆者所親自看，來分析

為: 鄭欣然 （2004） 的〈自遊自在說泰語〉，本書目的為旅遊隨身書，初

學及自修在最短時間快速學習，能立刻說泰語，所以本書全部以生活化的內

容為主。從子音發音開始介紹，精選情境會話和必備精華單字、使用句子，

加強學習效果搭配本書 CD，協助學習者掌握實際發音技巧，加強聽說能力。

本書也整理「TRAVEL TIPS」收集泰國購物、觀光、飲食、風土人情，讓讀

者了解泰國文化與認知、對泰國有初步趣味性。這點筆者認為很好的，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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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11 〈自遊自在說泰語〉的封面 

圖 二-12 〈自遊自在說泰語〉的泰語子音、母音介紹 

（資料來源: 鄭欣然（2004）自遊自在說泰語。臺北:三思堂。頁 13，頁 16。） 

臺灣人對於泰國的認知是停在泰國落後、人皮膚好黑、外勞，不好的刻板印

象，時代已經不同，泰國進步很多，飲食特別。本書使用中文字拼音泰語的

發音唸法，這教學法的方式優點在於看懂中文字就會說泰語，很輕鬆開口說，

沒有壓力、說得流利，缺點在如果聲調不把握好、字發不清楚，也同樣跟〈實

用泰語入門〉一樣泰國人聽不懂，中文的聲調雖然跟泰語差不多，但最難的

是泰語的四聲跟中文不同，還有彈舌音。有許多中文字一樣跟泰語同音，但

必須要很準確才有效。下圖是〈自遊自在說泰語〉本書。 

 

 

 

 

 

 

 

 

（資料來源: 鄭欣然（2004）自遊自在說泰語。臺北:三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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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13 〈自遊自在說泰語〉的會話與 TRAVEL TIPS 

（資料來源: 鄭欣然（2004）自遊自在說泰語。頁 20, 頁 39 。）  

圖 二-14 〈大家來學泰語〉子音與母音。 

（資料來源: 張君松（2004）大家來學泰語。臺北:統一出版社。封面，20頁，35頁。） 

 

 

 

 

 

 

 

 

 

 

 張君松 （ 2012 ） 的〈大家來學泰語〉，本書對像於初學的學習

者，內容於文法篇與會話篇，文發篇共有 10 課為:泰文數字、44 個聲母、韻

母與聲調、拼音法、韻母三組之發音規則（一）;（二） 、清尾音、濁尾音、

韻母簡化;變化與簡略、前引字;複合子音和特殊讀音。會話篇共有 12 從問

候語、「你電話號碼幾號?」問路等。本書的優點於由十位以上泰文教師，

將教學精華統一整理，聯合輯、兩位專業泰籍教師錄音和一位華語教師錄音，

泰語發音為純正泰國曼谷腔、提供豐富表格式圖解，缺點有一些單元看不懂

的中文解釋。筆者也是編輯其中之一。以下圖是〈大家來學泰語〉的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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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15 〈大家來學泰語〉子音與母音。 

（資料來源: 張君松（2004）大家來學泰語。臺北:統一出版社。139 頁、137

頁。） 

 

 

 

 

 

 

 

 精緻期（2013-2016年） 

精緻期除了作者自己努力之外，出版社也加入，並善用網路資源。現代

的泰語書改變許多，例如：有彩色紙、增加圖案、贈送等。黃則揚 （2015） 

的〈泰文字母聽．說．寫〉本書從完全不懂泰語的角度出發，使用羅馬拼音

和注音聲調，對照泰語發音，本書的練習法稱為「臺式學習法」，以華人的

思考方式、脈絡出發，由淺入深地來學習泰文的拼音方式。本書的教學法以

泰文字母的「中音」、「高音」、「低音」三類不同性質的字母為基礎，來

學習其發音及聲調高低。本書附光碟教學習者如何發音，像上課一般，有老

師在一旁教學提醒，搭配目的達泰語教室提供的 APP。本書的教法跟筆者累

積的經驗很接近，根據筆者的經驗，只要來上課了三個鐘頭，應該可以寫出

簡單的泰語單字，泰語的單字至少由子音和母音拼起來，就可以念出了例如: 

กา= ก + า ，ก  （子音）  +  า  （母音）  「กา 」中文的意思是「烏鴉」，有時

子音和母音拼起來不一定會有意思，但可以練習發音。以下圖是〈泰文字母

聽．說．寫〉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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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16 〈泰文字母聽·說·寫〉中子音與子母總結。 

（ 資料來源: 黃則揚（2515）泰文字母聽．說．寫。臺北:笛藤。7頁。） 

圖 二-17 〈泰文字母聽·說·寫〉中子音與子母總結。 

（ 資料來源: 黃則揚 （2015）泰文字母聽．說．寫。臺北:笛藤。47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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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18 〈泰文字母聽·說·寫〉封面與單元。 

（ 資料來源: 黃則揚（2015）。大家來學泰語。臺北:笛藤 。70-71頁） 

 

 

 

 

 

 

 

 

 

林侑毅（2016）〈我的第一課泰語課本〉 （原作者: 白知姈 ），本書

適合自學而設計，作為一般教學課程的課用教材，對於初學泰語的學習者，

可以利用本書安排適當的課程，循序漸進的引導邁向中級程度。本書分大三

的課程: 發音、基本會話、本文，使用羅馬拼音泰語的字母發音。發音篇解

釋子音總共 44 個、母音 32 個，聲調 5 種。其中子音又分為低子音、中子音、

高子音三種，透過許多詳細的表格圖解、書寫格，讓學習者練習寫熟悉泰國

文字。基本對話篇的課程是如何使用句子與人溝通的基本表達，這部分是未

來敢開口的重要關鍵。本文篇課程為生活實用主題，內有文法解說，例句不

同的字透過不同的套用達到熟悉文法的功效、對話排列為:泰文一行、英文

一行，另一頁用中文對話意思跟泰語同樣、文化說明等充實的精采內容。筆

者認為本書利用卡通圖片介紹今日的泰語；什麼是泰語？標準語與方言、泰

語的特徵，這種教法不錯的。以下圖展出〈我的第一課泰語課本〉本書。 

 

http://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6%9E%97%E4%BE%91%E6%AF%85/adv_auth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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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19 〈我的第一泰語課本〉封面與單元。 

（ 資料來源: 林侑毅（譯）（2016）我的第一課泰語課本（原作者:白知姈 ）。臺北:國際學村。

10 頁。） 

圖 二-20 〈我的第一泰語課本〉封面與單元。 

（ 資料來源: 林侑毅（譯）（2016）我的第一課泰語課本（原作者:白知姈 ）。臺北:

國際學村。頁 18，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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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21 〈我的第一泰語課本〉封面與單元。 

（ 資料來源: 林侑毅（譯）（2016）我的第一課泰語課本 （原作者:白知姈 ）。 

臺北:國際學村。頁 64，頁 65，頁 66。） 

 

 

 

 

 

 

 

朱玥霖、李俊才（ 2017 ）  〈自學泰語: 看完這本就能說!〉本書對

象是初學習者，共有五大篇課程為: 泰語發音、常用的文法和句型、常用的

單字、口語化的短句以及實用的日常會話。發音篇除了提供泰語老師發音嘴

型的圖片，還有泰語老師真人教學 DVD。讓學習者可以藉由 DVD教學影片觀

察泰語老師的嘴型並加以模仿，從中比對自己與泰語老師嘴型的差異，調整

自己的發音方式，附 MP3跟羅馬拼音的標記，學習者可以利用這些設計隨時

學習。本書使用羅馬拼音、漢字標音及英文拼音輔助記憶。加上筆順示範圖

及舉例單字記憶，很快就能學會，最後收錄的重點是將泰語拼讀、泰語特有

的「前引字」及聲調規則濃縮整理出來，幾頁就能看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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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22 〈自學泰語: 看完這本就能說!〉封面與母音。 

（ 資料來源: 朱玥霖、李俊才（ 2017 ）〈自學泰語: 看完這本就能說!〉。頁 19，頁

50。） 

文法和句型篇，整體架構為:先讓學習者了解泰語有哪些詞性，句子的

結構有哪些型態，再用最簡單的方式介紹，一看就能懂泰語文法，遇到泰國

人時便有能力用簡單的泰文與對方交流。單字篇收錄必備的單字例如: 國家

城市、家人與稱謂、身體部位、日常用品、數字、日期、時間、金錢、天氣、

水果、蔬菜、動物、交通工具、公共場所、職業、服飾、配件、顏色、傳統

文化界、臺灣地名特色等。口語化的短句篇，將發音、文法、單字結合起來，

讓學習者學習然後練習合成日常短句，本篇章裡的短句總共分為 26 類，基

本上表達自身情緒與意見時會用到的簡單句子都收錄在內。實用的日常會話

篇，單元裡總共提供 15 個類別的生活場景對話，每個類別都有 2 到 6 個不

等的情境，對話也從短句篇的一句衍生為一組三到四句的模擬生活會話。經

過發音課、文法課、單字課、句型課與會話課五大篇章，筆者的看法是現代

的泰語教科書越來越進步發展，能利用新的科技融合教法讓學習者可以自己

選學習泰語的方式。以下圖展出本書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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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23 〈自學泰語: 看完這本就能說!〉口語化的短句與實用的日常會話。 

（ 資料來源: 朱玥霖、李俊才（ 2017 ）〈自學泰語: 看完這本就能說!〉。頁 254，

頁 308，頁 309。） 

劉康定 （2017）  〈商業泰語〉，本書針對商業的泰語會話，以日常

生活商業常用，二十大類別商業會話單元: 自我介紹、宴會、匯款、應徵、 

泰國工業區、不動產、繳所得稅等設計。本書算是臺灣的第一本商業泰語會

話，使用泰文與中文，無羅馬拼音的標記，靠 MP3練聽力與朗讀。以下圖是

〈商業泰語〉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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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24 〈商業泰語會說〉封面與目錄單元。 

（ 資料來源: 劉康定（2017）。商業泰語會話。臺北:統一出版社。封面，目錄，頁 18-19。） 

 

 

 

 

 

 

 

以上的討論，是以教科書的出版情況來分析，根據出版、印刷、編排、

版型、單元安排及內容項目來分析。以下的討論，則會進一步，以教科書的

編寫思想，所包含的教學方法來分析。為了有更進步的討論，我們要對泰語

的基本結構加以分析，先提供泰語基本的基礎知識。 

 

 

第四節 泰語子音與母音 

此節泰語的來源談起，並針對泰語子音與母音。 

 

一、 泰國語 

泰文字是泰國人最驕傲之一，臺灣泰語教科書的泰語發音是泰國官方語

言，泰國人不論在那個分部都會聽得懂。泰語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日常通用

泰語，用在學校和社會;另外一種是高級泰語稱為坎拉恰沙普「ค าราชาศพัท」์，
使用在對國王、王室人員、省長、和尚與正式場合。（kham Racha Sap）泰

國的文字是藍甘亨國王從高棉文字修改而成，而高棉文字的來源於第六世紀

南印度的拔羅波（Pallava）文字及巴利文字，所以泰國文字改造過程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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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受到影響也保留一些拔羅波和梵文的用語，在泰國北部或稱呼臺北，也可

以說蘭納方言，一般泰北人叫坎蒙 「 ค  าเมือง  （ kham Muang）」使用的文字

類依孟族或緬族，甚至華語也會在北部聽到的，東北部使用方言叫伊山「ค า 

อีสาน  （ kham Esan ）」，伊山話與北部南部的放言很接近。南部的語言比較

有很多語言因為區邊是馬來西亞，所以有很多放言例如:馬來語、巴利語 

（Pali）、淡米爾語（Tamil）、梵語、高棉語、爪哇語、以及華語。（陳鴻

瑜，2015） 

泰語「ภาษาไทย （Thai） 」是泰國主體民眾使用的語言，分布在泰王國境

內大部分地區，是泰國的官方語言，泰語分為中部、北部、東北部和南部各

方言，其中中部、南部方言的使用者自稱為「Thai」，而北部放言的使用者

自稱為「 Tai」，不同方言中的不同的讀法。北部方言有研究者歸入「臺語

（Tai）」，東北方言的使用者稱呼「Lao」，實際上是老撾語的一個方言。

以上的方言的使用者都承認中部泰語的泰國的通用語。一般認為泰語屬於同

臺語族跟老撾語、傣語、撣語、阿含語（Ahom，印度阿薩姆地區已經消亡

的語言） 、裝語、布依語、侗語等系密切。至於個語言集團跟漢藏語系的

漢語有關係、還沒有學術界未取得一至一見。（裴曉睿與薄文澤，2017） 

以上的學者認為個不同的意見，筆者本生是泰國北部人，有一些意見不

同，高級泰語至使用在對國王或皇室，不會跟和尚使用，和尚有和尚的用語。

在東北部地區又有中文有譯為伊善或伊森地，筆者認為伊山話與北部的放言

最接近的，很容易懂跟南部的放言差多。北部除了蘭納方言之外還有多種少

數民族的語言，一般人稱呼山民人，甚至華語原國民黨軍隊或泰北習慣稱

93 師。 

 

二、 子音 

根據語言治瞭學家 James Shank（1984） 說過「Vowel are the carrier of 

voice consonants are the carrier of intelligibility 」（母音是嗓音的實現方式 而

子音是語言清晰度的慿依） 。一半的母音是嗓音的語音發出的，而子音在

語音的結構形態方面是母音的起首及結束時發音的修飾 ，不同的子音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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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母音組合時，會使母音的聲學效應產生變化，因此產生出不同的語音效果

來。子音的重要不會在母音之下，因為表意功能上子音與母音是缺一不可的，

兩個是互相協助的。世界上沒有只有子音沒有母音的語音，如果有的話，這

種語言大部分的語句都聽不見的，同樣世上也沒有只有母音而沒有子音的語

言 ，因為這種語音的發音也不合乎自然法則。在所有自然語言的音節形態

中以 CV 形態最為普遍（C 代表子音，V 代表母音。（謝國平，2015） 

根據 เริงชยั ทองหล่อ  （Rerngchai Thonglo），（2013）〈考試手冊泰語文法〉

子音是發出清楚的聲音，子音規則不能獨立發出聲音，必須有母音結合一起

才可以發音，在巴利語稱呼子音為「นิสิต （nisit）」意思是需要依靠母音才能

發音。 

根據 ก าชยั ทองหล่อ （ khamchai Thonglo ），（2004）〈หลกัภาษาไทย （泰語

文法）〉子音是母音與子音結合的聲音，發出音時可能有意思或沒有意思，

子音也可以說是標誌使用為拚合母音，用代替口說或記載說話不要讓它消失。

子音不能自己發出音，必須要與母音摻和才能發音，跟母音接合時母音可以

顯現形態或變化，同樣的泰語不能只寫子音沒有母音，除了那個母音從巴利

語和梵語臺語借用如: ฤ  ฤๅ  ฦ  ฦๅ 。 

根據筆者的教泰語的經驗，必須要解釋給初級的臺灣學習者了解關於泰

語子音的文字，子音表上會出現泰語文字 ก     ข     จ   等。但要念出  กอ   ขอ   

คอ    （gor、khor、jor） 因為母音是消失形式但要念時要加「or」所以發音

（ g+or ） =  gor 。 

 

三、 泰語子音 

泰國的子音文字共有 44 個字，有兩個字目前沒有使用了於「ฃ 、ฅ 」

在 44 個字裡面會依其發音的高低，分為三種類:中音子音、高音子音及低音

子音，但這些子音只有 21 個音，實用上有 42 個字，音為只有 21 個音，所

以重複的音因為這樣的原因泰語會有單字子音、發音單子、發音單子意思，

為了避免同音的衝突，會有單字不同的。像中文有「ㄅ 」爸爸、伯伯之類，

英文有 A= ant、B = bird，同樣泰語為: ก   （ Kor ）    ไก ่ （kai）   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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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เริงชยั ทองหล่อ  （Rerngchai Thonglo） 泰語子音器官部位分析為: 

(一)    從喉嚨的部位發音由: ก  ข  ฃ  ค  ฅ  ฆ  ง  ห  อ ฮ  

(二) 從硬腭的部位發音由:จ ฉ ช ซ ฌ ญ ย ศ。 

(三) 從齒齦的部位發音由:ฎ ฏ ฐ ฑ ฒ ณ ร ษ ฬ 

(四) 從牙齒的部位發音由:ด ต ถ ท ธ น ล ส 

(五) 從嘴唇的部位發音由:บ ป ผ ฝ พ ฟ ภ ม ว 
 

 

表 二-3 泰語子音器官部位分析表 

清音之泰語子音 濁音之泰語子音 

輕輕碰發

音部位 

用力碰發

音部位 

輕輕碰發

音部位 

用力碰發

音部位 

輕輕碰發

音部位 

發音部位 

ก ข ฃ ค ฅ ฆ ง 喉嚨 

จ ฉ ช ซ ฌ ญ 硬腭 

ฎ  ฏ ฐ ฑ ฒ ณ 齒齦 

ดต ถ ท ธ น 牙齒 

บ ป ผ ฝ พ ฟ ภ ม 嘴唇 

ศ  ย   硬腭 

ษ  ร   齒齦 

ส  ล   牙齒 

  ว   嘴唇 

 ห    喉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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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เริงชยั ทองหล่อ  （Rerngchai Thonglo） （2004）。 หลกัภาษาไทย （考試手冊泰語文

法） （頁 64）。กรุงเทพฯ（曼谷）:ไฮเอด็พบัลิชช่ิง （Hi-Ed Publishing） 

 

四、 泰語母音 

泰語母音共有 32 個音，分成兩種為:短的母音和長的母音，母音文字有

21 個字，實用上有 30 音。根據 เริงชยั ทองหล่อ  （Rerngchai Thonglo） 泰語母

音說法可分為:「真母音」、「雙音母音」、「特殊母音」;真母音分兩種為:

單發音部位真母音與複合發音部位真母音。 

（一）「真母音」是發出來的音，沒有其他的母音結合共有 18 個

音;「單發音部位真母音」為舌頭或嘴唇碰撞喉嚨、硬腭、嘴唇、齒齦

（牙齦的隆肉）以及牙齒一部位;這些母音為:อะ อา （ 發音位部是喉嚨，

讓氣碰喉嚨 ）、  อิ อี  （ 發音位部是硬腭，讓氣碰硬腭 ）、 อ ึอื   發音

位部齒齦或牙齒，讓氣碰齒齦或牙齒 ） 、 อ ุอ ู  （發音位部是嘴唇，

讓氣碰嘴唇 ） ，「複合發音部位真母音」為兩個發音器官部位同時

發出聲音，就是讓氣碰兩個發音位部為: 發音位部是喉嚨跟硬腭; เอะ  

（ อะ + อิ ） 、 เอ （ อา + อิ ） 、แอะ （ อะ + อี ） 、 แอ （ อา+ อี ）， 發音位部是

喉嚨跟齒齦或牙齒;  เออะ  （ อะ + อึ ）、 เออ  （ อา + อึ ），發音位部是喉嚨

跟嘴唇  โอะ  （ อะ + อุ ）、  โอ  （ อา + อุ ） 、 เอาะ  （ อะ + อู ） 、 ออ （ อา + อู ）  。 

（二）「雙音母音」是結合兩個真母音為: เอียะ  （ อิ+อะ ） 、  เอีย （ อี+

อา ）  เอือะ （ อึ + อะ ）、  เอือ （ อื+อา ） 、 อวัะ  （ อุ+อะ ）、  อวั （ อ+ูอา ） 。 

（三）「特殊母音」是重複音與真母音，但是有子音結合或拼一

起的為: ฤ   ฤๅ   ฦ   ฦๅ    （ 是重複音 reu reu:、leu leu:）， อ า  （ อะ + ม）     （um 

= a + m ）， ใอ  （ อะ+ ย ） 、 ไอ （อะ+ย）  （ ai= a + y ） ， เอา （ อะ+ว）  

（ a + w ）。以下圖是展出泰語母音。 

  ฬ   齒齦 

อ     喉嚨 

ฮ     喉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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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25 〈學說讀寫泰文〉泰語母音及發音。 

（ 資料來源: 馬麗純（2004）〈學說讀寫泰文〉頁 27-18。） 

 

 

五、 泰語聲調 

泰語有五個聲調，每個聲調都有名稱，在五個聲調裡面有四個符

號，因為泰語的第一個聲調沒有符號。泰語五個聲調名稱為：เสียง สามญั 

（siǎŋ- sǎ:mān）、 เสียงเอก （siǎŋ- à:k） 、 เสียงโท （siǎŋ-tʰo: ）、เสียงตรี  （siǎŋ-trī: ）、

เสียงจตัวา  （siǎŋ- jàt-tà -wā:）。泰語四個符號名稱為: 「  ่ 」 ไม้เอก （mái-à:k） 、 

「 ่」้ ไมโ้ท （mái- tʰo:） 、「  ่」 ไมต้รี  （mái- trī:） 、 「「  ๋  」 ไมจ้ตัวา （mái 

- jàt-tà -wā:） ，這些符號的位置是放在子音的上面，如果子音的上面

有母音的符號的話，聲調的符號就放在母音符號的上面 如:  ป้า   เด๋ียว   

ก่อน   จ๊ะ 。泰語的聲調平常會依照順序標示為第一至第五聲調，但有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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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受到子音的組別或前引字（如 ห）會改變聲調。以下是泰語聲調圖

和泰語的聲調如下: 

 

表 二-4 泰語聲調圖 

 

資料來源: 泰語聲調圖。取自: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B0%E8% 

AF%AD#%E6%B3%B0%E8%AF%AD%E8%81%B2%E8%AA%BF。檢索日期:2018年 8月 17日。 

 

表 二-5 泰語聲調 

No. 聲調 調值 泰語稱呼 
音

位 
標音 

泰 語

範例 
中文語意 

1 中音 33 

สามญั 

（第一聲 

或平調） 

/pāː/ [paː˧] ปา 扔  

2 低音 21 或 1 
เอก 

（第二調） 
/pàː/ 

[paː˧˩]

或 [paː˩] 
ป่า 林、 森林 

3 降音 41 โท（第三調） /pâː/ [paː˥˩] ป้า 
阿姨（父母親

的的姊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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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音 45 或 5 ตรี（第四調） /páː/ 
[paː˧˥]

或 [paː˥] 
ป๊า 

爸爸 （口語，

泰國華人） 

5 升音 
114 或 

14 
จตัวา（第五調） /pǎː/ 

[paː˩˩˦]

或 [paː˩˦] 
ป า 

爸爸 （口語，

泰國華人） 

 

資料來源: 泰語聲調圖。取自: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B0% 

E8%AF%AD#%E6%B3%B0%E8%AF%AD%E8%81%B2%E8%AA%BF。檢

索日期:2018 年 8 月 17 日。 

 

六、 泰語的句子與分析段落 

(一) 泰語句子 

根據根據 เริงชัย ทองหล อ  （Rerngchai Thonglo） 指出泰語的句子由詞或片語構

成，而且要按照時間、場所、人物。了解詞的來源與意義，書面語和口語的

使用區別，前後詞的規則，音標符號書寫於正確位置，方能完整表達要呈現

的意義。泰語句子基本為:主詞+動詞。泰語的書寫和講話的順序，基本語序

為: 「主詞+動詞」或「主詞─動詞─受詞」結構。泰語的語法沒有所有格、

人稱、數等詞型的變化，表達不同含義，只需加減不同的詞，或調整語序例

如，沒有主格賓格的變化，沒有單數複數變化，表示疑問就加上疑問詞，例

如：ฉนักินบะหม่ี 我吃麵。คุณกินบะหม่ี 你吃麵。ฉนัไม่กินบะหม่ี 我不吃麵。คุณกินบะหม่ีไหม

你吃麵嗎？。 

 

(二) 泰語句子段落 

泰語句子段落 泰語的句子沒有句號、逗號、頓號、問號，只有語句段

落，因此容易造成學泰語學習者不太懂得如何分段。 

事實上泰語也有段落分隔的，例如: 使用空格將語句分段，至於問號，

泰語另有代替名詞用以表示問號，所以無需再添加問號於句尾。例如: คุณกิน

บะหม่ีไหม 你吃麵嗎？ 「 ไหม」  等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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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泰國皇家學術辦公室公布之句子段落規則分兩段落為:大段落與小

段落。「大段落」是指完整語句書寫完畢即成段落。  

「小段落」使用空格分段，因小段落使用空格分段頻繁，常見的例子如

下:  

（1）在較長的完整句子裡面有連接詞可以使用段落，但如果較短的句

子有連接詞的話不要使用段落。如: 

1.使用段落者:ฉนัอยูบ่า้นคุณพอ่ท่ีเชียงใหม่  แต่พ่ีสาวอยูค่อนโดท่ีเธอเพ่ิงซ้ือมาใหม่ท่ีกรุงเทพฯ  

2.不使用段落者:ฉนัชอบมะม่วงแต่พ่ีชองเงาะ  

（2）泰國名字和姓名要使用段落如: ปาริชาติ  กาศโอสถ  

（3）皇家貴族的名字和爵位要使用段落如: 

สมเด็จพระเจา้บรมวงศเ์ธอ  กรมพระยาด ารงราชานุภาพ 

（4）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公司的名稱要使用段落 

如:ห้างหุ้นส่วนจ ากดั  เรนิตาโอสถ  

（5）地址、縣市、路段等。要使用段落如: แขวงบึงกุ่ม  เขตบางกะปิ กรุงเทพมหานคร   

（6）泰語和外語要段落如: ช่ือไมเ้ถาชนิด Smilax china  

（7）句子裡面有符號要使用段落如:วนัหน่ึง ๆ เขาท าอะไรบา้ง  

（8）句子裡面有「ไดแ้ก่ 」要使用前後段落如:  

 อาหารท่ีช่วยป้องกนัและตา้นทานโรค ไดแ้ก่ โปรตีน เกลือ   แร่ และวิตามิน  

（9）日期和時間要使用段落如:เปิดทุกวนัพฤหสับดี เวลา ๑๐.๐๐ น.  

（10）文字和數字要使用段落如: ท่ีบา้นเล้ียงสุนขั ๓๐ ตวั 

 

七、 泰語常見的標點符號 

泰語除了有調號之外，還可以看到標點符號，有可能是在子音的上面、 

詞彙的後面的等。標點符號會有意義的存在，以下是常見的泰語標點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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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6 常見的泰語標點符號 

 

資料來源: 泰語標點符號圖。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B0%E6%96 

%87%E5%AD%97。檢索日期:2018年 8月 17日。 

符號            名稱     含義 

泰語 例子 

 ๋์ ทณัฑฆาต  การันต ์ อาจาย ์ 無音符號 

 ๆ ไมย้มก อยากกินมากๆ 重句/重字/重複符號 

 ฯ ไปยาลนอ้ย พฤหสัฯ 略句符號 

ฯลฯ ไปยาลใหญ่ ในตลาดมี  ผกั ผลไม ้น ้ าตาล น ้าปลา ฯลฯ 略意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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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41.76%女性

53.3%

男性 女性

圖 三-1 泰語教師的男女比例 

第三章 泰語教師對臺灣學生之觀點 

 

第一節 泰語教師之背景 

泰語教師產生自從臺灣與泰國的外交關係，與各種各樣的產生接

觸，由於語言、貿易、光觀旅遊、工作、文化、政治、經濟等各方面

溝通的需求，因此衍生出此語言教師教角色。而目前在臺灣的東南亞

及新移民人士日益增加，還有新生混血兒的比率也越來越多，這些父

親或母親是東南亞國家的小孩也需要多學習父母的語言與文化，以便

能夠與家人或國外的親戚溝通。本節分為兩部分，首先，介紹泰語教

師在歷史沿革下角色形塑之過程，接著，介紹本研究在臺灣。 

 

 本研究教師個案之背景 

本研究所關注的泰語教師限制於在臺灣的教師。首先，本節詳細

介紹泰語教師之背景。研究對象主要有十二位，分別以個案 T1~T12 分

示之。並且詳列其性別、年齡、最高學歷、身分背景、工作年資。 

首先是泰語教師的性別比例，男 : 女 是 5 : 7。泰語教師的男

女比例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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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4
%

66.66%

碩士 學士

圖 三-2 泰語老師的學歷 

性別理論（gender theory）指人類可以分成兩種明確互補的男性

和女性，各個性別在生活上有一定的性別角色，有的學生喜歡男性老

師上課，有的喜歡女性上課，因此，我們也把研究對象的性別比例作

統計。 

 接著列出泰語老師的教育程度，教育程度在社會階層化

（social stratification）的理論當中，具備舉足輕重要性。所謂的

社會階層化是指一個社會中的人，接照某些標準，如財富、權力、職

業、聲望，被分格為各種不同的等級。社會階層化是一個劃分等級的

方法之一。而被分為不同等級的一群人，則稱為社會階層（social 

stratum）。因此教育也深深影響社會階層，所以本研究也關注受訪者

的教育程度。在研究對象中，具備學士資格者八位，碩士資格者 4位。

泰語老師的學歷如下圖所示。 

  

 

  

 

 

 

 

 

 

 

 

 

出去國外旅行、留學、或是婚姻才去另外一個家，每個人的本身

的優點是會聽說讀寫自己的母語，在泰國的華人也是相當多，除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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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0%
8.30%

16.70%

泰國具有華人血統

台灣人

純泰國人

圖 三-3 泰語老師的身分 

華語之外還會受到泰國的教育，因為本國人的特殊性，因此本研究也

將具有對象的身分做個紀綠。受訪者有泰國具華人血統有九位，純泰

國人有兩位，臺灣人有三位。泰語老師的身分如下圖所示。 

 

 

  

 

 

 

 

 

 

 

 

 

 

 

 

經驗是一種保證自己的品質，讓我們對自己的專業很有把握與自

信，每個老師經驗不同，當教學時老師也可以分享自己的經驗，同時

也鼓勵學生來自於自己的經驗、觀點、感覺來分享，然後用學生的經

驗引出相依處和入到課程當中。因為接觸到學生懂得學生需要什麼，

算是有了符合教學的畢業，不代表會教的好，而要有累積的經驗能有

更多的專業，在課堂上累積了會有一定的經驗，老師可以依據自己的

志向和能力選擇不同的專業進程。因此本研究也關注受訪者的教學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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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3%

41.67%

5年以下
5年以上

33.33%

50.00%

16.67%

39歲以下
40~49歲
50歲以上

圖 三-4 泰語教學經驗的年數 

圖 三-5 泰語教書的年齡 

驗的年數 ，在研究對象中，教泰語五年以上的泰語教師有五位，教泰

語五年以下的老師有七位。泰語教學經驗的年數如下圖所示。 

 

 

 

 

 

 

 

 

經驗的年數，本研究也關注受訪者的年齡，教師年齡的統計，三

十九歲以下有四位，四十至四十九歲有六位，五十歲以上有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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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筆者與泰語教師訪談時，提問為何來當泰語教師之因，發現泰

語教師大多是有機會出國留學而萬向泰語教師的道路、推廣泰語，有

的為了喜歡上泰語就踏入泰語教學的領域，有的是臺灣新住民為了新

南向的政策就成為泰語教師，各老師的答案相當有趣，因緣際會當泰

語教師，而教授臺灣學習者來學習泰語。筆者剛開始也是留學，後來

朋友介紹來當泰語教師，因筆者身在泰國也是老師，關於課程會有把

握的，當初決定教泰語時、只是為了想跟臺灣人交換語言、隨著教泰

語，可以分享語言、文化等，不知不覺就有十年的教學經驗了。 

 

 擔任泰語教師之動機 

本節探討在臺灣擔任泰語的教師，這些個案來擔任泰語教師各不同的動

機，甚至同一個人也有多種擔任泰語教師。本節裡面，筆者以十二位在臺灣

擔任泰語為個案，採質性研究，從訪談、關注家庭背景、個人專業，選出重

要部分了解擔任泰語教師的情形。以下分別為不同個案擔任泰語的動機。 

 

T1 老師說: 我來擔任泰語為了想讓臺灣人知道，來臺灣的泰國人不只是當

外勞而已，還有許多藍領、白領、就學、觀光客等。臺灣人的觀念還停在

五十年前對泰國有很多刻板影響，所以來當泰語老師為了想讓臺灣人慢慢

得了解泰國，推廣泰國文化讓臺灣更了解泰國，不再說泰國人阿! 怎麼黑、

很髒、等。 

 

T2 老師為泰國華僑，在泰國出生長大並長期在臺灣居住，熟悉泰語及華語，

具多年的泰語教學經驗，來任泰語教師是因為想讓喜歡泰國的人，或想要

去泰國玩，要學習泰語，想要周邊的我會講泰語，有機會就來當任泰語教

師，分享我所多年的泰語經驗，給大家以活潑有趣的方式讓學員學會正確

的泰語發音，也會讓自己不斷的學習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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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 我教泰語是為了介紹泰國歷史文化、語言等，然臺灣人了解泰國

的國家的歷史是怎麼來的，泰國文化跟臺灣文化有哪些跟泰國相同的、

有哪些不同的、跟學生互相交流，讓彼此互相認識更多。 

 

T4 我為什麼來教泰語阿!就因為我當臺灣泰國文化暨語言交流協會的

秘書長，所以就開始教泰語了。 

 

T5 我來臺灣是就學快四年了，中文也會講了，在國外留學必須有經費，

賺錢生活，剛好學校需要泰語老師，機會來了，就任泰語老師了。 

  

T6 我原本跟我先生來臺灣是留學的，後來我先生開始教泰語，我就

跟著他幫忙他，我就成為泰語教師了。 

       

T7 我是緬甸華僑，小時候住在泰國的邊界，後來移到臺灣到現在，

我對泰國文化很熟悉，後來去上了泰語課，我的老師說我可以當泰語

老師了，鼓勵我去開泰語課，我是 2014 年 11 月開始教泰文，剛開始

在網路上自己招生的，然後借場地就開始教泰語的。 

 

T8 老師是嫁來臺灣很多年了，有兩個兒子，現在孩子們都有工作了，

教泰語為了推廣泰國語言與文化，我之前有機會在臺灣很多地方檔翻

譯，當泰語的通譯等。 

  

T9 我在泰國主修是泰語，嫁到臺灣後剛好，臺灣有開泰語課，我 

就來當泰語教師了。 

  

T10 老師是嫁來臺灣很多年了，原本的工作是翻譯的，後來有機會就

來當泰語老師了。 

  

T11 剛開始我來臺灣留學，後來就在臺灣成家了，為了要賺一點生活

費，就開始開泰語課到現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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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2 我到臺灣那時候是留學的，大概四年多，然後我朋友介紹來教泰

語，從那時候就繼續教泰語了。 

 

總結以上的分析，目前在臺灣擔任泰語教師者，主要是以泰語為母語而

移居臺灣的人士為主，其中又以因為婚姻移民來臺灣的新住民數最多。臺灣

本地人土，經過泰語的學習後成為泰語老師，相當之下，數量就很少。希望

未來臺灣也可以培養本地教師豐富本地的泰語教學。 

 

第二節 教師對臺灣學生學習泰語之困難點 

本節以在臺灣泰語教師的訪談以及旁觀察，研究在臺灣泰語教師

對於臺灣學生學習泰語的困難點，這裡指的困難點是在泰灣泰語教師

的看法，並藉不同的角度分析，探討臺灣學生學習泰語之困難點有哪

些點。在本節中，筆者以十二位泰語教師的訪談為主，或從旁觀察上

課的情況、教學法與教科書，標示代號為個案 T1~T12。在質性訪談內

容中，本文為每一個個案基本特徴與表述下一個簡單標題。 

 

 泰語子音之困難發音 

泰語子音共有 21 個音為:賽音、鼻音、擦音、邊音、顫音、半母

音。筆者訪談泰語老師對於臺灣學生學習泰語之泰語聲母的困難，以

下是泰語老師的看法: 

 

T5 老師說，臺灣學生分不太出來「 ด /d/ 和 ต /t/」閉嘴音常常發不正確，

長音和短音有時候搞混，文法還好沒什麼大問題，個案 T3 同樣的說很明顯

的就是「ด  /d/ 和 ต /t/」的發音，臺灣學生很難發音的。 

 

T11 五年以上的經驗也同樣得說法加上「บ /b/、 ง /ŋ/」因為中文沒有「บ /b/」

這個音，學生會發成「 ป /p/，ป 的發音像注音符號的 「ㄅ」所以對臺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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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說比較困難，環境有泰文字幕很少，沒有時間學習或很多練習，「ง /ŋ/ 」

這個音更難因鼻音 T11 老師說她的學生一個禮拜只學一次，三個鐘頭，剛

學時會記得但過了一個禮拜就忘了。 

 

從上面的例子可發現，老師本身對臺灣學習者泰語子音為「 ด 和 ต 」
的發音。林謝檳的〈泰語字母發音入門〉提出子音發音說明「ด 和英語中的

「d」發同音，華語沒有此音」，「ต 不出氣，輕輕說「多」（無氣音）」。

廖宇夫（2008）的〈基礎泰語（1）〉說明在泰語語音簡介「ด 和 บ」是漢

語所沒有的，也提出發音方法「ด 舌尖輕輕頂住上顎中部形成阻礙，氣流從

舌尖和上齒齦間衝出形成此音，發音時聲帶振動，漢語拼中 d 與 o 相拼而

成的音」。筆者也認為英文的泰語拼音對照也造成學習者的困擾音為 「d」 

英文字母，大部分臺灣人看到時就會唸出「ㄉ」的音，但是泰語子音也有真

正發「ㄉ」跟漢語相同的，所以會造成臺灣學習者發音的誤解。 

 

T2 老師說「ร/r/」抖舌音、我跟學生講以開始不會抖就不要抖、不是所有的

泰國人講話都一直抖一直抖，泰國人也不會出生就會抖舌音、所以學習的

初級先不要去學抖舌音等你學了一段時間、有一定了音感的時候、再練習

不然反而會造成學生的困擾、另外一個部分就是泰國語常常有鼻音、跟喉

嚨音，這兩個音來講的話，臺灣人或中國人來講話的時候比較少用這個音，

所以對這樣的發音比較難一點，但透過一段時間的訓練，發音的訓練不斷

的順練，他們的音感越來越強，對自己的認識、他們的音感會慢慢、我的

學生一般 3-4 個月以上會有了音感出現的、有一些音不是解釋就會的，而

是透過不斷的練習 、不斷地提醒、練習提醒、練習提醒、糾正他們就慢慢

自然而然就會發那個音了、泰語有很多音，其實用中文解釋並不完全了解，

但要透過時間練習讓學生自己領悟出那個聲音，原來是這樣發出來的。 

 
T6 老師說:我的學生是會發 「ร /r /」變成「ล /l /」比方說: 「รถ /rot） 車 → 

ลด /lot/降低 」、「  เรียน /ria:n/學習 →เลียน /lia:n/ 模仿」，我會常常提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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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ร / r /」是壇舌的，「ล /l /」是跟中文一樣「ㄌ」，因為泰語如果說不

清楚，意思也會跟著變。 

 

กฤษณา สุภาพกัตร ์（Kritsana supapak），（ 2008 ）  於〈Reading Skill Exercises 

of Cluster Pronunciation For Foreigners〉指出不只是外籍泰國學生在唸泰語單

字時是也會發「ร/ r /」變成 「ล/l /」例如: 「รัก/rák/愛 →ลกั 偷/lák / 」、「รับ/ráb/ 

接 → ลบั/láb/秘密 」因為如果唸不清楚會誤解意思。 

以上老師列舉部分臺灣學習者中困難法的泰語 「ร/r/」的子音「ร/r/」

本身是顫音，從齒齦的部位發音，也是漢語中沒有這樣的音。雖然筆者在泰

國出生，也不是從小就會發的，也要慢慢練習，多練習發音才慢慢抖出來的。

臺灣學習者剛剛接處泰語時都會發生這樣的問題。 

 

T8 老師也告訴筆者說：我的學生會發 「ถ  /tʰ/ ถุง /thǔŋ/」的音變成海豚的

豚或是兒童的童，但通通都不對， 「ถ  /tʰ/」是發「ㄊ」沒錯，但 「  ถุง/thǔŋ/」

會有「u 」的短母音結合尾音「 ŋ」「ง  」 的鼻音。 

 

以上老師列舉部分是尾音有鼻音，臺灣學習者發音困難其中之一。

泰語的子音的型態會跟聲調有連結，所以泰語的子音會分高子音、中

子音、低子音，當你寫一個子音會有聲調管理在內比方說: 「ถ/ tʰ / 、  
ส/s/、  ข/kh/  」唸時會有泰語第五聲的聲調，跟中文比起來就是第二聲

的中文，所以唸成 「ㄊˊ ㄙˊ ㄎˊ」，以上個案老師提出還再加上

也短母音和「ŋ」鼻音的尾音，這樣的關鍵會造成發音困難的。 

 

 泰語子音之難寫 

泰國的文字有 44個的聲母，目前有兩個不使用了「ฃ 、ฅ / kʰ /」，

用「ข、ค / kʰ /」代替因為發音都一樣是「ㄎ」/ kʰ / ，根據筆者訪談

老師時，大部分老師說臺灣學生對泰國聲母很難寫就是聲母的頭會彎

來彎去「ฌ/ ʨʰ /、 ฒ/ tʰ /、 ห/h/」，有的會尾巴不知知道往哪裡「ญ/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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ฏ/t/、 ฎ/d/ 、ฐ/ tʰ /」，有些字長的像「บ/b/ ป/p/ 、 ผ/ pʰ / ฝ/f/、 พ/pʰ / 

ฟ /f/、ด/d/ ค/ kʰ / ต/t/」。 

 

T12 老師說我的學生常常寫   「ด  /d/ 」變成 「 ค / kʰ /」因為寫聲母的頭圈

圈的不對的方式，不對的寫法，泰文字從圈圈出發的，但臺灣學生常從尾

出發然後在傳到頭。 

 

T1 老師說臺灣學生不習慣一筆畫寫完，從頭到尾寫完然後再放手，因中文

字有一丿、一橫，我的學生寫 jɔː - jiŋ「  ญ / j /」的下面變成逗號「，」，

還有把  「ณ /n/ 」變成 「ฌ /ʨʰ /」因為第二個圈圈會往內跟往外不同。 

 

筆者跟 T3 老師談談臺灣學生常常寫那些泰文的聲母錯呢？ 

 
T3 老師說我的學生是寫「ผ / pʰ /」跟「พ / pʰ / 」、「ฝ/f/」跟「ฟ/f/ 」、

因為學生就寫字的頭往錯邊了，我都常跟學生提醒，提醒一次就記一次，

然後就忘了。 

 

T11 是一位臺灣的泰國媳婦跟筆者說我學生常搞混 「ร  /r / 」的子音 和「 โ- 

/ o: / 」的母音都寫錯，這也不能怪他們因為這兩個真的很像。 

 

以上是泰語教師提到的臺灣學習者對泰語子音之難寫。 

一般來講，泰語子音的寫法是按照從左邊到右邊的順序寫，從圓圓圈圈

的頭部位開始寫的，泰語子音為一只有 「ก/k/」沒有圓圓的頭部，「ผ/ pʰ /」

跟「พ / pʰ /」、「ฝ /f/」跟「ฟ /f/」因為字本身的形狀，而差別只在頭部圓

圓往外面和往裡面的，這部分老師一定會提醒學生，常常提醒讓學生關注這

點，因頭部位寫錯了就變成另外一個子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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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文母音之難發音 

泰文有 32 個韻母，可以分為長母音跟短母音，比方說「a」就是

短音，「a:」就是長音，當有兩個「:」在 a 的後面「a:」就得唸 「a」

長一點。長母音在發音時就是持續的時間拉長一點，發音的部位在口

腔中比較靠後部，短的母音發音時持續的時間比較短，發音的部位在

口腔中比較靠前部。泰語的母音的外表會有單母音跟雙母音結合，有

的泰語教科書會寫母音這樣「◌ะ、◌า」或 「อะ、อา」兩版都對以一版

會有「◌」代表是子音的位置，第二版是因為泰語的母音大部分不會單

獨寫一定會有子音配上，所以每個母音會加「อ」代替子音，當要拼字

時，會把「อ」刪除掉然後寫上那個字使用的字音例如: 「อะ→กะ  ทะ 、
อา → ทา  ยา  」。以下是泰語老師對臺灣學習者的看法: 

 

T7 老師說我的學生會發複合母音比較不會發，例如: 「เอือะ  、เอือ 、เอาะ 」、

因為中文沒有這樣的音，必須要常常練習法的，每一次上課時我會讓學生

練習唸練習發韻母的。 

 

T9 泰語系畢業老師也同樣說 「 เ–๋ยีะ、เ–๋ยี、เ–๋ือะ、เ–๋ือ、ฤ、ฤๅ」對臺灣學

生來說很難發音的，因從小沒有這樣的音，當我教學生時會解釋給學生聽，

「เ–๋ือะ」是雙音母音由「 –๋ึ /ɯ /+–ะ / a /」的短音合起來的音，也有其他

的雙音韻母例如: 「เ–๋ยีะ 是 –๋ิ  /i / + –ะ /a/」 、 「เ–๋ยี 是 –๋ ี/ i: / + –า   / 

a: / 的長音合起來的」、「  –๋ัวะ 是  –ุ๋ / u /+  –ะ /a/ 的短音合為的」、 「–

๋ัว 由 –ู๋ / u :/ +–า   /a:/ 的長音的。 

 

T1 老師說他會用同樣的音比較讓學生可以想出那種感覺的音例如: 「เ–่ือะ」 

的音就像別打的聲音、「เ–อะ」的音就像吃飽飯打嗝的音，筆者覺得老師的

教法滿有效的，因為學生們就笑起來，也馬上會發了。 

因此「 ฤ   ฤๅ   ฦ   ฦๅ」這些母音是特殊的母音，是外來語的梵文，

泰語受到梵文的影響隨一會使用的，使用不多很少看到的。「เ๋ยีะ、เ๋ยี、  

เ๋ือะ、เ๋ือ」這些母音都是雙音的母音，但代表一個音，如果教師解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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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母音有哪些母音結合的，例如:「เอียะ  （ อิ+อะ ） 、  เอีย （ อี+อา ）  เอือะ （ อึ 

+ อะ ）、  เอือ （ อื+อา ） 、 อวัะ  （ อุ+อะ ）、  อวั （ อู+อา ） 。 是可以讓學習者有

更多的了解這些母音的來源是那些母音結合的，比較容易發音。 

 

 泰文韻母難寫 

泰文的母音會有固定的位置的，一般會有 （-） 的符號告訴我們說

這點是要放母音的例如說: เ –๋ ีย  → เสีย 、 เ – าะ  →   เคาะ 等。跟據筆者訪

談教泰語的老師們大部分都說臺灣學生不是很難寫，但會忘記怎麼寫，

或分不清楚到底寫在那邊。 

 

T10 老師說大部分她的學生常忘記的韻母時雙音韻母，例如: เยอะแยะ  / 
yɤ/-/yɛ/ 忘了要寫 –ะ  /a/  、เบาะ /bɔ /墊子 เบา /baw/ 輕輕，泰語理面如果忘

記加韻母或寫錯的聲調，意思就變不一樣了。 

 

T4 老師也同樣說她的學生也寫錯韻母意思就變了，原本他要寫「我看狗狗」

變成「我兇狗狗」因為泰語的看 「ดู / du:/」要寫韻母「 –ู๋ /u:/」放在「ด 」 

的下面 ，但他寫成 「–ุ๋ /u/」 的韻母就變成 「ดุ 」意思是「兇」。 

 

綜合上述而言，個案提出觀點對臺灣學習者學習泰語子音與母音的發音

困難點為: 「ง  、 น  、 ด 、 ต 、  บ 、 ป 、  ร 、 ล 、 ถ」與「 เอียะ、
เอีย、เอือะ、  เอือ、ฤ、ฤๅ」，泰語子音很難發音於鼻音、顫音，塞音，泰

語母音很難發音為雙目音。泰語很難寫的子音為相貌很相同，頭部往外面或

是往裡面例如: 「ผ 、พ 、ฝ 、ฟ 、ฌ、ณ、 ฒ、ฐ 、ฑ、ห」，泰

語母音很容易忘記為: 「 เอียะ、เอีย、เอือะ、  เอือ、เอาะ」。筆者認為因

為是初級班，才剛接觸泰語，所以會碰到發音困難和寫字很難，原因是不習

慣發音法和寫發，另外本母語沒有這樣的音，會使用時間比較多了解這些音

如何發音，者點教師是要多鼓勵學生，找有效的教學法讓學生學習泰語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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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母音有效果。語言是很有趣的東西，同樣也有很複雜的地方，把它當一個

遊戲或音樂慢慢欣償，學習動機也是很有影響的原因之一。 

 

第三節 泰語與中文之發音語學 

本節將延續上節在教師對臺灣學習者學習泰語之困難點，從訪談老師及

旁觀察對於臺灣學習者學習泰語初級遇到的難點，所以本節加上發音器官、

泰語之語音學、中文之語音學、中文子音與泰與子音比較、中文之母音與泰

語母音比較發音語音學。泰語發音語學，本節參考 กาญจนา นาคสกุล  （ Kanjana 

Naksakul） （1998）ระบบเสียงภาษาไทย（泰語語言學），中文的部分採用謝國平

（2015）發音器官圖、漢語子音表及國際音標（英語：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縮寫：IPA）的聲符圖，來分發音部位、發音方式及清音和濁音

標準劃分。本節選者兩位學者，因為都是使用國際音標作為漢語與泰語的標

準化標示方法，以及跟本研究相同的需求。除了採用國際音標，也提出泰國

皇家學術辦公室規則之泰語子音和母音羅馬拼音（1999）和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國語中心（主編） （1999）實用視聽華語 1 的漢語拼音（MPS），為了

可以協助很容易唸出發音及分析比較。 

發音器官表，為了提出發音的器官部位。泰語之語音學，表格分一為:

泰語之子音發音表，提出泰語子音、泰國羅馬拼音、國際音標、塞音的濁音

和清音、氣流方式、發音部位，二為:泰語母音表，泰語母音、泰國羅馬拼

音、國際音標，此表用三的標題為了在泰國有泰國羅馬拼音的規則，所以會

用英文字母跟國際音標不同，為了提供學習者了解泰語的才不要混亂當學習

泰語的發音時。中文之語音學表，使用 IPA 的子音和國語母音（漢語）以

發音部位。泰語與中文之子音比較表，分五個標題為:泰語子音、泰語羅馬

拼音、國際音標、注音符號、漢語拼音、國際音標，本節用五個標題為了兩

個語言都有自己使用拼音不同，所以教師和學習者因該了解，協助誤解學習

泰語。泰語與中文之母音比較發音語音學表，本節只限制提出泰語母音和中

文母音發音相同，其他的母音不在內，這樣才可以看出很明顯，其他就是不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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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6 發音器官 

（資料來源: 謝國平（2015）。語言學概論 （頁 70）。臺北市:三民） 

 發音器官 

根據謝國平（2015）指出發音器官主要系統屬呼吸及消化例如:肺、

喉嚨（包含聲帶）、舌頭、牙齒、口腔、喉腔及鼻腔。以下圖是主要

發音管的剖面圖。 

 

 

 

 

 

 

 

 泰語之語音學 

根據 กาญจนา นาคสกุล （ Kanjana Naksakul） （1998）指出泰語語音學由子

音、母音以及聲調如下: 

(一) 泰語之子音發音 

泰語之子音有 二十一個音分成 六類為: 

1. 塞音 （plosive）或塞爆音 （stop）有 十一個音，二十四個子

音: 

表 三-1 泰語之子音發音 

泰語子音 泰國羅

馬拼音 

國際音

標 

塞音 氣流方式 發音部位 

 บ   b b 濁音（發

音時聲帶

不送氣 雙唇 

 



第三章 泰語教師對臺灣學生之觀點 

101 

振動或有

聲） 

จ c ʨ 清音（發

音時帶不

振動或無

聲） 

不送氣 硬顎 

ฏ ด d d 濁音 送氣 舌尖 

齒齦到齒 

 

ก k k 清音 不送氣 軟顎 

ป p p 清音 不送氣 雙唇 

ฎ ต t t 清音 不送氣 上齒與齒

齦 

ฉ ช ฌ ch ʨʰ 清音 送氣 硬顎（舌尖

後顎齦前） 

ข ค ฆ kh kʰ 清音 送氣 軟顎 

ผ พ ภ ph pʰ 清音 送氣 雙唇 

ฐ ฑ ฒ ถ ท ธ th tʰ 清音 送氣 齒齦與齒 

อ o ʔ 清音 送氣 喉 

 

（參考來源:กาญจนา นาคสกุล （Kanjana Naksakul ） （1981）。ระบบเสียงภาษาไทย 泰語語音學

（頁 22）。กรุงเทพฯ 曼谷 :โรงพิมพจุ์ฬาลงกรณ์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 朱拉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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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鼻音（nasal）有三個音，四個子音 

表 三-2 泰語之子音發音 

泰語子音 泰語羅馬

拼音 

國際音標 塞音 發音部位 

 ม  m m 濁 雙唇 

ณ น n n 濁 齒到齒齦 

ง ng ŋ 濁 軟顎 

（資料來源:參考自 กาญจนา นาคสกุล （Kanjana Naksakul ） （1981）。ระบบเสียงภาษาไทย
泰語語音學（頁 22）。กรุงเทพฯ 曼谷 :โรงพิมพจุ์ฬาลงกรณ์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 朱拉大學出版社。） 

 

3. 邊音 （lateral）只有一個音位: 

表 三-3 泰語之子音發音 

泰語子音 泰語羅馬拼

音 

國際音標 塞音 發音部位 

 ล l l 濁 齒到齒齦 

資料來源:กาญจนา นาคสกุล （Kanjana Naksakul ） （1981）。ระบบเสียง  ภาษาไทย 泰語語音學（頁

22）。กรุงเทพฯ 曼谷 :โรงพิมพจุ์ฬาลงกรณ์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 朱拉大學出版社。 

 

4. 流音（liquid、 rolled） 只有一個音位: 

表 三-4 泰語之子音發音 

泰語子音 泰語羅馬拼音 國際音標 塞音 發音部位 

 ร r r 濁 齒到齒齦 

資料來源:กาญจนา นาคสกุล （Kanjana Naksakul ） （1981）。ระบบเสียงภาษาไทย 泰語語音學（頁

22）。กรุงเทพฯ 曼谷 :โรงพิมพจุ์ฬาลงกรณ์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 朱拉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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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擦音（fricative） 有三音位但有八個泰語子音: 

 表 三-5 泰語之子音發音 

泰語子音 泰國羅馬拼音 國際音標 塞音 發音部位 

 ฝ ฟ f f 清 齒到齒齦 

ซ ศ ษ ส s s 清 齒到齒齦 

ห ฮ h h 清 喉 

資料來源:กาญจนา นาคสกลุ （Kanjana Naksakul ） （1981）。ระบบเสียงภาษาไทย 泰語語音學（頁

22）。กรุงเทพฯ 曼谷 :โรงพิมพ์จฬุาลงกรณ์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 朱拉大學出版社。 

 

6. 介音（semi-vowel、glide）有兩個音位但有三個泰語子

音 

表 三-6 泰語之子音發音 

泰語子音 泰國羅馬拼音 國際音標 塞音 發音部位 

ญ ย j j 濁 硬顎 

ว w w 濁 雙唇 

資料來源:กาญจนา นาคสกุล （Kanjana Naksakul ） （1981）。ระบบเสียงภาษาไทย 泰語語音學 

（頁 22）。กรุงเทพฯ 曼谷 :โรงพิมพจุ์ฬาลงกรณ์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 朱拉大學出版社。 

 

(二) 泰語之母音 

泰語母音的寫法有很多例如: （一） อะ、เออะ，（二） –ะ、เ–อะ 本研究

使用是第二的寫法，因為可以看出原來的泰語母音，沒有使用「อ」代替子

音的位置，有些「อ」也是原來的泰語母音，本研究為了避免誤解所以採用

原來的泰語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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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泰語單音的短音母音有九個音位: 

表 三-7 泰語母音發音 

泰語母音 泰國羅馬拼音 國際音標 

อิ  a i 

เอะ i e 

แอะ ue ɛ 

อึ u ɯ 

เออะ e ɤ 

อะ ae a 

อุ u u 

โอะ o o 

เอาะ o ɔ 

資料來源:กาญจนา นาคสกุล （Kanjana Naksakul ） （1981）。ภาษาไทย 泰語語音學 ระบบเสียง  

（頁 32-65）。กรุงเทพฯ 曼谷 :โรงพิมพจุ์ฬาลงกรณ์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 朱拉大學出版社。 

 

2. 泰語長音之母音有九個音位: 

 表 三-8 泰語母音發音 

泰語母音 泰國羅馬拼音 國際音標 

อี i i: 

เอ e e: 

แอ ae ɛ: 

อือ ue ɯ: 

เออ oe 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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อา a a:  

อู u u:  

โอ o o:  

ออ o ɔ:  

 

資料來源:กาญจนา นาคสกุล （Kanjana Naksakul ） （1981）。ระบบเสียงภาษาไทย 泰語語音學 

（頁 32-65）。กรุงเทพฯ 曼谷 :โรงพิมพจุ์ฬาลงกรณ์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 朱拉大學出版社。 

 

3. 泰語雙音之母音有 3 音位為:  /ia/ 、/ɯa/、 /ua/ 每個音位有短

音和長音共有六個泰語雙音之母音: 

 

表 三-9 泰語雙母音 

泰語短

母音 

泰國羅

馬拼音 

國際音

標 

泰語長

母音 

泰國羅

馬拼音 

國際音

標 

เ–ยีะ ia ia เ–ีย ia i:a 

เ–อืะ uea ɯa เ–ือ uea ɯ:a 

–ัวะ ua ua –ัว ua u:a 

資料來源:กาญจนา นาคสกุล （Kanjana Naksakul ） （1981）。ภาษาไทย 泰語語音學 ระบบเสียง  

（頁 32-65）。กรุงเทพฯ 曼谷 :โรงพิมพจุ์ฬาลงกรณ์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 朱拉大學出版社。 

 

4. 少出現或少用的母音，使用於梵文有 4 母音但有 6 音位。 

表 三-10 少出現或少用的母音 

泰語短母

音 

泰國羅馬

拼音 

國際音標 泰語長母

音 

泰國羅馬

拼音 

國際音標 

ฤ rue/ri/roe rɯ / ri/rɤ: ฤๅ rue rɯ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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ฦ lue lɯ ฦๅ lue lɯː 

資料來源:กาญจนา นาคสกุล （Kanjana Naksakul ） （1981）。ระบบเสียงภาษาไทย 泰語語音學（頁

32-65）。กรุงเทพฯ 曼谷 :โรงพิมพจุ์ฬาลงกรณ์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 朱拉大學出版社。 

 

5. 特殊母音屬短母音有 4音位。 

表 三-11 特殊母音 

泰語短母音 泰國羅馬拼音 國際音標 

๋ า am am 

ใ– ai ai 

ไ– ai ai 

เ–า ao au 

資料來源:กาญจนา นาคสกุล （Kanjana Naksakul ） （1981）。ระบบเสียงภาษาไทย 泰語語音學（頁

32-65）。กรุงเทพฯ 曼谷 :โรงพิมพจุ์ฬาลงกรณ์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 朱拉大學出版社。 

 

(三) 泰語之聲調共有五個聲調，但有四個符號: 

表 三-12 泰語之子音聲調 

聲調符號 聲調名稱 音高 音高符號 

無符號 สามญั mid 無 

-๋่ ไมเ้อก low ˇ 

-๋้ ไมโ้ท falling ˋ 

-๋๊ ไมต้รี high ~ 

-  ๋  ไมจ้ตัวา rising ˊ 

參考來源:กาญจนา นาคสกลุ （Kanjana Naksakul ） （1981）。ระบบเสียงภาษาไทย 泰語語音學

（頁 22）。กรุงเทพฯ 曼谷 :โรงพิมพ์จฬุาลงกรณ์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 朱拉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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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泰語子音、母音及聲調，跟漢語類似，泰語初級該掌握正確的泰

語語音、語調和拼音規則，才能流利得說泰語，主要是子音、母音必須了解

發音的部位，剛開始還不會的話，沒關係的慢慢的練習，就會發音正確標準。 

 

 中文語音學 

根據謝國平（2015）語言學概念指出 IPA 的子音和國語母音（漢語）

以發音部位如下: 

  

 

（資料來源:謝國平 （2015）。語言學概論 （82 頁）。臺北市:三民。） 

圖 三-7 IPA 子音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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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8 國語子音 

 

 

 

 

 

 

 

 

 

(資料來源:謝國平 （2015）。語言學概論 （82 頁）。臺北市:三民。) 

 

(一) 中文聲調共有五個聲調，但有四個符號: 

表 三-13 中文之子音發音 

聲調符號 聲調名稱 單字 

– 第一聲 媽 

ˊ 第二聲 麻 

ˇ 第三聲 馬 

ˋ  第四聲 罵 

. 輕聲  

(資料來源:謝國平（2015）。語言學概論 （82 頁）。臺北市: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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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語子音與中文子音比較 

表 三-14 泰語子音和中文發音比較 

泰語子音 泰語羅

馬拼音 

國際音

標（IPA） 

注音符

號 

漢語拼

音（MPS） 

國際音

標（IPA） 

ก k k ㄍ g k 

ข ค ฆ kh kʰ ㄎ k kʰ 

ง ng ŋ - - - 

จ ch ʨ ㄘ c 

（i） 

tsʰɿ 

ฉ ช ณ ch ʨʰ ㄔ    ch 

（i） 

tʂʰʅ 

   ซ ศ ษ ส s s ㄙ s（i） sɿ 

ญ ย y j ㄐ j tɕ 

ฎ ด d d - d - 

ฏ ต t t ㄉ d t 

ฐ ฑ ท ธ ถ ฒ th tʰ ㄊ t tʰ 

ณ น n n ㄋ n n 

บ b b - - - 

ป p p ㄅ b p 

พ ผ ภ ph pʰ ㄆ p pʰ 

ฝ ฟ f f ㄈ f f 

ม m m ㄇ m m 

ร r r ㄖ   r 

（i） 

ʐ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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ล ฬ l l ㄌ   l l 

ว w w - - - 

อ o ʔ - - - 

ห ฮ h  ㄏ h x 

參考來源:กาญจนา นาคสกุล （Kanjana Naksakul ） （1981）。ระบบเสียงภาษาไทย 泰語語音

學（頁 22）。กรุงเทพฯ 曼谷 :โรงพิมพจุ์ฬาลงกรณ์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 朱拉大學出版社。謝國平（2015）。

語言學概論 （82頁）。臺北市:三民。 

 

以上可以看出很明顯是漢語的音沒有為: ง） ng）ŋ、ฎ ด） d ） d、บ） 

b） b、ว）w）w 以及 อ ） o）ʔ，接著來看國際音標泰語與漢語有同樣的音

為: k、kʰ、t、tʰ、n、pʰ、f、m、l。本表使用漢語拼音為了，有些泰語子音

發音時和漢語拼音同樣，雖然國際音標寫不同的英字母或同樣的國際音

標，但發音跟漢語相同比方說:  

「ก  k k ㄍ g k」、「ป p p ㄅ b p」 

這樣的情況也會造成學習者混亂，在臺灣的泰語教科書有些也使

用不同的寫法，因為每個學習者的語言學認知不同，甚至教師也搞不

清楚所以泰語教師應該研究這些不同的寫法，和解釋給臺灣學習者了

解。 

本表限制泰語母音和中文母音發音相同為主。 

表 三-15 泰語與中文之母音比較 

泰語母音 泰語羅馬

拼音 

國際音標

（IPA） 

注音符號 漢語拼音

（MPS） 

國際音標

（IPA） 

–ะ a a - - - 

–า a aː ㄚ a a 

– ิ i i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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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i: ㄧ i i 

– ึ ue ɯ - - - 

–อื ue ɯː - - - 

– ุ u u - - - 

– ู u uː ㄨ -u u 

เ–ะ e e - - - 

เ–  e e: - - - 

แ–ะ ae ɛ - - - 

แ– ae ɛ: - - - 

โ–ะ o o - - - 

โ–  o o: - - - 

เ–าะ o ɔ - - - 

–อ o ɔː ㄛ o ɔː 

เ–อะ oe ɤʔ - - - 

เ–อ oe ɤː ㄜ e ɤ 

เ–ียีะ ia ia - - - 

เ–ียี ia i:a ㄧㄚ -ia ia 

เ–ีือะ uea ɯa - - - 

เ–ีือ uea ɯa: - - - 

–วัะ ua ua - - - 

–วั  ua ua: ㄨㄛ -ua ua 

ี า am am - - - 

ใ– ai ai ㄞ ai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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ไ– ai ai ㄞ ai ai 

เ–า ao au ㄠ ao au 

ฤ rue rɯ - - - 

ฤๅ rue rɯː - - - 

ฦ lue lɯ - - - 

ฦๅ lue lɯː - - - 

資料來源:กาญจนา นาคสกุล （Kanjana Naksakul ） （1981）。ระบบเสียงภาษาไทย 泰語語音學（頁

22）。กรุงเทพฯ 曼谷 :โรงพิมพจุ์ฬาลงกรณ์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 朱拉大學出版社。謝國平（2015）。語言學概

論 （82 頁）。臺北市:三民。 

 

以上泰語與中文之母音比較的國際音表發音相同十個音為:  

「–า 與ㄚ」、「 –๋ ี與ㄧ 」、「–ู๋ 與ㄨ」、「–อ 與ㄛ」、「 เ–อ 與ㄜ」、

「เ–๋ยี 與ㄧㄚ」、「–๋ัว 與ㄨㄛ」、「ใ–與ㄞ」、「ไ–與ㄞ」、 

「เ–า 與ㄠ」。 

綜合分析，泰語子音和漢語子音相同一為:「發音氣流同樣」是有

送氣與不送氣;二為「發音方式」，漢語和泰語有同樣的鼻音;三為漢語

與泰語有「發音部位」相同於雙唇、舌尖央、舌尖以及舌根。 

漢語子音泰語有子音的發音二十一個音但漢語有二十三個音。漢

語子音沒有泰語的 /ง/ /ด/ /บ/ /ร/音，所以會造成初級的臺灣學習者很難發

音。同樣發注音符號的音，但用英文字母的拼音不同如:「ก 」泰語用

國際發音標和泰語羅馬拼音是「k」，中文的國際音標用「k」漢語拼音用 「g」，

當泰國人看到「ก」會發音跟注音符號的 「ㄍ」，但臺灣學生看到 「k」 會

發注音符號的「ㄎ」、「ด  ฎ」泰語國際音標用 「d」，但臺灣學生會發成

注音符號的 「ㄉ」。這樣的問題，會發生在臺灣學習者學泰語發音時，筆

者的學生也會發錯，因為看英文字母然後習慣用注音發音，因此這樣的原因

會讓學習者有困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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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臺灣學習者學習泰語之觀點 

在這一章我們主要論述的主題是臺灣學習者學習泰語的狀況。這裡所說

的臺灣學習者，主要是指平時生活在臺灣的臺灣本地人，不包含在臺灣生活

而具有泰國背景的人士。在這一章主要討論學習泰語的動機與困難點。學習

泰語的動機是指為何要來學泰語，各有自己的原因。筆者於工作環境中經常

接觸在臺灣的學習者學習泰語，根據筆者的經驗，臺灣學習者學習泰語的動

機比較多元，相對於臺灣學習者學習其他語言的動機，是有其特色。此外，

我們也在這章討論臺灣學習者學習泰語的困難點，要研究在臺灣的泰語教學，

困難點的掌握相當重要，因此在這一章裡頭分成三個小節做進一步探討。 

第一節將以在臺的臺灣學習者來上泰語課之動機與緣由做深入分析，臺

灣學習者對泰語的興趣有哪些因素，將以質性研究結果做一探討。第二節探

討研究在臺灣的臺灣學習者學泰語之困難點，主要的討論重點有三個，分別

是發音與寫字泰文之聲母、泰文韻母。第三節分析臺灣學習者學習泰語的優

勢在哪裡，泰語與中文有哪些很像或很接近，是否真的能夠協助臺灣學習者

學習泰語，本節將以實際個案探討之。 

 

第一節 臺灣學習者來學泰語的動機 

學習動機係指引起個體學習的活動，維持學習活動，並繼續使行為朝向

達成學習目標的一種心理歷程。因此，研究者認為學習動機是學習行為的最

根本、最重要的驅力。一個具有強烈學習動機的泰語學習者，可能比一個無

學習動機意願的泰語學習者，更能把泰語學好。 

本節探討在臺灣來學習泰語的臺灣學習者其學習動機，這些個案來學習

泰語各有不同的動機，其至同一個人也有多種學習動機。在本節裡面，筆者

以三十位臺灣學習者為個案，採質性研究，從課程堂觀察，訪談、關注家庭

背景、社會網路、個人興趣，選出重要部分了解學習泰語的動機情形。這三

十位臺灣學習者是由筆者任教的泰語班所挑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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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本節將三十位受訪者設定為個案 S1~ S30，以下為受訪者的基本

資料表。 

 

表 四-1 訪談學生基本資料 

編號 性別 受訪時的年齡 是否曾經去泰國過？ 訪談時學泰語多久？ 

S1 男 45 有 一年 

S2 男 30 有 六個月 

S3 男 43 沒有 九個月 

S4 男 35 有 一年 

S5 男 70 有 一年 

S6 男 30 有 五個月 

S7 男 49 有 三個月 

S8 男 73 有 六個月 

S9 男 54 有 八個月 

S10 男 51 有 一年 

S11 男 35 有 一年 

S12 男 32 有 兩個月 

S13 男 32 有 六個月 

S14 男 42 有 一年 

S15 男 34 有 一年 

S16 女 40 有 年 

S17 女 37 有 一年 

S18 女 38 有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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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9 女 32 有 四個月 

S20 女 69 有 六個月 

S21 女 35 沒有 六個月 

S22 女 35 有 六個月 

S23 女 54 有 一年 

S24 女 50 有 六個月 

S25 女 52 有 六個月 

S26 女 45 有 一年 

S27 女 30 有 一年 

S28 女 39 有 一年 

S29 女 41 有 一年 

S30 女 32 有 三個月 

（ 資料來源: 筆者自製） 

從這個年齡層的分布，可以看出來，這群學生是已經持續性在學習泰語

的臺灣學習者，是真的想學習泰語的學習者，然而年齡層多是在三十歲以上，

這表示泰語的學習對於臺灣學習者而言，是有一定的社會經歷人士為主，而

不是學生。這種情況與在同一個外語學習中心而言，與韓語的學習者就在很

大的差別。以下分別為不同個案的學習泰語動機： 

 

S1 學生受訪時為四十五歲，二十年前去過泰國然後一直想到泰國做生意，

去年有空所以就開始學泰語。 

 

S1 提到自己學泰語的原因:我剛開始學泰語是想到泰國做生意，我個人要求

自己是能看泰文，因為如果只會說然後看不懂泰文就還像沒念書的文盲，

不知道裡面內容寫什麼，或是有什麼新聞報，你會聽不一定會準確，當我

們還不懂泰文的時候很多音聽起來很接近的。（要加料學語言為了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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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個案 S1 的例子中，可以看到要去國外做生意是必須先學習那個國家

的語言，就可以說成功了一半。 

 

S14 是一位臺灣老闆想要去泰國開店所以來學泰文來聽他說明：剛開始只

想學會話，因為要跟泰國人講話，但這位老師開的是初級班的泰語，有包

含會話，所以我覺得就是還可以。 

 

S10 當時在泰國有開工廠，然後回臺處理事情，時間可以配合就來上泰文，

在泰國沒有上什麼課只看電視跟泰國勞工聽學而已，所以這次來上課就想

學泰文從基礎開始，以後退休了想移民到泰國去。 

 

筆者再問 S10 說去泰國開工廠真不容易，什麼原因讓你到泰國去開工

廠呢？ 

S10 說泰國不排華、BOI 會給我們優惠土地稅務、勞工充足、工資不高、

政治算穩定、土地的工廠取得很快、證件通過訊速的。 

 

S3 會來學泰文是為了工作有關係，他說在工作上會跟泰國客戶聯絡，雖然

英文可以通但如果他會說泰語的話更好。 

 
S30 是旅行社的小姐，常常出國含泰國，所以來學泰語是增加自己語言能

力，個案說她男朋友最喜歡泰國的芒果糯米的，每次去一天可以吃四到五

盤呢。 

 

以上的個案學習泰文的動機都是工作上。根據 Pintrich（1989）「工作

價值」是重要成分和目標，學生對於工作認知對他們有所用處，決定於他們

的課程，是否課程對他們有用處。Eccles （1983） 期望對於學業成就、工

作堅持、以及工作選擇有很大的影響力。同時 Bandura（1982）指出假如，

知覺自我效能對行為有不同的效果會影響活動的選擇，行為的動機也影響努

力的程度和工作持續力。自我效能判斷由四個部分為:「主動獲得」、「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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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性經驗」、「語言的說服」、「情緒的激動」因此，筆者認為行為動機是

自己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從事。 

S16 為什麼學泰語的原因是 2007 那年看到公視撥《出逃的公主》覺得劇情

和配樂以及拍攝出來畫質很好，男女主角演值高還有被劇情的風景吸引比

如:宮庭建築很漂亮，然後想找時間學泰語但都沒機會，後來換了新公司，

週末比較有空就來學泰語了，學了之後越來越喜歡泰國，記得 2013 年第一

次自助去泰國覺得泰國食物，風景，人都很親切所以每年去泰國感覺就像

回家鄉一樣，也常常去連續劇演裡面的方，才感覺到有趣味。 

 

S17 因為想去泰國旅遊，還有喜歡看泰國連續據跟泰國電影，就有動力開

始學泰語，個案說第一部看泰國連續劇是《人的價值》PONG 演的 2012

年。 看了那一部就繼續看到今天，從網路看的，原來是我媽媽在看，晚上

七點，臺灣的電視臺播的。後來我就看其他的部，到現在的。 

 

S18 年紀是三十六歲，碩士女士，她記得說 1998 年是第一次去泰國是跟團

去，那時候就是去曼谷跟芭塔雅。下面是個案 S18 來學泰文的動機明。曼

谷淹大水那一年是我第二次去泰國大概是 2012 年 10 月吧！那時候是研究

所畢業旅行的這算第二次自由行，回來的時候就有新聞曼谷演大水，去之

前也很擔心，但 1998 年是第一次跟團去泰國的，就是去曼谷跟芭塔雅，然

後第二次去都在曼谷玩自由行，可是很奇怪喔，玩回來不知道為什麼就突

然覺得很想念，很想念泰國，一直想到念泰國我就不知道是為什麼，後來

看泰國連續劇，第一次看是 KEN 跟 JENNY 演的《雇用女友》在 Pps 線上

看的，是大陸的臺灣沒有，那一部連續劇是在布拉格拍的，有一些在布拉

格拍的，主角都很漂亮，劇型也還 ok 的，就那樣開始看下去，隔年的 3 月

2013 年，郭小姐那時候她是我們的公司運動老師啊，有時候我們就聊聊，

問她我有點想學泰文，她說她也想學就一起來上課，後來她比較忙我就繼

續阿，算是朋友介紹來的。 

 

S21 漂亮有原住民血統的小姐，喜歡泰國男星 หนุ ม ศรราม （Num sornram），

講到喜歡的人眼睛就發亮了，個案說那位泰國明星真帥呀，不管右看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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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讓我的心動起來，真希望能夠去泰國然後有機會碰到他、用泰語跟他講

話哈哈。 

 

S16 、S17、S18、S21 都同樣的動機就是樂趣。根據 Keller（1983）認

為動機是指人們對經驗與目標的選擇及將為此所付出的努力程度。他並指出

四個動機決定要素：興趣、適切、期望、及結果。因為 S16 、S17、S18、

S21 的泰語學習者對泰國的連續劇或電影有興趣，然後造成想學習泰語的念

頭。 

S4 剛開始學泰語，因為很無聊，在救國團等朋友，看到有泰語開課，很好

奇就去報名，後來朋友去泰國工作，想說好吧!學泰語後就去找朋友玩，一

直到現在每年也去泰國玩，不論朋友在不在也以個人去走一走。 

 

S5 是一位銀髮族，因為女兒嫁到泰國，所以來學習泰語，去泰國時可以跟

泰國岳父那邊溝通，或當出去泰國走一走，就不用讓他女兒擔心，會迷路

等。 

 

S6 因為親戚有開泰國店，親戚的太太也是泰國人，想學泰語的原因，是因

為時的後會去幫忙照顧店，會碰到泰國籍勞工或是泰國人士等，想跟他們

互相交流，或是介紹店裡面有哪些泰國的產品。 

 

S7 是一位賣早餐的老闆，因為娶泰國籍的太太，所以來學習泰語，因為想

跟太太和泰國那邊的親戚溝通。 

 

S9 是一位中年人在臺灣，有交了泰國的朋友，才來學泰語也是為了想用泰

語跟泰國朋友溝通。 

 

S24 因為認識泰國朋友，也在泰國買了房子。所以來學泰語，她說因為泰

國房子對臺灣認來說便宜，設備也很好，曼谷交通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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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5 好幾年有去泰國玩，當時九天的行程，泰國華人朋友帶著玩、很充實

也很開心，留下很好的印象，所以時間配合就來上泰語課。 

 

S29 是一位很善良的女美容，在臺灣碰到泰國女人，就把她當乾妹，所以

為了跟乾妹相處來學泰語。 

 

以上的學習者學習泰文的動機都是家人的關係或朋友的關係，也就是說

以情感為動機。P.R.Pintrich （1989）與 W. J. Mckeachie et al.（1987）指出

學生學習歷程中的動機分三個主要「情感成分」是其中之一。因為他們由父

母親跟孩子之間的感情、家人親戚的感情、朋友之間的感情的動機，才來學

習泰語。 

S2 是一位公務人員，喜歡上泰國的文化、美食、海邊，常去泰國的海邊，

為了放輕鬆、脫離壓力等。每年一定會去泰國的。 

 

S8 很善良的女士，因有跟泰勞一起工作過，退休後試試看去泰國玩，就喜

歡上泰過了，泰國食物她都喜歡吃，有空時一定會安排時間去泰國玩。 

 

S13 很活潑的男演員，喜歡泰國的風景、食物、價格便宜又好吃，也曾經

在泰國當保護野動物的志工，有空時會去泰國玩。 

 

S14 曾經在泰國的芭達雅住過三年，也在泰國出家過，回臺灣後想念泰過

的日子，才來學泰文，因為他只會說不會寫、不會唸，所以想把泰語基礎

學好。 

S20 曾經在泰國擔任華語老師，回臺灣後不想忘記泰語，剛好有時間所以

來學泰語，因為在泰國時學生教她講泰語，但沒有教寫字。 

 

S21 公務人員，想去泰國玩所以來學泰文，因朋友去過然後告訴她，泰國

真好玩，東西價格便宜，吃的喝的很好吃，想自己體驗看看但先學好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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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3 喜歡泰國打算退休後，要去泰過住，因為覺得泰國對外國人的照顧很

好、泰國人心很善良。要先準備自己，把泰語學好，才不要到那後不要害

怕，所以來學泰語。  

 

S27 曾經去泰國當華語老師，還沒去之前在臺灣學習會話，回來時想深入

的寫泰文字所一來上泰語基礎班，在時泰國學生們也教她將泰文，個案說

學生們很認真學習中文，所以我也想跟他們一樣也要認真學泰文。 

 

S28 單純的很喜歡泰國旅遊，個案說最喜歡泰國水果就是山竹，海鮮類。

幾乎每年一定找一樣喜歡泰國朋友去泰國玩，去年有機會帶母親去泰國玩，

母親也喜歡泰國，所以她來學泰文的。 

 

以上的泰語學習者的動機是追求幸福與自我實現動機。Tough（1971）

指出在成人生命中，學習就是生活主要活動，安排自由環境下學習的。 

 

第二節 臺灣學習者學泰語之困難點 

本節將從質化訪談 （Qualitative Interviewing） 裡面探討臺灣學習者在

學習泰語中發音與寫字泰文之聲母、泰文韻母、對自己來說困難在哪裡？泰

文聲母與泰文韻母自己覺得發音不會與寫的時候有忘記了有哪些？男性、女

性有何異同，學習者的背景是否影響泰語學習之發音與寫字。 

本節裡面，筆者把焦點放於在臺灣的臺灣學習者，探討學習泰語之困難

點以泰語學習初級，以訪談與課程，生活觀察中分析與尋找教科書來抉擇。 

 

 名詞釋義 

為何選者「發音」、「泰語聲母」、「泰語韻母」之困難點，因為這三

者是對泰語基本學習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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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案訪談 

以下列出數個案例，可從其中看出臺灣學習者對泰語聲母、韻母、聲調

所提出的意見。筆者分兩組為子音與母音之發音和子音與母音之難寫，以下

所提出的意見。 

 

(一) 子音與母音之發音 

S1 說 :「 ร /r/」的音 發不來，我覺得是天生的像義大利文、法文都有彈舌

音，遺傳過來的。「ด /d/」 的音它在「ต/t/   跟 ล/l/」   的中間，韻母的

話是「เอือะ 跟 เอียะ 」泰語 「เพื่อน  朋友」「พ / pʰ / 」泰文的發音方法不

一樣「 朋友」 用中文唸法是「ㄆㄥˊ」的「 ㄥ」直接一起唸「朋」但如

果用泰語的唸法會拉長一點份開ㄥ 就沒有粘一起。 

 

S7 也是同樣的字就是「ร /r/」跟「 ด/d/」 個案說臺灣的舌頭太硬了，發不

清的發音。 

 

S28 個案說除了「ด / d / 跟 ต /t/」 之外還有 「ร /r/」教怎麼教我發，我還

是不行呀。 

 

S30 說我最發音不標準的是「ร /r/」了。彈舌音真很難，中文也沒有彈舌音，

所以對我來說很困擾喔。 

 

根據張君松（2012）的〈大家來學泰語〉的課本有特別解釋「ร  / r/」的

彈舌音為舌尖阻，發音時舌尖頂上齒根，讓氣流從舌尖通過，舌尖作連續振

動，「ด 和 ฎ 」指的是英文的「d」舌尖阻不送氣為堵賽音，發音的時候舌

尖頂上齒根口腔充滿賽氣，即猛把舌移下，使器流輕輕爆發而出，聲帶振動，

相似臺語中的「筷子」之音。 

 S18 對於子音跟韻母的說法是:「我覺得其實子音跟韻母有些音太多了不好

記，因我個人沒有刻意去背的。母音多遇到就滿滿記這樣子，調號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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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時間背，要不然會唸錯字。 

 

S13 個案提出子音讓他很難發音是「ง /ŋ /、น /n/、ณ /n/」這兩個音是一點鼻

音的，發音是要注意但他還沒怎麼會發。 

 

S5 說有很多音很接近比方說: 「/P/ㄆ」的音，蜂蜜 น ้าผึ้ง （nám-pʰéuŋ ）  跟 
เพ่ิงจะ（pʰ ɤːŋ-jà）、เพิ่ม   （pʰɤːm） 、เพื่อ （pʰɯâ:） 、 เพื่อน （pʰ ɯ:ân），

這些很多人不去注意的話就四個音都唸成一樣的，四個音不一樣，臺灣學

習者不懂泰文的人來聽的話，都一樣哈哈！就會誤會了。剛開始很難，老

師講時我非常認真上課錄音，我一有空就聽。寫字跟中文比不難，別人怎

麼看我不知道，我是覺得如果你要唸那個音你會寫你會認字的。 

 

S29 提出自己發音的困難為 「อึ、อือ」分不清楚 「อุ、อู」也分不清「เอือะ、

เอือ」 音很接近如果基礎明日學好的話對話也沒問題個案說要不斷的練習。 

 

S2 個案說他的子音發音錯的原因是子音長的很像，讓他發錯的音例如: ง   
ญ （ŋ 和 y）、 ณ  น、  ผ  ฟ 因他個人認為說發音很接近。 

 

S21 個案說 「ถ   ถุง  / tʰ /」的音我會但要跟韻母和尾音拼起來唸的話就難

了「 ถุง tʰǔŋ 」它的音不海豚的豚，也不是兒童的童它是在豚跟童之間，真

難呀。 

 

S26 個案說子音對她來說是「 บ ป 」一個是 ball 像英文 B 的音，一個是中

文「ㄅ」這些都是老師解釋給我，但我還不會唸的。 

 

S19 對韻母發音比較難時「เอาะ- ออ 、 ฤ   ฤๅ、ฦ   ฦๅ 」因他的發音差不多，

雖然老師跟我說 ฤ  ฤๅ  ฦ ฦๅ  不常見，但總有我也要會發這個音。 

 

 



第四章 臺灣學習者學習泰語之觀點 

123 

S27 個案說常常別老師糾正是 「อ า」發 am 要嘴巴合起來要不然會變成

「ㄢ」 ，「ม 」當尾音時也要嘴巴合起來比方說數字三中文的唸法是「 ㄙ

ㄢ 」但泰文三的唸法要把嘴巴合起來變成 「ㄙㄢ m 」，個案常常發這音

都不習慣把嘴巴合起來所以就別老師盯了好幾次。 

 

(二) 泰語子音與母音之習寫難點 

S30 說:寫字的方面是「ฎ ฏ ณ ฌ 」因它圈圈那個部分是往外往內都有常常往

錯邊的。 

 

S3 的困難寫子音為「ฒ ณ ฏ ฎ ฐ」這些子音個案說真的記不住，它的圈圈一

下往外，一下往內，哈哈！我的頭腦不好啦！。 

 

S16 個案提出對她來說泰語子音與韻母讓她記不住是「พ ผ、ฟ ฝ 」這些子

音長得太像了，只差在頭往外跟頭外內而已與 「เอือะ、 เอือ 、เออะ、เออ」

這些韻母除了很難發音之外，我個人就是會忘了寫 「อะ、ออ」。 

 

S15 說: 我最難寫的子音是「 ฐ  ฏ  ฎ 」因為它會拉到下面然後轉彎

上去，我比較不會轉上去，也沒常常練習，所以我還沒熟悉他們

這些子音。 

S20 個案告訴筆者說最讓她困擾是「ด ค 、ต ฅ」因為太像了，會搞錯、寫

錯的。韻母是「 ใ - 、ไ - 」它們的音都是發「ai」一樣但寫法不一樣，個

案說都寫錯的。 

 

S10 個案說他常常被老師糾正就是 「ร   โ  」一個子音「r ɔː」 一個是韻母

「 O:」 的音雖然發音不像但寫法很像，差在頭往外跟往內，還有老師跟

我說 โ  寫的時候要拉長上去的超過書寫格線的。 

 

S29 常常寫錯字就是「ข ช ซ」以為這些子音寫法差不多讓我搞混亂是不是

有尾巴，還是沒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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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學習者對泰語子音與泰語母音，自己覺得發音不會和寫的時候有

忘記了，子音和母音很難發音為:「ด / d / 跟 ต /t/」、「ร /r/」、「ง /ŋ /、น /n/、

ณ /n/」，母音為: 「อึ、อือ」、「อุ、อู」、「เอือะ、เอือ」。子音和母音

很難寫為: 「ฎ ฏ ณ ฌ 」、「ฒ ณ ฏ ฎ ฐ」、「ด ค 、ต ฅ」、「 ใ - 、ไ - 」、

「ร  โ  」。男性、女性沒有異同，學習者的背景有影響泰語學習之發音與寫

字，如果學習者會客家話、閩南話、臺灣原住民比較會發音。 

 

第三節 臺灣學習者學習泰語的優勢 

 基本語法一樣 

根據裴曉睿、薄文澤指出「泰語跟漢語一樣，屬於孤立語，詞語在組成

句子的時候沒有形態變化，主要靠詞序（ word order，ระเบียบของค า ）和虛詞

（ grammatical words ，ค าไม่แท ้） 作為語法意義的主要表達手段。」（裴曉

睿、薄文澤，《泰語語法》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年第 16 頁。換話

說泰文與中文，基本句子很相同，大部分都有三個部分就是主詞、動詞、受

詞，筆者做了表格泰-中句子（主詞+動詞+受詞 ）比較如下表 4-2: 

 

表 四-2 泰語基本文法 

對比 主詞 動詞 受詞 

泰文 ฉัน 

ʨʰǎn 

ดืม่ 

dɯːm 

ชา 

ʨʰā 

中文 我 喝 茶。 

泰文 คณุ 

kʰūn 

ไป 

pāi 

ไหน 

nǎi  

中文 你 去 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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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文 ผม 

pʰǒm 

ไป 

pāi 

ธนาคาร 

tʰá-nā-kʰān 

中文 我（男生） 去 銀行 

泰文 แม ่

mɛ: 

ท า 

tʰam 

เค็ก 

kʰêk 

中文 媽媽 做 蛋糕 

（資料來源: 筆者自製） 

 

從表格可以看出，泰-中的基本句子很相同，中文: 我喝茶、泰文 : ฉนัด่ืม 

ชา、中文: 你去哪?  泰文 :  คุณไปไหน、中文: 我去銀行，泰文 :ฉนัไปธนาคาร。

在日常生活的基本句型中，大部分中文與泰文的句子結構是一樣的。 

 

 泰語中文單字 

在泰國有許多來自中國，根據泰國的歷史從素可泰王朝時代就有中國人

了，當時中國人來泰國是來做生意、或是以移民等，中國人來時也帶來很多

食物、物品等，最早起來泰的中國人以潮州人為主，所以泰國的生活中和經

商泰文會聽到參照潮州話作為會引起泰文國人接收的中文外來詞大都是潮

州音。大部分是 潮州話。泰國皇家學術辦公室大辭典網頁版提出:借用泰語

的漢語詞彙由於潮州和中國福建人先於其他華人移居泰國，通常從潮州和中

國福建人而不是中國人那裡借用。借用的泰語中的中文詞彙與語言和文學有

關。在此筆者做出的表分類泰文的外來語如下: 

  

表 四-3 泰-中詞彙相同對比 

分類 泰文 國際音標 相同/接

近 

意思 

數字 ๓ sǎm 臺語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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๔ 

๖ 

๙ 

sì 

hòk 

kâo 

臺語 

臺語 

臺語 

四 

六 

九 

食物 โอเล้ียง 

โจ๊ก 

เตา้หู ้

ซาลาเปา 

ก วยเต๋ียว 

บ๊ะจ่าง 

ซีอ้ิว 

เฉาก๊วย 

บะหม่ี 

o:-li:áŋ 

ʨók 

taû-hû   

sa-la-bau 

kuǎ:i-tiǎ:w 

bá-ʨàŋ 

si:- âw 

ʨʰau-kuáj 

bà-mì 

潮州話 

中文 

潮州話 

潮州話 

潮州話 

閔納語 

潮州話 

潮州話 

潮州話 

烏涼（冰鎮黑咖啡） 

粥 

豆腐 

沙燒包 

粿條 

肉粽 

醬油 

草粿/仙草 

麵條 

家屬稱呼 อากง  

ก ง 

อาม่า 

อ้ี 

โก 

เจ ๊

หมวย 

ต๋ี 

เถา้แก่ 

ซินแส 

    ฮ่องเต ้

a:-koŋ  

kǒŋ 

a:-mâ   

yî    

ko: 

ʨé    

muǎ:i 

tǐ 

tʰâu-kɛ: 

sin-sɛ: 

hɔːŋ -tê: 

潮州話 

潮州話 

潮州話 

潮州話 

潮州話 

潮州話 

潮州話 

潮州話 

潮州話 

潮州話 

潮州話 

阿公 

爺爺 

奶奶 

阿姨 

哥哥 

姊姊 

妹妹 

弟弟 

老闆 

風水師或命理師 

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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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節日 วันแซยดิ 

วันเชง็เม็ง 

 

ปุ๋ น 

บู ้

ฮวงจุ๊ย 

 

ฮวงสุย้ 

 

แตะเอยี 

 

เฮง 

sɛ:-yít 

 ʨʰeŋ -meŋ 

 

bùn 

bû:    

hua:ŋ- ʨuí   

 

hua:ŋ-suî 

 

tè-i:a   

 

he:ŋ 

潮州話 

潮州話 

 

潮州話 

潮州話 

潮州話 

 

潮州話 

 

潮州話 

 

閩南語 

生日 

清明節 

 

文學 

武、武力 

風水 

 

埋地 

 

 

 

興、好運 

用品 เกา้อี ้

โต๊ะ 

อัง้โล ่-เตาไฟ 

kâu-î:    

tó     

Oŋ -lô 

潮州話 

閩南語 

潮州話 

椅子 

桌子 

風爐 

（資料來源: 參考泰國皇家學術辦公室（2018年 5月 5日）。榜單—ค าภาษาจีนในภาษาไทย（๑）

中文字在泰語裡面（一）。取自 http://www.royin.go.th/?knowledges=ค าภาษาจีนในภาษาไทย

（๑）在泰語裡面的中文字（一）。） 

 

 聲調接近 

泰語的聲調有五個聲調跟中文一樣，中文有五個聲調（含輕聲）， 泰

語也有五個聲調，而且有四個聲調發音時很接近，就是中文的第一聲、第二

聲、第三聲、第四聲跟泰文發音相同，只是有符號代表不同。廖宇夫（2008）

於〈基礎泰語〉在泰語聲調及寫法指出，泰語第一聲調略低於漢語中的陰平、

泰語第二聲調相當於漢語中的上聲、泰語第三聲調相當於漢語中的去聲、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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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第四聲調在漢語中沒的，但其實聲調是在第三聲調的基礎上再往上升的曲

折調，泰語第五聲調像漢語中的陽平聲。梁震牧（2014）於〈7天學會基礎

泰語〉分析指出漢語第一聲為高平調，相對泰語第一聲是發音平順，但音高

偏中間，所以是中平調，實際上兩個音是平順的，漢語發第一聲的高去發泰

語的一聲，泰國人可以理解的。漢語的第二聲基本上跟泰語的第五聲相同，

同樣漢語第四聲發泰語第三聲就可以了。漢語第三聲是低升調，先下再上升，

漢語的調值上是 214，而且泰語的第二聲調值是 21，就是降到 1後不再升上

了，所以算低平調，換話說漢語第三聲相於泰語的第二聲。泰語第四聲是漢

語中找不到聲調類比的音。根據筆者教學的經驗跟兩位編者的想法同樣的。

雖然泰語漢語的調值不同但很接近的。 

 

 中文的方言 

 

根據泰國皇家學術辦公室的泰語中的漢語單字的發音，可以看出中文的

方言，可以協助泰語發音，例如臺語，閩語，客家語，甚至臺灣原住民的方

言協助泰語發音即可，筆者的學生也來自臺灣原住民的，筆者有觀察到，臺

灣原住民的語言，有些跟泰語的音相同，會發有。 

 

綜合分析，泰語子音和漢語子音相同一為:「發音氣流同樣」是有送氣

與不送氣;二為「發音方式」，漢語和泰語有同樣的鼻音;三為漢語與泰語有

「發音部位」相同於雙唇、舌尖央、舌尖以及舌根;三為「本地語言通意」、

 可以使用臺語，閩語，客家語，臺灣原住民語協助泰語發音;四為「聲

調相同」、聲調有五個聲調一樣，中文有五個聲調， 泰文也是有五個聲調，

而且有四個聲調發音時很接近，就是中文的第一聲、第二聲、第三聲、第四

聲跟泰文發音相同，只是有符號代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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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語子音漢語子音得差異，分別是（一）、泰語有子音的發音二十一個

音但漢語有二十三個音。（二）、漢語子音沒有泰語的 /ง/ /ด/ /บ/ /ร/音，所以

會造成初級班的臺灣學習者很難發音。 

 

綜合以上的條件，臺灣人學習泰語，有些地方比較優勢，也有些地方比

較困難。總體來說，臺灣人要學泰語是有優勢的，從泰國境內有許多臺商泰

語學習得不錯也可以看出這個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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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適合臺灣學習者的教學法 

以下的教學方法，主要是有筆者在教學的過程中所累積出來的方

法。主要是適合臺灣本地人學習。臺灣本地的學生對於泰國文字的學

習感到特別的困難，以下的方法主要是融合字母的字型，編撰成故事，

方便同學記憶。 

 

第一節 子音教學法 

 字形分類與口訣 

   本節提供之教學實驗，乃是利用同樣長相的聲母加上文化故事的連

結使增加學習生字記憶。 

泰語的每一個聲母都有圖案生詞，因為泰語的聲母會有同音，但寫法不

一樣，由圖案聯想，當要發音時就會根據圖案的生詞唸出聲母的音節，就像

英文有 A- ant，B- bird 同樣泰語為 ก - ไก่ （gor-gai），gor 是聲母的音、gai 

這個詞的意思是雞，泰語的聲母有很多長相外表很像例如: ค  ศ บ  ป  因泰語的

聲母標準寫法是有頭、有尾巴的，頭指的是先轉圈圈然後再拉上去，泰語大

部分的寫法是一筆寫完，不會放手，不會分一撇（丿）、一橫像中文的逗點

（，）除非字有尾巴、下面的符號、中間的符號，泰語只有五個聲母有特殊

寫法，其他要按照一筆寫完的，有五個聲母，當寫時會有兩筆畫為: ญ  ฐ  ษ  ศ  ส

寫法。比如: 筆者泰語聲母的教法是把聲母區分表相，依據字的外表，然後

區分長相後加以運用文化故事，故事裡介紹泰國的文化或習俗，讓學生更深

入了解泰語，從泰語聲母同時也認識了泰國的文化，。這種依據長相教學，

筆者也參考好幾位在泰國的泰語老師有同樣的教法。例如: 納塔彭老師 

（ อ.ณฐัพล ผาลีพฒัน์  ） 、Little Genius Fb、塔娜潘女士（ Tanapan Anuntanuruk ）

的部落格網站。 

以下是筆者依據泰語長相類似之聲母區分稱為「字形分類教學實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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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1 字形分類 

編號 泰語子音 簡稱招呼 

1. ก ถ ญ ฌ ณ 雞袋女樹僧 

2. ข ฃ ซ ช 蛋瓶鍊象 

3. ง ด ต ฒ 蛇孩龜老 

4. ค ฅ ศ  牛人亭 

5. ท ห ฑ 軍箱魔后 

6. ภ ฎ ฏ 帆船冠棍 

7. บ ป ษ 葉魚隱士 

8. ย ผ ฝ 巨蜂蓋 

9. พ ฟ ฬ  奉牙風箏 

10. ว อ ฮ  戒甕貓頭鷹 

11. จ ฐ   盤塔 

12. ม ฆ  馬鐘 

13. น ฉ  鼠鈸 

14. ร ธ  船旗 

15. ล ส  猴虎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以上表 5-1 可以加上故事，四十四個泰語聲母有同樣長相的為十五組，

每一組最多有五個聲母，最少有兩個聲母，每一組可以編加上泰國文化的故

事，例如:第八組有 ย ผ ฝ （巨蜂蓋），故事為 「 泰國門神看到蜜蜂時，就

把蓋子打開把蜜蜂趕走。」然後解釋   ย   ยกัษ ์（ yor:-yák） ยกัษ ์（ yák） 泰

語的意思是巨人、阿修羅、阿須羅、阿索羅、阿蘇羅等等。在泰國你會看到

神們在廟前面。例如﹕玉佛寺、臥佛寺、或泰國機場泰國祂稱為警衛保護廟，

所以也叫他神門。泰國是一個佛教的國家所以會受到佛教的影響 ผ  ผ้ึง 

 



邁向融合文化泰語情境的初級泰語教學法：以臺灣學習者為主要對象 

 132 

（pʰǒr:-pʰɯŋ） ผ้ึง（ pʰɯŋ ） 意思是蜜蜂，ฝ ฝา （ fɔː-f ǎ ） ฝา （ fǎ）意思

是蓋子。以下是每一組的故事 : 

第一組的故事為 : : 「有雞肉放在袋子裡，那袋雞肉的主人是一位女

士，女士在樹下等小僧」，這位女士為了把那一袋雞肉當獻物品向小僧」獻

為齋僧。泰國文化說明:在泰國一大早會看到泰國人站在馬路旁，準備飯或

物品等著和尚，為了向和尚獻物品，也是佛教活動之一齋僧行善。泰國的長

輩會說，要早起像雞、像鳥，才有時間做事很多，在上的天氣也很好，在鄉

村裡早上都會聽到雞叫聲，所以把雞的單字放在第一個泰語的子音。 

第二組的故事為 : 「蛋在瓶子裡面不是被鐵鍊綁的那隻大象生的」，

泰國文化說明:大象是泰國的象徵，代表力量、榮譽、神聖和尊貴。古代史

將軍會騎大象打戰的。如果臺灣觀光客去泰國時，也可以體驗看看。 

第三組故事為 : 「一條蛇爬到小孩身邊，小孩嚇得跳到烏龜殼上，但

烏龜老了就走得慢。」。泰國文化說明:在泰國如果你夢到蛇，就代表你會

有喜事發生，單身的人會碰到意中人，但是長輩也會跟晚輩說﹕蛇有毒，千

萬要小心。 

第四組故事為 : 「水牛幫忙人耕田、翻土、剷平太累了就在涼亭休息!」，

早年的泰國，水牛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家畜，現在比較少了，每年大約於十月

份，在泰國的春武里府 （ Chonburi ） 會舉辦「水牛賽跑節」，泰國文化

說明:是泰國歷史非常悠久的活動慶典，農民為水牛們舉辦了一個活動，讓

水牛可以充分休息一天，活動內容為水牛賽跑，看看誰能在水牛的背上待得

最久。 

第五組故事為 : 「軍人看到古代箱子，他就打開箱子然後出現神話故

事的魔后」 。根據泰國法律，凡滿 21 歲的適齡男青年，包括變性人都要向

徵兵單位報到。所有適齡服役男青年將參加一次抽籤活動，抽中意味著當年

必須服役。  

第六組故事為 : 「帆船裡面有舞冠和刺棍。」泰國文化說明: 泰國傳

統舞蹈經常會跳舞者會戴上舞冠。舞冠有很多形狀，相當漂亮、優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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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組故事為 : 「你看！真的很奇怪，為何在葉子上有一條魚，原來

是隱修行者的魔法。」泰國文化說明:很多旅客喜歡到泰國按摩，如果要傳

統的泰式按摩的話就去臥佛寺，在泰國的臥佛寺裡面會看到隱修行者的雕像

在做瑜珈，一方面為運動，另一方面也是一種醫療方式之一，在拉馬三時代

共有八十招，但目前只有二十四招、二十五招。 

第八組故事為 : 「泰國門神看到蜜蜂時，就把蓋子打開把蜜蜂趕走」。

泰國文化說明:門神泰語的意思是巨人、阿修羅、阿須羅、阿索羅、阿蘇羅、

在泰國你會看到神們在廟前面例如玉佛寺、臥佛寺、或泰國機場時。泰國祂

稱為警衛保護廟，所以也叫他神門，泰國是一個佛教國家，所以會受到佛教

的影響。 

第九組故事為 : 「奉獻盤裡面有牙齒造型的風箏」，泰國每年會舉辦

風箏節，據泰國史書記載，大概在泰國素可泰王朝時期（1238 年-1438 年）

人們就有放風箏的習慣，後來阿育陀耶王朝時期（1350 年-1767 年）放風箏

更加盛行，連王子公主也加入到放風箏的行列裡。今日的曼谷王朝（1782

年至今），放風箏的活動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每年風箏節到來之際要在曼谷

大王宮旁邊的王家田廣場舉行隆重的放風箏比賽。屆時，人們帶著各式各樣

的風箏前來競技。中最精彩的表演是朱拉風箏鬥巴寶風箏，這是風箏賽中的

傳統項目。朱拉風箏的骨架由四根竹子製成，呈五角星形，約兩米高。巴寶

風箏比朱拉風箏要小，由兩根竹子作骨架，用比風箏主體寬七倍至十倍的白

布作尾巴，成為菱形長尾風箏。朱拉和巴寶兩種風箏風格不同，神態各異。

朱拉風箏高大威武，像一個英武的戰士；巴寶風箏婀娜多姿，如一個拖著長

長辮子的嫵媚少女。這兩種風箏可以說是泰國風箏的代表。放風箏的人要有

高超的技藝。一般要訓練六七年，才能入場比賽。比賽時，朱拉和巴寶風箏

各為一隊，每隊放風箏的選手為兩至三人。由笛子、雙面鼓、圓鑼、木琴組

成的泰國民族樂隊為其伴奏。比賽開始，朱拉風箏和巴寶風箏各自使出渾身

解數，互相躲閃纏鬥，誘使對方陷入自己的圈套，展開一場別開生面的精彩

搏鬥。如果在搏鬥中一方使另一方失去平衡，翅膀折斷，尾巴扭斷或箏身破

裂，就算獲勝。這時樂隊就會為獲勝者奏起古典戲劇中表現戰爭的伴奏曲，

威武雄壯的樂曲與觀眾的歡呼聲響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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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組故事為 : 「有一條戒指快掉在盆子裡面，剛好貓頭鷹飛來就抓

到了。」泰國的貓頭鷹的叫聲是「戶戶戶」。 

第十一組故事為 : 「盤子在塔座上 」 泰國習慣用盤子盛飯，不習慣

用碗吃飯，碗是用來吃湯類的。泰國會有佛教日當和尚要念經給民眾聽時會

坐在塔墊上面念經的。泰國人習慣用盤子頓飯 

第十二組故事為 : 「因為馬跑太快了，撞到大種。」泰國是佛教的國

家，所以寺廟裡有掛一大鐘或小鐘，有的寺廟會一排鐘，讓來參拜的信眾敲

擊，敲鐘時也有意義的，跟據民間的的習俗就代表名聲越響亮，事業越來越

成功，接受的財富也越來越多。 

第十三組故事為 : 「有一隻老鼠喜歡打小鈸」，在泰國舞蹈與劇曲時，

也會用小鈸當伴奏和樂器合奏中很能起色彩作用。 

第十四組故事為 : 「那條船有泰國國旗」，泰國國旗有三個顏為紅色、

白色、藍色，白色代表人民與國家、白色代表宗教、藍色代表國王。 

第十五組故事為 :「猴子老虎誰尾巴長」猴子是面具使用於孔劇，孔劇

泰國傳統舞蹈文化的代表。在古代時，只有男性才能演出孔劇，並且只在王

宮內才有演出，但現代女性也可以演。舞蹈演員會戴上華麗的假面面具，面

具就是猴子的臉。 

 

 同音分組 

依據泰語子音同音區分，學習泰語子音，分為 21 音也是 21 組。 

 

表 五-2 同音分組 

編號 泰語子音 同音 

1. ก k 

2. ฆ ฅ ค ข ฃ  kh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B0%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8%9E%E8%B9%88


第五章 適合臺灣學習者的教學法 

135 

3. ง ŋ 

4. จ c 

5. ฉ ช ฌ ch 

6. ซ ศ ษ ส s 

7. ญ ย y 

8. ด ฎ d 

9. ต ฏ t 

10. ฐ ฒ ท ธ ถ th 

11. ณ น n 

12. บ b 

13. ป p 

14 พ ผ ภ ph 

15. ฝ ฟ f 

16. ม m 

17. ร r 

18. ล ฬ l 

19. ว w 

20. อ ʔ 

21. ห ฮ h 

（參考資料:取自泰國皇家學術辦公室規則

http://www.jdat.org/dentaljournal/sites/ 

default/files/，筆者整理。檢索日期: 2018 年 4 月 6 日）。 

筆者以同音，來教臺灣學習者，讓學生知道泰語子音有幾個同音，但不

一樣的字，這方法也加強記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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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1 畫圖泰語子音 

 

 用畫圖加上泰語子音 

筆者使用畫圖加上泰文聲母，加強學生的記憶力，例如畫圖第一個  ก 

（gor ） 是聲母 ไก่ （gai ） 是單字意思是雞，畫圖就把 ก （gor ） 的長

相結合雞的造型，讓學生有了好感，ก （gor ）就是雞的。以下圖是筆者自

製。 

 

 

 

 

 

 

 

 

 

 

 

 

（參考資料來源 : Ekka Studio-首頁 Facebook，瀏覽日期 : 2017/11/06 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ekkastudio/photos/a.208671472621510.1073741835.205665106255

48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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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泰語母音教學實驗 

 念單字記憶 

單字裡面會有母音出現，讓學生念母音加上單字，當學生念出單字就可

以分析，這單字有什麼母音存在，這樣的教法就不要死背母音，瞭解單字，

自然就會記母音的發音，也會知道單字的中文意思是什麼?比如說 : มะระ  

（mara）苦瓜 、ชา （cha）茶等。筆者的教法是，讓學生自己編故事，然後

分享給同學聽，這樣會讓學生互相交流，把不擅長編故事，當同學分享可能

會有了想法，以下是教法如下: 

表 五-3 念單字記憶1 

韻母 羅馬拼音 單字 單字羅馬拼音 單字意思 

–ะ a มะระ mara 苦瓜 

–า a: ชา Cha: 茶 

–๋ิ i กิน kin 吃 

–๋ ี i: ปี Pi: 年 

–๋ึ ue ถึง thueng 到 

–๋ือ ue: มือ mue: 手 

–ุ๋ u ดุ du 兇 

–ู๋ u: ปู Pu: 螃蟹 

เ–ะ e เตะ te 踢 

เ– e: เจ Je: 吃素 

แ–ะ ae และ lae 和 

แ– ae: แบ bae: 伸開手指 

                                              

1 本表根據泰國皇家學術辦公室規則使用泰語羅馬拼音母音，因為可以看出子音的位

置，看到這「–」代表子音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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โ–ะ o โตะ๊ to 桌子 

โ– o: โมโห moho 生氣 

เ–าะ or เกาะ kor 島 

–อ or: รอ ror: 等 

เ–๋ยีะ ia เจ๊ียะ chia 吃 

เ–๋ยี ia: เสีย sia: 壞 

เ–๋ือะ uea เอือะ uea 被打的聲音 

เ–๋ือ uea: เบ่ือ buea: 無聊 

–๋ัวะ ua ผวัะ phua 用手打的聲音 

–๋ัว ua: หวั hua: 頭 

–๋ า am จ า cham 記得 

ใ- ai ใจ chai 心 

ไ- ai ไป pai 去 

เ–า ao เมา mao 醉 

ฤ rue ฤดู rue-du 季節 

ฤๅ rue: ฤๅ rue: 不，非 

ฦ lue ฦ lue 梵語的字母 

ฦๅ lue: ฦๅชา lue:-cha 聲名遠場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故事記憶連結母音教學實驗 

根據筆者使用故事連接記母音，是由學生自己創造自己的故事，這些單

字都在課堂上學過或課本裡面有提到，然後把單子連在故事裡面會有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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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字裡會有子音與母音拚出來，在此筆者舉例故事一:「外公吃綠色苦瓜，

忘了叔叔等著踢球，時間過了後來叔叔打來，外公走到桌子接電話，大笑ㄜ

ㄜ說對了!，我忘了! 記憶力真差，為了補償，等一會兒買餅給你吃!」。 

泰語:「ตากินมะระสีเขียวเขม้ จนลืมวา่ ลุงรอเตะบอลอยู ่เวลาผา่นไปและแลว้ ลุงโทรมา ตา
เดินไปรับมือถือท่ีโตะ๊ หวัเราะ เอือะเอือะ เออ วะ่ อวัะ ลืมไป ความจ ามนัเลอะเลือน เด๋ียวซ้ือขนม
เป๊ียะไปให ้แกต้วัท่ีจ  าไม่ได」้ 

以下是筆者學生自編的故事: 

中文故事:「我很生氣的敲桌子，是因為吃到壞掉的餅覺得很噁心、吐

到喉嚨痛（噁聲 ）在無聊時，好想和 TIK 見面，然後，突然驚醒!還拍打自

己該醒了。要記得他已經是別人的老公了，就算再怎麼想他，也只能放在心

裡面，不能再見面了～」 

泰語:「โม โห ทุบ โตะ๊ เพราะ กิน ขนม เป๊ียะ เสีย เอือะ เจบ็ คอ เบ่ือ ไม่ เจอะ เจอ พี่ ต๊ิก ผวัะ 
ผวั เขา จ า ใจ ไม่ เอา」 

筆者學生的心得「老師的教學方法是運用學生感興趣的主題，編成一則

有情境動態的故事。因為這位學生正在關注泰國明星 TIK 的動態，所以老

師把子音和母音編成一則生動活潑的故事。如此一來，對學生而言，是一種

自然輕鬆的學習方法，在故事裡所教的單字和長、短韻母以及較難記的字母

和調號規則等等容易做區別。對學生而言，這是一項可以牢記而又不易忘記

的自然習得，因此，以上教學實驗得到學生成功的學習回饋，非常值得推廣

此教學方式。」 

中文故事: 「將要走來聽到笑聲，以為是鬼我忙得手沾到大便，全身很

髒到店裡並且在桌上很生氣的敲桌子等你，多年不見 拿餅丟到你頭上給你

吃，你吃下後發現餅是壞的，ㄜ的一聲吐出來,且臉色蒼白，最後我說一聲： 

記得要去放我們的東西。」 

泰語:「ก าลงัจะมา ไดย้นิเสียงหวัเราะ ฮิฮิ นึกวา่ผ ีเราก าลงัยุง่ๆอยู ่ดนัเอามือไปโดดอึเด็ก ตวั
เหมน็เลอะเทอะเขา้ร้านไป และก าลงัโมโหก็เคาะโตะ๊เพื่อรอเธอ คนก็เยอะ นานมากไม่เจอเธอ เอา
ขนมไปโดนเธอท่ีหวั เธอกินขนมแลว้พบวา่ขนมมนัเสีย เอือะอว้กออกมาหนา้ขาวเผอืก สุดทา้ย อยาก
บอกเธอวา่ จ  าใหดี้เอาของเราไปวางไวน้ะอยา่ลื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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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心得 「泰文學習對於臺灣的學生是困難記憶的。所以老師和學

生討論，要學生編寫出客製化自己專有的故事。老師非常的用心，告訴學生

每個泰文字可能的線索以及相關發音，讓我們自己編寫，然後再給老師檢討。

我編寫了一整個相關的故事，其中有幾個音節也是由老師糾正才能完成整個

故事。讓我自己能夠把泰文的字和自己的故事連結。非常感謝老師的用心，

能夠讓學生有機會把泰文以及臺灣相關的故事編輯成功，使我們記憶深刻。」 

以上是筆者的學生的心得，可以看出這教學法有幫助他們的記憶力，用

學生的故事來連結母音單子故事。 

 

 用簡單的歌曲 

應用簡單泰國的歌曲或繞口令讓臺灣學習者跟教師合作。泰語中的子音

會有很多動物的單字，例如:雞、水牛、蛇、大象、烏龜、猴子等，泰國的

兒童歌裡面都有動物歌曲，動物歌曲裡也會融合泰國文化在內，比方說「大

象」歌曲除了學到大象的身體泰語單字以外，還要加大象與泰國的重要性。

這樣的教法就會讓臺灣學生慢慢認識泰國的文化。 

 

 介紹泰語文化與學生合作活動 

筆者以泰國文化帶領語言學習，當教到去餐廳吃泰國菜的會話時，就讓

學生親自做簡單的泰國菜比方說:涼拌海鮮、涼拌木瓜、泰式奶茶、芒果糯

米等。有時候舉辦戶外教學，在臺灣有許多泰式料理，讓學生去品嘗在臺灣

的泰國菜口味，甚至讓學生試穿泰式服裝，才能讓臺灣學習者體驗與思索不

同文化觀的跨文化視角。下圖是筆者的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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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圖 五-2 涼拌海鮮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圖 五-3 泰式奶茶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圖 五-4 試穿泰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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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調教學法 

泰語有五個聲調，四個符號。根據本研究臺灣學習者學習泰語初級班聲

調的難點是在泰語的第四聲。筆者教法的方式使用中文歌詞比較泰語的第四

聲例如:使用「小城故事」主唱是鄧麗君前面那一段「小城故事多…」當唱

到「多」就唸泰國的第四聲，或是用漢語的二聲、但發音比原本高，尾音拉

高。筆者要學習者常常練習，鼓勵學生，沒有強迫一定會唸，要慢慢得練習。 

  會話教學法 

根據本研究的融合文化情境初級泰語教法，筆者特別在教會話的時候，

融合泰國文化為: 

語言與肢體動作配合，泰國人見面時會用雙手合十，然後說「你好」拇

指頭的位置方不同的位置表示對不同年齡或不同地位的，在路上碰到和尚不

能用一般人打招呼的，所以筆者會教臺灣學習者該怎麼做，這是一種基本禮

貌上。 

情境會話﹕以具體的情境、以表達的方式。比方說:對話「你叫什麼名

字? 」泰國人習慣不會將全名告訴人家，大部分都說出自己的小名

（Nickmane），在這個情況下，臺灣學習者，要明白、當你去泰國人的家

拜訪或是進去泰國朋友家時，泰國人會請你喝冰水的，不是茶，如果是喝茶

的人大部分是華僑的家庭，或是去時剛好他們在吃東西，他們就會立刻邀請

你一起吃。 

泰國語言對象的考慮，如果你碰到貴族該如何說、碰到和尚時要怎麼打

招呼、跟和尚打招呼跟一般人不一樣的，還要加上肢體動作，特別是女性不

能碰和尚的，在捷運除了博愛座以外會有和尚特定座位看到和尚要表示尊敬、

讓座、特別是女生，要讓路、不可以碰到和尚，女士們自動遠離和尚的，也

不能和和尚坐在同一張椅子上如;公車、 捷運上等。泰國方言有些地方，例

如:東北 佳績 分族 華人、泰國人、小數民族、宗教，在泰國會有這樣的情

境要注意的，筆者會在會話情境裡，特別說明，也讓臺灣學生出來表演，為

了讓學生練習會話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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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性別文化﹕泰國開放第三性別，臺灣觀光客去泰國時，會去看第三

性別的表演，要小心用語例如:人妖、不男不女等。在筆者教學上也會提到，

更何況有很多年輕人用語，有時從第三性別來的，筆者的高級班也會常常問

筆者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把握這樣的機會跟臺灣學習說明，讓學生更多了解

泰國的文化。 

以上是筆者的泰語教學法，由加強記憶和文化教學法，筆者提出在泰語

教學現場裡，對於教師與學生的建議，由於泰語教師在教課中自然體現自身

文化的價值觀。劉敏瑛（2008）於〈華語文教師跨文化課程經營之探討〉指

出同時透過對自己母語文化的認同來經營課室，教師必須應持公平，不卑不

亢的態度。文化課程需要時間慢慢融合的。邵佩欣（2011）於〈由外語學習

歷程與信念探討職前華語文教師之教學信念〉累積不同文化經驗、課程經驗、

教學策略，才能有足夠智慧在課堂裡引領學習者思索文化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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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在臺灣的泰語教學經驗為基礎，進行泰語教育的教學法研究，

主要是針對泰語初學者，從參與觀察、訪談臺灣學習者和在臺現任及曾任之

泰語教師學習與教導泰語的觀點、收集文獻分析臺灣泰語教課書之教學法與

發展、提出適合臺灣學習者的教學法之參考方向。本章分為研究結論與研究

建議，本研究根據第二章到第五章發現與結果，歸納出三個部分的結論為 : 

一 .臺灣泰語教學之歷史與發展 

二 .臺灣學習者學習動機及臺灣初級學習者對泰語子音與母音之發音

與書寫的困難點 

三 .提出研究建議對於臺灣泰語之發展及臺灣泰語的教學法。 

 

第一節 總結 

本節綜合回應本研究之四個研究問題: 

（一）臺灣有那些機構單位開辦泰語課? 

（二）臺灣泰語教科書與教學法的現況如何? 

（三）臺灣學習者學習泰語的動機有哪些? 

（四）臺灣初級學習者對泰語子音與母音之發音遭遇什麼樣的困難？ 

 

筆者根據第二章到第五章進行綜合歸納，分別如下: 

 

一、 在臺灣開辦泰語課的機構單位 

本研究採用調查文獻與參觀相關單位以及訪談學員及教師為 1957 年至

2016 年之資料。在此期間共有 14 個單位開辦泰語課。以兩部分來說，第一

部分是政府機關、大專院校，第二部分為非政府機關、私立補習班等。從

1957 年由中央廣播電臺開始廣播外語其中之一就是泰語直到今天，並於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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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內有簡單之泰語教學，讓臺灣老闆和泰籍移工互相學習，也讓泰籍移工感

覺到在臺灣工作時，並不孤單，有泰語發音之廣播節目陪伴他們。接著 1989

年臺北救國團青年服務中心開設了泰文課程。根據受訪者提到當時班次還很

少，目的是為了給社會人士有機會學習泰語，但是由於有開課最低人數限制，

所以開泰文課的情形不是很穩定。 

1995 年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開始成立泰語班，當時學生也

很少，後來人數才漸漸的增加。 

1996 年臺灣人士鄭海倫小姐創立「目的達」語言補習班，兼辦泰語課

程（當時主要教授的外語課程為英語課）。 

1998 年國立教育廣播電臺有聲資料庫，提供教泰語教學。 

2005 年有兩個教育單位開辦泰語課為;國立政治大學外國語言學院外文

中心開始成立「東南亞語言」課程包含了泰文。另外私立中原大學推廣教育

班也開始開辦泰語課。 

2006 年，中壢救國團、桃園救國團與高雄救國團也開始成立泰語班。 

2007 年國立臺灣大學設立東南亞語言所。 

2008 年也有三所開設東南亞語言所為:私立中原大學開設泰語課為第二

外語、國立高雄大學東南亞語文學系、私立文藻大學東南亞語言教學中心。 

2009 年私立淡江大學亞洲研究所，開設東南亞語言課。 

2011 年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應用外語學系開設泰語課。 

2016 年臺灣泰國文化暨語言推廣協會開設泰語課。 

2017 年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於是漸漸地在臺灣各地區增開泰語課程，

符合臺灣新南向政策未來的發展。 

 

二、 臺灣泰語教科書與教學法 

臺灣泰語教科書與教學法，可以分三階段為：第一階段為萌芽期、第二

階段為發展期及第三階段為精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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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萌芽期，為華僑投入製作，教科書內容分為泰語會話、觀光旅

遊、泰語單字、從日常基本對話，使用短句開始，內容排列很簡單，使用羅

馬拼音、注音符號寫出泰語的發音，搭配泰語會話錄音卡帶等。這種教法優

點是讓臺灣學習者很容易唸出泰語，缺點是發音不標準容易造成誤解。 

第二段發展期由專業人士投入製作，教科書內容比較正確完整，會解釋

發音的技巧或有註解讓學習者更了解泰語子音、母音及聲調的拼音規則，課

程會話分類比較精細，比方說之前會話較為廣泛如:買東西，但這一代分類

更為精細例如:用餐、點菜、買飲料等。書本裡面還有介紹泰國文化，風土

人情、觀光景點，讓臺灣學習者不只是學習泰語還要認識泰國的文化，彼此

互相認識了解，不再對泰國留存刻板印象。這段期間科技發達書本有彩色圖

案、搭配 CD，讓課本內容更加美觀豐富，提高學習者購買意願。 

第三階段精緻期，除了作者本身用心製作之外，出版社也加入出版推廣

的行列，並善用網路資源，以使泰語學習變得更加容易。例如: 7 天讓你速

成學泰語、1 秒開口說泰語、12 堂泰語課等。由於科技的發達，教學法結合

科技後，教科書內容色彩更豐富、圖案更漂亮、另外也結合 APP、線上教

學、及附贈泰語單字卡片等。 

課程單元切割為泰語子音、母音，比方說:第一課教 6 個泰語子音和 4

個母音、第二課再增加泰語子音和泰語母音，或第一課教泰語的中子音、第

二課教泰語的高子音，因為泰語共有 44 個子音、32 個母音，所以為了減少

學習者的壓力，就將子音和母音分段教學，這樣就可以降低學習泰語的困難

度了。 

 

三、 臺灣學習者學習泰語的動機 

Brown（1980）指出：外語的學習很少單獨靠工具性動機，大部分的情

境都是兩種動機的混合。張春興（教育心理學 2005）學習動機是指引起學

生學習活動，維持學習活動，並引導學習活動該往那個方向，趨向教師所設

定目標的心理歷程;定義是將學習動機置於達成學校教學目標的內在，才能

將學生與教師的教學相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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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研究個案，從不同的動機過程歸納以下幾點 ： 

(一)  為求知而學習。 

(二)  為個人成長而學習。 

(三)  對某物的喜好。 

(四)  工作和喜悅。 

這些是個案在不同情境下的自我選擇。 

 

四、 臺灣初級學習者對泰語子音與母音之發音遭遇到那些困難 

語音本體可以分為兩大類，母音（Vowel ）又可以稱元音本研究稱韻

母，及子音（consonant ）又稱輔音，漢語語音學則稱聲母。現在一般人更

習慣的說法是母音及子音。本研究發現臺灣學習者學習初級泰語之母音最難

發音者為 「ด   ฎ  ง  น  ณ  ร  บ  พ ผ  ฝ」；塞爆音「 ด   ฎ  /d/」臺灣學習

者誤唸成「ㄉ」、「บ」誤唸成 「ㄅ」、具有鼻音的「ง น ณ 」常常將「ง 」

誤發成「ㄋ」、另外「 พ  ผ 」這些泰語子音因為字形長得很像、發音也同

樣「ㄆ」，差別在發音成中文的第一聲和中文的第二聲，所以經常唸錯。泰

語母音最難書寫的是筆順結尾彎來彎去或筆順起始圓圈往外、往內的方向差

異，這些泰語母音為「 ฎ ฏ ณ ฌ ฒ ฐ 」、「ด ค 、ต ฅ，พ ผ、ฟ ฝ」。泰語母音對

臺灣學習者不易正確發音與書寫困難的部分為複合母音或發音極為接近者，

這些泰語母音為:「เ–๋ือะ、 เ–๋ือ，เ–๋ยีะ、เ–๋ยี」、 「–ุ๋、–ู๋， เ–อะ、 เ–อ」。 

 

五、 融合文化泰語教學法 

適合臺灣學習者的教學法，主要是由筆者教學的過程中所累積出來的教

學方法，臺灣本地的學生對於泰語子音和泰語母音學習時感覺到特別的困難，

所以筆者的教學法主要是融合字母的字型，編撰成故事，以加強學習者的記

憶。 

子音教學法為: 

      （一） 字形分類:利用泰語子音的字體形狀來分類，搭配故事以及

泰國文化，以增強學生的記憶力。例如: 泰語子音「ก  ถ  ญ  ฌ  ณ 」 口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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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為「雞袋女樹僧」。故事為: 「有雞肉放在袋子裡，那個雞肉袋子的主

人是一位女士，女士在樹下等小僧，為了把那一袋雞肉當供品布施給小僧」

（南傳佛教僧人可以吃葷）。泰國文化說明: 在泰國，於黎明時泰國人會備

妥飯菜或供品站在馬路旁等待，以將飯菜供品虔誠地布施給行經化緣的和尚，

齋僧行善是佛教重要例行活動之一。泰國的長輩會說，要早起像雞、像鳥，

才有時間做很多事，早上的天氣也很好，在鄉村裡早晨醒來都會聽到雞叫聲，

所以就把[雞]這個單字放在第一個泰語子音。 

（二）同音分組: 將泰語 44 個子音分組，分為 21 組發音。例如: 下列

泰語子音「ค ฅ ฆ ข ฃ」屬/ kʰ/ 的音即編列於同一組別。 

（三）以圖像結合泰語子音。 

 

泰語母音教學法也同樣分別如下: 

（一）單字母音念法，例如: มะระ）márá ）苦瓜、 กะปิ） kàpì）蝦醬，

單字裡面會有泰語母音出現，讓學生明顯看得出那個單字有泰語母音出現在

裡面，自然就會記得泰語母音的發音，也會知道單字的中文意思是什麼。 

（二） 故事記憶連結泰母音教學法，由學生自己創造自己的故事，然

後把單字連結在故事裡面，這些單字都是以課堂上學過或課本裡面有提到的

為主。除了以上的教學法本研究也運用動聽的泰國歌曲、學生 DIY 簡易的

泰國菜、穿著泰式服裝等等，讓臺灣學習者體驗與思索不同文化觀點或跨文

化的活動。 

聲調教學法:為鼓勵學習者，使用中文歌曲感受泰語的第四聲 

例如:使用「小城故事」第一句「小城故事多…」當唱到「多」就唸泰

語的第四聲，或是用漢語的二聲、但發音比原本高，尾音拉高。筆者要學習

者常常練習，鼓勵學生持續地練習才會熟練流利。 

融合文化情境初級泰語會話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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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語言與肢體動作配合例如:泰國人見面時會用雙手合十，然後說

「你好」大拇指放在不同高度的位置表示對不同年齡或不同地位的敬意差

異。 

（二）情境會話，以具體情境的表達方式。比方說:當你去泰國人的家

裡拜訪時，泰國人會端冰開水給你，而不是茶，如果是茶大部分是華僑的家

庭，或是拜訪時剛好他們正在食用餐點，他們就會立刻邀請你一起享用。 

（三） 泰語應答於社會階層與身份的差異:如果你見到皇室成員或貴族

應使用的措辭就與常人不同、遇到和尚時打招呼的方式也跟常人不同。 

（四）泰國性別文化，泰國對第三性別持以包容與尊重的立場，當臺灣

觀光客前往泰國時，若有機會碰到第三性別請以平常心及同理心相互尊重。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展望 

本研究試圖以在臺泰語教師與臺灣學生雙方面的觀點呈現，兩者在教學

與學習期間的效應現象，總結研究結論之後，了解到初級泰語的臺灣學習者，

對於學習泰語子音、母音之發音和書寫之困難點，相當有趣。 

以下於研究主題的受限與未來的研究方向，提出研究後的建議。 

 

一、 研究主題的限制 

首先是研究主題的限制，由於泰語子音與母音的發音範圍，在時空背景

的差異下，筆者之經驗與個案取材必然影響切入之觀點，本研究以在臺灣之

教師與學生個案觀點為主，主要探討在臺泰語課的學生學習泰語，延伸至教

學法與文化的關係，動機與學習的關係，性別與學習差異。 

事實上，從融合文化教學而延伸出的各個子題都可再做進一步的延伸探

討，但受限於研究時程，必然對其他子題有所疏漏，此為研究主題的限制。 

在研究場域與受訪者的限制方面，首先，由於此研究對象的選擇為嶄新

的嘗試，因此本研究場域相關資料與文獻的蒐集較為困難。筆者認為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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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泰語教師與臺灣學生融合文化教學相關研究領域資料相對欠缺，於是筆

者尋找其他領域資料引為借鏡，以補不足之處。 

 

 

二、 研究建議 

在研究過程中仍然有些許不足的地方，筆者提出幾點建議，以作為未來

研究參考。 

（一） 泰語子音、母音做好分類規劃 

學習泰語必須要學子音和母音，才能正確的發音，發音不清楚就會產生

意思的誤解，泰語教師該進行觀察以及教學研究，將要泰語子音、母音、聲

調歸類為泰語初級班的重點課程規劃好，思考如何讓臺灣學習者對學習子音、

母音的難度降低以學會正確發音和有效的提升書寫字母的學習，在教學上應

規劃好課程如:使用泰語和中文發音比對或是讓學生直接接觸或感受，培養

對泰語發音的靈敏度之類，在規劃實施的方式應能激發老師對於泰語的專業

以及提昇自己的教學能力。 

 

（二） 發揮臺-泰文化交流 

學習語言對文化也有相當程度的影響，應該思考如何將臺泰兩國文化互

相交融，把兩者的文化特色融入泰語課程，讓彼此互相交流，以使泰語學習

的成效更為良好。臺灣跟泰國關係非常密切，民間往來非常頻繁，所以要使

文化的了解當作基本的認識，而對泰語來講基本文化的了解是在語言學習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學習必須學習的內容，是最為重要的。 

由於筆者在臺泰兩國長期教學，得以了解兩地的文化，過程中獲得相當

豐富的經驗，為了日後將要教導泰語的人思考到，教導泰語時文化的了解與

傳遞極為重要，需謹慎將泰語教學與文化互相融合。 

泰語的外語學習:其實泰國透過外語學習他國文化的方式佔了非常重要

的因素，這跟你去學習西方語文不太一樣，例如學習德文通常是為了學習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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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技，學西班牙文，是因為使用西班牙文的國家為數眾多，但全球使用泰

文的國家只有一個，所以學習泰文就要同時學習泰國文化，才能達到最有效

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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