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系	

碩士論文	

	
	

商務華語教材中招聘與應聘

單元之教學研究	
	

A Study of Recruitment and Apply Unit in 
Business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  

	
	

指導教授：陳麗宇	 博士	

研究生：張瀞文	 撰	

中華民國一〇七年八月	

	

 



ii 
	

謝誌 

終於完成碩士學位論文撰寫的同時，我彷彿可以感覺到心中大石放下的瞬間，

一段漫漫的研究長路，得到的收穫與鼓勵比我預期的多得太多，要感謝的人多如

繁星，每一位都是我在研究所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溫暖支柱。 

首先，我想感謝我的指導教授陳麗宇教授，謝謝老師開啟我對於專業華語領

域的新視野，在我對於商務華語產生莫大興趣時，老師不吝給我許多專書論文作

為參考，也協助我訂定了研究的論文方向與題目，在我需要尋找訪談對象時，更

是用心地幫助我找到適合的訪談對象，謝謝老師總是 即時給予專業的反饋與提

醒，衷心感謝您。也要謝謝這次參與訪談的老師及外籍同學們，沒有你們，我無

法完成這次的論文，謝謝我的兩位口試委員，中原大學彭妮絲老師以及文藻外語

大學廖淑慧老師給我的反饋。再來，我想感謝我的父母，沒有他們的支持，我無

法心無旁騖的專心準備論文，不需擔心任何生活大小事，在我因論文寫作陷入低

潮、壓力太大時，總是包容我的負面情緒，給予我 大的鼓勵與溫柔。接著，我

想感謝我的研究所同學、學長姐及學妹們，謝謝你們作為我研究生涯的一抹彩虹，

能夠與你們認識相知真好，謝謝同為研究生的你們在我撰寫論文遇到寫作瓶頸時

的鼓勵，查找資料需要幫助時伸出援手，一起到國家圖書館互相督促論文寫作進

度的時光，因為有你們，我的研究生生涯過的豐富又多彩。 後，我想感謝我的

好友們，謝謝你們總是聽我抱怨、接受我的負面情緒，在我不願面對論文寫作時，

時不時的提醒我該好好完成論文寫作，並從旁鼓勵，要我相信我自己一定能做到。 

我還想謝謝我從進入研究所後遇見的每位老師，感謝您們對我曾經的教導，

讓我學習到了華語教學更深入的專業知識，讓我在面對教學設計時能有更鎮密

的安排與思量。 

後的 後我想謝謝我自己，謝謝你的堅持，謝謝你的努力！ 

 



iii 
	

商務華語教材中招聘與應聘

單元之教學研究	
中文摘要 

 
商務華語作為專業華語的一項分支發展至今已有一定的規模，學者的研究投

入、學習者的學習需求等等都可以在商務華語教材的蓬勃發展中看出端倪，然而，

外籍人士想要學習商務華語無非是想在與華人進行商務活動時，減少因為語言的

溝通和跨文化之間的文化理解歧異所發生的不愉快，但除卻商務活動的進行，現

今的商務華語教材大多是以伴隨日常交際及案例型的方式教學，雖能帶領學習者

快速進入華人社會的商務文化及活動，但卻少有教材針對外籍學習者想在華人地

區面試求職的訓練，因此，研究者就 2010 年至 2016 年間的商務華語教材中，挑

選內容具有招聘及應聘單元的教材分析，並訪談有在台或是在台籍公司工作經驗

之華語學習者與商務華語教師，歸納整理所需之教學活動，並實際教授外籍學生，

回收學生之教學回饋，以期能供日後教學招聘與應聘單元之教師及學習者參考。 

 

關鍵字：招聘、應聘、商務華語教材、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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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Recruitment and 
Apply Unit in Business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  
Abstract 

 
As a branch of Chinese for specific purposes, Business Chinese has developed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research input of scholars and the needs of learners can be seen in 

the flourishing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Chinese textbooks. However, foreigners want 

to learn business Chinese is nothing more than a desire to reduce the unpleasantness of 

language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misunderstanding when doing business with 

Chinese. Thus, most of today’s business Chinese textbooks are consist of daily 

communication. And case-based teaching, although it can lead learners to quickly 

emerge to the business culture and activities of Chinese community, but there are only 

few textbooks for foreign learners which offer content of job interviews in Chinese 

region. Therefore, researcher analysis the content includes job recruitments and 

application units from business Chinese textbooks 2010 to 2016. Moreover, researcher 

has interviewed Chinese teachers who have business experience in Taiwan or in 

Taiwanese companies to get the realistic requirements, also try to apply it into real 

teaching plans and activities. Researcher has collected students' feedbacks in order to 

provide materials for other teachers and students.  

 

Keywords: Recruitment, Application, Business Chinese textbooks, Teaching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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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者主題為整理現今商務華語教材中有關招聘應聘之單元教學，

並規劃出招聘應聘單元教學之重要性，以期寫出符合實際求職與外籍學生

的招聘應聘單元教學之內容，本章共分三節探討，依序為研究背景與動機、

研究目的與問題、名詞解釋，茲說明如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商務華語作為專業華語的一項分支發展至今已有一定的規模，學者的

研究投入、學習者的學習需求等等都可以在商務華語教材的蓬勃發展中看

出端倪，然而，外籍人士想要學習商務華語無非是想在與華人進行商務活

動時，減少因為語言的溝通和跨文化之間的文化理解歧異所發生的不愉快，

但除卻商務活動的進行，現今的商務華語教材大多是以伴隨日常交際及案

例型的方式教學，雖能帶領學習者快速進入華人社會的商務文化及活動，

但卻少有教材針對外籍學習者想在華人地區面試求職的訓練，因此，研究

者就 2010 年至 2016 年間的商務華語教材挑選內容具有招聘及應聘單元的

教材分析並訪談商務華語教師與業界專業人士，以期能為日後的商務華語

教學在招聘、應聘單元上提出幾項建議。 

 根據 2005 年的行政院社會指標統計年報顯示使用華語作為常用語言

的人口數已達八億八千五百萬人次，2011 年彭博社也指出華語已成為除了

英文以外 熱門的商務語言，於此，顯而易見的是中國的廣大經濟市場無

不吸引著大量的外資投入，為了取得進入中國等華人經濟市場，學習華語

也必然成為外籍人士的首要課題，因為有了中國強大的經濟實力做為後盾，

華語熱也成為全球的流行運動。 

 隨著中國廣大的商業市場大門大開，越來越多學習者投入華語學習，

作為與中國貿易協商的首要條件，即是與其擁有良好的互動，而良好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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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建立在瞭解其商業文化背景與正確的使用交際語言，因此，針對商業市

場的「商務華語」隨之興起。 

 為了滿足日益增加的商務華語學習者，在中國方面，2006 年起正式開

辦商務漢語考試(Business Chinese Test，簡稱 BCT)，是一國家級標準化考

試，其考試重點在於測驗學習者在商務有關的職業場合與社會交際中是否

能運用華語溝通的能力，而在 2014 及 2015 年漢辦更是推出更新版本的商

務漢語考試大綱，也足以顯現其對於商務華語發展的重視，更別說中國自

1987 年起成立的國家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國家漢辦)致力於推廣

華語教育，2015 年 12 月漢辦已在 134 個國家成立多個孔子學院更為落實

華語教育的推廣與傳播；台灣方面，自 1990 年出版了第一本商務華語的教

材《商業文選》，其後陸續也出版了幾本商務教材，但與中國相比仍是不

足，但在研究與學術方面，已有越來越多學者投入心力研究，學校教育方

面，自 1956 年起台灣師範大學成立第一所國語中心，至今全台大專院校已

有 52 所為外籍學生學習中文所建立之華語教學中心；近年來，台灣大學碩

士學程中開設了國際生商務華語課程，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也開辦了

商務華語文教學學程，均可見商務華語日漸受到重視。 

 從上述看出商務華語在華語教學領域中越趨上升的重要性，透過商務

華語課程，外籍學習者可以學習關於商務場合上所需要的詞彙、句型，甚

至文化點等。 

越來越多外籍人士選擇在大中華地區就業，學習一般生活華語之外，

商務華語的必要性也更加重要，在就業前必然遇到的求職問題，像是如何

知道公司的招聘信息和如何在應聘場合中有好的表現等等都將會是外籍

人士迫切需要知道的課題，在李育娟(2011)中提到商務華語學習者的需求

分析，對於求職前的準備，如：面談技巧及履歷自傳方面是學習者想要學

習的課題之一，但在目前的教材中卻是常被忽略的一塊。因此，本研究提

出商務華語教材中招聘及應聘單元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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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根據研究動機，本研究以中國及台灣等地在 2010 年至 2016 年之間十

八本商務教材中，選出其中含有招聘應聘單元之教材並進以分析其教學內

容編寫、教學活動等，歸納出現有商務教材之招聘應聘單元之教學，訪談

在華應聘之外籍人士、商務華語教師提出更為具體的招聘應聘教學內容，

於研究末寫出一課時之招聘應聘單元內容進行試教，收集整理外籍學習者

之教學回饋及並檢討改進。為達成研究目的並使探討之研究內容更加具體，

研究者提出以下研究待答問題： 

一、在招聘應聘方面，現今商務華語教材是否符合學習者之需求？ 

二、商務教材中招聘應聘單元之教學內容及活動是否均存在於教材中？ 

三、商務華語教師對於招聘應聘單元的教學建議為何？ 

 

第三節 名詞解釋 
本小節將針對本研究所涉及之名詞於本節提出定義及解釋。 

壹、 商務華語 

「商務華語」在中國大陸地區有「商務漢語」、「商業華語」、「經貿

漢語」等等稱法，台灣地區則採用「商務華語」、「商業華語」等稱法，

但本研究採「商務華語」一詞稱呼。 

本研究中對「商務華語」的定義為從專門用途英語延伸而來，作為一

專門用途漢語的一種，以華語作為訓練工具，學習者為與中國、台灣等華

人地區進行經濟商務活動的外籍人士與外籍學習者，訓練內容則是包含在

進行商務活動中有的各項商務知識、所遇到的各項文化差異等問題，與一

般生活華語的訓練內容，只是為了解決日常交際問題完全不同，是一專用

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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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招聘、應聘 

招聘一詞在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中的解釋為招攬聘請；應聘一

詞則為接受聘用。 

招聘、應聘均為求職者在找工作時需要接受之面談技巧，在BCT考試

中也分類為業務類，為一實際之應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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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商務華語教學 

壹、商務華語發展 

商務華語是「專門用途華語」(Chinese for specific purposes, CSP)的一項

分支，而其實際上是來源自「專業英語」或「專門用途英語」(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ESP)，起源於 20 世紀 60 年代後期。二戰之後，美國超越

列國崛起，英語也成為世界各國普遍使用的交流語言，而在這樣的過程中，

人們學習英語的目的也由單一性向多樣性發展，而專門用途英語也應運而

生。學習者根據不同的學習目的，有特定的內容和特殊的目的性，應用於

不同領域中的有針對性的語言(劉巍，2010)。 

就 Hutchinson 和 Waters 在 1987 年的《專門用途英語》一書中將專門

用途英語做了詳細的梳理，其認為專門用途英語屬於語言教學領域的分支，

且是一種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語言教學方式，雖然有其特殊的語言特性，但

並不存在某種特殊的語言種類，在內容上與普通英語不同，不過作為交際

工具及教學原則上的共性大於特殊性。(劉巍，2010；巖世紀，2012) 

謝文彬(2011)研究中提到英語長久以來已成為國際溝通上的重要媒介，

許多英語教材也專門為了某些特定的職業目的的應與學習者編寫特定的

學習教材，而這經年累月下來則形成了所謂的 ESP 理論。 

20 世紀 80 年代初，對外華語教學界即受到專門用途英語教學的啟發，

試圖在漢語預備教育和漢語進修教育中心開辦經貿漢語、理工漢語、中醫

漢語等不同模式的專門用途語言教學。而此背景下，《外貿洽談 500 句》

一書的出現也開啟了商務專門用途華語教學（張黎，2006）。 

鄭雅文(2014)研究中整理何蓓蓓(2006)季瑾(2007)及姜國權(2009)等人

所指出的商務華語特色在於商業活動是以語言為媒介之交際行為，因此，

商務華語主要的目的為交際，且商務華語的專業性很強，詞彙、句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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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結構有獨特之處，華語教師在教授商務華語這門學科時，教師自身也必

須有商務方面的專業知識為背景，才可帶給學生正確的商務華語教學。 

根據劉巍(2010)對於商務華語作為一門特殊的語言課程，認為課程定

位應有以下幾個原則： 

表 二-1: ESP 理論與商務漢語課程定位 

原則 內容 
需求性原則 1. 就 Hutchinson 和 Waters(1987)倡導的“以學習

為中心”教學思想，學習者的需求應成為課程定

為的決定性因素，對學習者的需求分析是課程定

為的前提和基礎。 

2. 作為專門用途語言教學的需求分析可分為目標

情景分析和學習需求分析。前者為分析學習者在

目標情景中所必須要做的事情，目的為分析學生

在目標情景中的交際狀況和學生應該達到的水

平，已確立學生的交際需要及其實現方式；後者為

分析為了學會某目標與學習者必須要做的一切。 

3. 根據社會環境的需求和變化及學生個性與特點

對商務華語課程進行準確定位，如此一來才能使

學生在相當程度上融合語言知識與專業知識。 

目標性原則 1. 既懂華語又了解商務專業知識的人才隨著中國

在世界經濟中地位的提升，顯得特別搶手。 

2. 對能同時掌握語言和專業的人才需求，對商務

華語課程的定位和教學提出了具體而明確的目

標。 

3. 商務華語課程定為及教學環節必須同時具有華

語、商務和基本文化知識人才培養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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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性原則 1. 商務華語課程定為必須建立在科學分析的基礎

上。 

2. 商務華語課程內含的條件如下： 

   (1)充分體現社會環境對人才的需求，遵循課程 

     本身的規律。 

   (2)充分考慮到教學資源的利用、教學過程中課 

     程設置、教學目標等客觀因素，以保證課程 

     定位的準確性與可行性。 

   (3)正確的反應商務華語課程在對外漢語課程 

     體系中自身的特點以及與其他課程之間的 

     內在聯繫。 

發展性原則 1. 隨著國際商務不斷發展和活動範圍日益擴大，

商務華語的內涵會變得越來越豐富，涉及的領域

將更廣泛，商務漢語的教學也必須隨之發生相應

變化，不斷調整，形成一種動態發展模式。 

（資料來源：劉巍(2010)，頁 171-172 ，〈ESP 理論與商務漢語課程定

位〉，表格為研究者修訂整理） 

 

中國大陸方面自 2006 年起開設商務漢語考試(Business Chinese Test，

簡稱 BCT)，2015 年漢辦已在 134 個國家成立多個孔子學院，更可以看出

其在發展商務華語教學方面的野心與規模，可知其由國家官方主導之下，

商務華語之發展必然日漸壯大；而台灣方面，就戴紅亮、楊書俊(2012)觀察

指出，台灣自 2003 年起也開始進入官方主導階段，台灣教育部接受世界華

語文教育協會的建議，成立了「國家對外華語文政策委員會」，鼓勵大學

設立華語文系所及華語中心（董鵬程，2007），實行到 2008 年政府採取了

一系列推動台灣華語文教學的重要措施，包含協助各大專院校華語中心的

設立、遴選優秀教師及研究生至海外教授華語文等等。 

 



8 
	

自 2013 年 5 月起，教育部更是推動「邁向華語文教育產業輸出大國八

年計畫」，預計實施時間自 2013 年至 2020 年，預計達成五項目標，如下

表： 

表 二-2：邁向華語文教育產業輸出大國八年計畫五大目標 

邁向華語文教育產業輸出大國八年計畫 

目標 推行行動方案 

整備推動組織，整合華語文資源之

組織網絡 

1.建立跨部會資源協調平臺 

2. 設 立 華 語 文 推 動 專 責 組 織

(MEGDC) 

3.成立跨部會支援華語文教育產業

發展工作小組 

4.成立計畫成效評估工作小組 

建構永續發展基礎，建立符合華語

文教學需求之標準體系 

1. 建構及應用語料庫 

2. 訂定華語文分級標準 

3. 訂定國際接軌之華語文能力指

標 

促進專業化及差異化，提升華語文

教育品質 

1. 設 定 華 語 文 教 育 品 質 標 準

(MEQS) 

2.建立華語文教育機構評鑑及輔導

機制(MEIE) 

3. 改進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

(MTAC) 

4.改進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 

5. 建 立 華 語 文 教 育 品 質 標 章

(MEQR) 

支援產業發展，建構完備的華語文

產業網絡 

1.推動產業鏈及績效制 

2.推動華語文教育產業策略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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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發展雲端教育內容 

4.研議華語國際學舍(MIH) 

開拓海外華語文需求市場，提升華

語文學習人口 

1.推動一線駐點計畫(1st FLP) 

2.推動一線輸送機構計畫(1st PEI) 

3.推動一流華語中心計畫(1st MEI) 

（資料來源：教育部邁向華語文教育產業輸出大國八年計畫(2014)，2017

年 1 月 10 日，取自 http://ws.moe.edu.tw/） 

 

貳、商務華語教材現況 

⼀、 中國大陸地區商務教材 

自 1982 年起北京語言學院(現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北京對外貿易學院

(現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聯合編寫之《外貿洽談 500 句》，為第一本專為華

語學習留學生所編寫的商務教材。中國大陸地區更是開始有了專門的商務

漢語教學，1988 年開始，北京語言學院正式開設經貿班，有外貿口語及寫

作兩門課程，而其所使用的教材為《外貿口語 30 課》和《外貿寫作》，此

兩本為 1991 年由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出版，這是 早供長期進修漢語的

華語留學生使用的商務華語教材，至今仍在國內外被廣泛使用(姜國權，

2009)。 

 2000 年起，中國大陸地區幾乎年年均有數種新編商務漢語教材出版，

而此種現象也說明了日益增長的商務華語學習市場，更是表現了中國大陸

地區華語教學界對於商務華語教學的重視。 

 以現今孔子学學院總部(國家漢辦)規劃教材為例，其所列的多達 45 個

語種，近 80 個教材資源中即包含商務華語系列教材，當中書目為下表所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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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3: 孔子學院規劃教材商務部分 

書名/出版時間 作者 出版社 

《基礎商務漢語－會話與應用》1 

2005 

王曉鈞等 北京語言大學出版

社 

《商務漢語一本通》 

2010 

王立非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商務漢語系列教材》 

商務漢語入門-基本禮儀篇 

2010 

商務漢語入門-日常交際篇 

2008 

商務漢語提高-應酬篇、辦公篇、

業務篇 

2005 

張黎等 北京大學出版社 

《商務漢語》1 

2010 

范曉玲 

李建宏 

新疆教育出版社 

（資料來源：，孔子學院/漢辦網路教學資源。2017 年 1 月 10 日，取自

http://www.hanban.edu.cn/resources/ ，表格為研究者整理） 

然而上表中，在本次研究範圍 2010 至 2016 年之間出版之商務教材僅有

《商務漢語一本通》、《商務漢語入門-基本禮儀篇》、《商務漢語》1，且

當中只有《商務漢語一本通》為中級教材，另外兩本均為初級教材，而《商

務漢語一本通》教材中也沒有安排招聘及應聘單元之教學內容，可知在漢

辦的規劃商務教材中仍缺少對於招聘及應聘的教學內容規劃。 

 除卻漢辦規劃教材所列之商務華語教材之外，還有許多出版社每年以

穩定的數量發展商務華語教材，當中包含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北京大學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商務印書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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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接上述，中國大陸地區對於商務教材投入之資金及心力仍相當可觀，

且有逐年上升之趨勢，嚴世紀(2011)年的統計資料中顯示，中國大陸地區

出版之商務教材自 2005 年起每年出版至少十冊以上紙本教材，雖不及一

般華語教材，但其仍佔有華語教材數量之百分之十。 

 然而，雖說中國大陸幾乎每年均有商務華語教材出版，但其品質卻也

遭到學者質疑，姜國權(2009)在文中提出中國大陸地區對於商務華語教材

的幾項待改善之問題，其認為商務教材中的部分內容有待改進，也提出建

議與對策。如下表： 

表 二-4: 商務漢語教材問題與建議對策 

問
題 

商務漢語教材的種類少，可

供選擇的範圍有限 

建
議
與
對
策 

瞭解出版需求，提高教材出版質

量 

以先進的教育理念為指導 

商務漢語教材的內容缺乏時

效性 

注重教材對留學生能力的培養 

注重對受歡迎的商務漢語教材

的適時更新 

商務漢語教材的編寫很少結

合先進的觀念 

加強與商務漢語教材配套的現

代教育技術手段的利用 

（資料來源：姜國權(2009)，〈商務漢語教材的出版現狀與對策〉，表格

為研究者整理） 

 

⼆、 台灣地區商務教材 

台灣發展商務教材數量遠不及中國大陸地區，正規課堂用商務教材大

都出版自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或為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學所教授

編制，其教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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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5:台灣商務華語教材 

書名 出版社 編者 出版時間 

《商業文選》 

台灣師範

大學國語

中心 

李振清 主編 1989 

《實用商業會話》 
李振清、葉德明、

王文娟 編 
1990 

《實用商業會話修訂本

I、 II》 
羅青哲 主編 2001 

《遠東商務漢語 I》 

遠東圖書 葉德明 主編 

2011 

《遠東商務漢語 II》 2012 

《遠東商務漢語 III 
》 2016 

就上表可以看出台灣在出版正規課堂用商務華語教材上不如中國大陸之

出版數量，教材選擇不多，而當中以本次研究範圍 2010 至 2016 年出版之

商務華語教材中，有《遠東商務漢語》I、II、III 冊，而三冊當中教學內容

含有招聘及應聘之單元，僅有 2016 年 新出版的《遠東商務漢語 III》一

教材，也可以顯示招聘及應聘單元教學設計在台灣商務華語教材的不足。 

 

參、商務華語教學現況 

自華語熱起，中文成為許多外籍人士想學習的語言，而隨之而起的教

學師資便日益受到重視，在經貿需求的大幅增加的條件之下，商務華語師

資的需求也日益增長，目前中國大陸方面，有國家級的單位孔子學院總部

/國家漢語辦公室的主導，2005 年停辦對外漢語教師資格證，目前官方所有

的正式依據為 2012 年頒布的《國際漢語教師標準》，通過對外漢語教學基

礎、漢語教學方法、教學組織和課堂管理、中華文化與跨文化交際、職業

道德與專業發展等五個標準能力的考察教師是否具有對外漢語教授的能

力，目前有幾項對外漢語教師資格證在國際間有一定的影響力及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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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是：IPA 國際註冊對外漢語教師資格證、ICA 國際漢語教師證、華東

師範大學國際漢教證、陝西師範大學國際漢語教師考試認證等等。 

 國際商務漢語教學與資源開發基地在北京和上海的相繼成立，商務孔

子學院自 2010 年起已在墨西哥、俄羅斯、日本、希臘、美國、巴西、英國、

馬拉維、澳大利亞等地等九地設立，此舉也可視作漢辦已將商務華語教學

列為重點發展教學之一。 

在學校教育方面，現有北京外國語大學專為外籍學習者開設商務漢語

班，上海財經大學也為對外漢語專業學生開設高級商務課程等等。 

 台灣方面，60 年代初期開始，來台研習中文的外籍人士也日益增加，

但那時卻苦無培育專業師資之機構，故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結合各大專院

校籌劃開設了「華文師資研習班」，(董鵬程，2007)。 

直至近日，除了一般華語的師資培訓外，大專院校也開設相關商務華

語師資培訓之課程，如：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開辦了商務華語文教學

學程，其結合華語文教學與商學院專業科目的完整訓練，即是希望培養專

業的商務華語師資，下表為其課程內容： 

表 二-6: 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商務華語文教學學程課程地圖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備註 
華語文教學專業科目 跨文化溝通 2 特色課程、PBL 教

學法 
華語文教材教法

(一) 
2 

商務華語文教學法 2 特色課程、PBL 教

學法 
商學院專業領域基礎

課程 
行銷管理學 3 非同步遠距課程 
國際貿易實務 3 

微型課程 商務華語微型課程 1   
實務課程 商務華語實習講座 2 非同步遠距課程 

合   計 15   
（資料來源：中原大學商務華語文教學學程跨領域學分學程計畫書，2017 

年 6 月 30 日，取自 http://uip.cy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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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為外籍生開設的商務華語課程方面，台灣大學在碩士學程中開設國

際生商務華語課程，而台灣各大學中的華語中心，也均開設商業中文的課

程以供來台之外籍學習者學習，包含台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針對中級班學

生開設商業中文課程；成功大學華語中心也在華語文班中開設商業中文等

相關課程；中山大學華語中心等等也將商務華語相關課程納入選修課程當

中。 

商務華語的學習需求增加，然而商務華語教師到底應該具備什麼樣的

條件？在李欣欣、陳麗宇(2016)的研究中指出六種商務華語教師的角色理

論模型 符合學生期待也 能幫助學生的如下表： 

表 二-7：六種商務華語教師的角色理論模型 

角色理論模型 內容 

激勵者 
重視學生的學習動機，並進以啟發及激勵學生的學習

動機。 

監督者 
規劃學生的學習歷程，監督學習進度，清楚的告訴學

生應該學習的內容，為一長時間的掌握。 

溝通式教學的促

進者 

採用溝通式教學法以加強學生在商業職場上所需的

溝通技能。 

學習活動促進者 
以學生為主，不盡然講授教材中的內容而是從旁安排

學習活動使學習活動流暢並協助學生學習。 

學習行為掌握者 
注重課室管理，謹慎的管理跨文化班級中，不同文化

的學習者的學習進度及行為。 

公允的評量者 能夠檢視教材和教學成果，以公正的方式評量學生。 

（資料來源：李欣欣、陳麗宇(2016)，〈商務華語教師角色研究〉，表格

為研究者整理） 

就上表不僅提供現今商務華語教師對自我在課堂中的角色審視，也可看

出作為一名商務華語教師所應具備的條件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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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小結 

 商務華語這門專業是從商務英語的理論借鏡而來，然而如何在華語的

教學內容和華語本身的框架中走出不同於商務英語的一套理論，還有待各

專家學者們的努力。 

 台灣和中國地區的教材出版懸殊以及教師人數的差異，仍是台灣的華

語教學圈須共同努力的地方，如何在中國這龐大的是立夏以台灣自身的特

色文化及教師質量中脫穎而出，相信不應只有學界專家學者們的努力，更

需要加入政府單位的有效管理和支持，另外民間的公司法人或許也能在經

濟條件許可的前提之下做出一定的貢獻或是合作，若是能夠有健全完備的

規劃，台灣的華語教學期能在世界地球村中嶄露鋒芒。 

 

第二節 跨文化交際 

壹、 跨文化交際教學 

ㄧ、 跨文化交際 

跨文化交際一般認為起源於 20 世紀 40、50 年代的美國，自二次大戰

後，美國崛起，然而美國政府也發現其派出的外交官員不僅外語基礎差，

而且對所在國家的文化也不甚瞭解，工作成效大大受到影響。為了解決此

問題，美國政府決定聘請當時的語言學家 George L. Trager 和文化學家

Edward T. Hall 來制定和實施培訓計畫，(張紅玲，2008)。 

跨文化交際學在英語中為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早期也稱作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學者為區分兩個術語，將前者視作強調過程，

後者為強調文化比較，但現今大部分學者不做此種區分，且使用前者稱呼

的已佔多數。Edward T. Hall 在 1959 年所完成的《The Silent Language》被

視作跨文化交際研究的第一部專著，在書中 Hall 認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

在使用時間、空間表達意義方面表現出明顯的差異。接續此跨文化交際的

研究，在 60 年代有更多的學者投入研究並發表專書，1962 年 R. T. Ol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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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與交際》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1996 年 A. Smith《交際

與文化》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等等，(胡文仲，2009)。 

跨文化交際發展至 80 年代，Hall 和 Hofstede 兩人為跨文化交際研究

邁出了一大步，發展出能夠適用於對所有文化分析的六個文化層面，包含

高語境-低語境文化、多元時間-單元時間文化、集體主義-個人主義文化、

強不確定迴避-弱不確定迴避文化、高權力距離-低權力距離文化、女性化

文化-男性化文化，此六種文化並不是非此即彼的概念，而是一連線的狀態，

提供跨文化交際研究時，能以動態的形式檢視文化的流動，(張紅玲，2008)。 

 

二、 跨文化外語教學原則與教學方法 

交際本身即是一種溝通的過程，人與人之間為了交換信息而溝通的過

程。世界上的語言超過一百種，為了不同語言間的人們能溝通交流，於是

有外語教學的興起，而在學習語言的同時也一併學習該語言的文化，由薩

丕爾-沃爾夫假說中可知文化影響著語言，語言反映文化，其二者認為語言

是社會現實的指南；每一語言的語言系統不僅是為了表達思想使之再現的

工具，實際上它讓思想成型，是人們思維活動、分析種種印象、綜合思想

感覺的程序和指南……(胡文仲，2009)。 

 張紅玲在其《跨文化外語教學》一書中以英語教學為例歸納出跨文化

外語教學中所應有的十條教學原則，如下圖： 

 



17 
	

 
圖 二-1：跨文化外語教學中的十條教學原則 

（資料來源：張紅玲（2008），《跨文化外語教學》，232-242 頁） 

除了十項外語教學原則外，張紅玲更在書中提出幾項文化教學的方法以供

參考，包含文化講座、關鍵事件、文化包、文化群、模擬遊戲，下列說明

之： 

（一）文化講座(lectures) 

 作為傳授知識的一種有效手段，對於文化教學來說也是必不可少的。

文化本質的特點和功能、文化的內容和範疇、不同文化的價值觀和習俗規

範等等，均可以此種形式傳遞給學習者，若是以系列的方式呈現將更能幫

以學習者為中心，以引導學習者進行自主學習
為主要教學模式。

語言教學與文化教學有機結合

調動學習者的各種學習潛能和機智，多層次、
多渠道的進行教學。

充分考慮學習者的認知發展水平和語言與文化
學習的規律，逐漸從具體、直觀的、與學習者
日常生活聯繫緊密地食用主題過渡到間接、抽

象的意識形態領域。

平衡教學內容和教學過程的挑戰性，向學習者
提出挑戰的同時，也給予適當的支持和幫助。

說教式的知識傳授法(didactic approach)和體驗探索
式的教學方法(experiential approach)相結合。

跨文化意識和敏感性培養是文化教學的重點，文化
學習方法的探索是跨文化英語教學的重要內容。

教學內容和過程應該情景化(contextualized)和
個人化(personalized)。

外國文化學習的過程就是對本族文化不斷反思，並
將本族文化與目的文化和其他文化進行比較的過程。

尊重學習者，注意因材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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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學習者有效的吸收；但也須注意講座所帶給學習者的並非直接經驗，而

是間接地讓學習者了解目的語文化，也須注意安排的時間，冗長複雜的話

會使學習者失去學習的熱情與興趣。 

（二）關鍵事件(critical incidents, culture assimilators) 

通過分析實際跨文化交際中發生的案例來讓學習者理解跨文化的內容，

重點是示範的案例必須具有典型、代表意義的失敗案例，透過對不同文化

背景的雙方之間的所產生的誤解及情景進行描述，給出四個解釋誤解產生

的原因，讓學習者根據自己的理解選擇，直到選對為止，此種訓練不僅能

讓學習者感到有趣，也可以培養跨文化的敏感性。 

（三）文化包(culture capsules) 

 教師使用多媒體想學習者介紹學習者國家文化與目的語國家之間的文

化差異，主題的選擇非常多元，不論是具體的習俗、日常語言交際，到抽

象的思維模式或價值觀念都可，相較關鍵事件以閱讀和思考為主，文化包

更加強調通過影像來刺激學習者的感官，然而，文化包的設計也更較前兩

項活動更需教師投入更多心力，才能完成一適合的文化包。 

（四）文化群(culture clusters) 

 文化群是相對文化包更大的概念，由若干個文化包組合在一起，例如：

若是主題為美國教育，則以下可以細分為家庭教育、幼兒園教育、小學教

育、中學教育和大學教育等子題，每一個子題可以設計為一個或多個文化

包討論，此種方式能夠幫助學習更加全面的理解和學習目的語國家之文化，

同樣，此種方式也更需更多的教師及教學團隊共同合作設計。 

（五）模擬遊戲(simulation games) 

 屬於一種親身體驗式的活動，目的在讓學習者透過模擬遊戲感受自己

從未經歷過的情景，從中獲取經驗和知識。就文化衝撞為例，學習者在經

歷文化衝撞時有的痛苦和困難，反而使得學習者在跨越文化衝撞之後得到

跨文化產生的養分，也提高了對跨文化之間的敏感性，因此許多專家學者

十分建議此種方式，如BaFa’ BaFa’就是一種模擬遊戲，在美國被廣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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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認為此教學原則與教學方法也可套用至商務華語教學中，從事

商務活動更較一般日常活動有更多需要需要注意的文化應對狀況，教師在

設計課程的同時，應該從學習者的角度出發，激發學習者對於學習的興趣

並配合貼近實際的教學活動，使學習與教學更加事半功倍。 

 

貳、 跨文化交際與商務華語 

⼀、 跨文化交際與商務華語 

在商務場合中給出對方正確且得體的回應，才能完成雙方都愉快的談

話，如同覃俏麗(2009)年的文章中提到言語交際中有不少語用規則和策略，

如在稱謂、問候、寒暄、恭維、道謝、道歉、拒絕、請求等方面，這些都

形成了規約化的表達方式，其 高原則是得體。商務華語的學習者應該遵

照漢文化價值觀下的人際規範、社會規約，區分交際雙方的身份、地位和

所處場所，使用有效的語用策略。 

商務場合中，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們在交談時可能會依自己的母語為

對方的用語做解釋，而造成誤解對方語意的情形出現，就如陳麗宇、鄭錦

全在 2012 年的研究〈為什麼商務華語中的 Yes 可能是 No?〉一文中討論

漢語中的“是”這個字對應至英語中“Yes”的意思並不全然為肯定對方

所說的內容，探討漢英交際間的語言文化差異，交際中雙方對同一語言內

容可能有理解上的差異，一為肯定，一為否定，這之間理解差異的發生也

許是語言文化的誤解，並不是其中一方的語言欺騙行為。 

然而商務華語學習者到底應該掌握什麼樣的交際技能，才能正確又得

體的跨越文化不同而產生對同一語言內容所造成的誤解障礙，就張黎(2006)

的研究中認為在商務華語的目標情境中，交際者必然需要掌握一些相關的

交際技能，認為不僅需要具備語言能力，更需瞭解相關的經濟與商務知識

和目的語文化背景知識，構成一鐵三角缺一不可，其所提出的華語交際技

能也為商務華語學習者和教師提供了學習及規劃商務華語課程時所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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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技能，如下圖：

 
圖 二-2：華語交際技能 

（資料來源：張黎(2006) ，〈商務漢語教學需求分析〉，58 頁。） 

其所列的四項交際技能，由下而上分別顯示對於華語學習的掌握能力

及需求低到高，層次越高能達到的學習者也就越少，一般而言許多在職華

語學習者只停留在第二層次已滿足，然而張黎認為若是能夠達到第四即

高層次一般需要通過較長的集中學習才能達到，且若是已達到協商洽談此

高層次，應已能深入到華語地區做深入的經濟交際活動，也更能熟練且

有效地開展工作。 

現今的商務華語教材對於基本的商務活動訓練已算非常充足，但仔細

觀察可以發現其大多針對已有工作的外籍人士，對於學習完一般生活華語

的且想在華語地區就業的外籍學習者而言，現今的商務華語教材中卻對招

聘及應聘時的商務華語訓練不如其他商務華語訓練來得多，但特別的是，

協商洽談

•討價還價、制定與修改計畫、討論合作方
式、事務評價、問題分析

商務信息交際

•介紹公司、說明產品、詢價、報價、徵詢
意見、陳述意見

生活交際

•購物、問路、訂票、打車、就醫、通訊、
約見

禮節性交際

•歡迎、問候、介紹、道歉、寒暄、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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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外籍人士尚未找到工作，但卻不斷地灌輸其必須在找到工作後才能面

對的商務活動練習似乎也有些操之過急，所以研究者認為應該紮實的訓練

華語學習者在招聘應聘時必須具備的商務應對與事前準備，特別是外籍學

習者在應聘工作時，必須了解華語地區特有的一些文化背景，才不致於造

成語言與文化上的認知錯誤，而錯失了工作機會。 

 

⼆、 跨文化教學中的非語言因素 

就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溝通研究人員亞伯特．莫納比恩(Albert 

Mehrabian)的在 1967 年的兩篇研究以及 1971 年發表的 《Silent Messages》

一書中所提出的莫納比恩法則(Rule of Mehrabian)，即是 55-38-7，其認為

溝通包含三個要素，分別是內容(words)、語調(tone of voice)、非語言行為

(non-verbal behavior)，雖其在之後的研究中也坦承此項研究有些不足和缺

陷，但其中非語言行為佔了 55%，仍可說明非語言行為影響溝通的成效很

大的一部份(龔佑霖，2015)。 

在陳雪飛 2010 年的《跨文化交流論》一書中也特別針對非語言交流提

出一番論述，其認為非語言交流是指通過語言以外的方式傳遞信息的交流。

非語言交流特別之處在於雖說學習不同語言是能和不同國家之間的人相

互溝通，然而不同國家之間的差異並非只表現在語言的層面上，語言固然

是文化的載體，其實我們的各項非語言之外的表達也蘊含了本身的文化底

蘊。 

研究指出，當我們對另一文化的語言若是掌握的越純熟，對方越無法

容忍我們犯非語言交流的錯誤。對方會認為你對他們的文化非常了解，從

而誤解你的冒犯是故意為之(陳雪飛，2010)。 

非語言交流到底包含哪些部分，就陳雪飛 2010 年的《跨文化交流論》

書中對於非語言交流的內容，研究者整理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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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3：陳雪飛認定之非語言交流範疇 

（資料來源：陳雪飛（2010），《跨文化交流論》，225-254 頁） 

(一)體態語 

 體態語指的是傳遞交流信息的表情和動作，依據保羅．艾克曼(Paul 

Ekman)弗里森(Friesen)把人的身體和臉部的連續動作案找各種起因、用法

和代碼分為五大類，分別是象徵性動作、說明性動作、情緒表露的動作、

調節性動作和適應性動作。 

 這個部分應用在招聘及應聘的面試教學活動中，可以讓學生了解不同

文化間對於同一動作有其不同的文化解讀方式，應小心在面試中不做出不

禮貌的動作，或是應理解面試官的肢體是在回應其的問題與應對。比方說

說明性動作，往往伴隨語言行為而生，像是一邊點頭表示贊同等；情緒表

露動作方面，一般而言，華人較其他國家的人而言情感表情較為內斂，較

不容易顯現出來，教師在與學習者練習時應告訴學習者這並不完全代表面

試官對於其回答的不滿意表現，應該有自信地表現出自己的實力；調節性

動方面，在面試的過程中可能會有話輪轉換(turn-taking)的問題，而此時面

試官或是應聘者會有點頭讓對方繼續說下去等等動作，或是在眼神接觸的

時間長短上有不同文化間的差異；適應性動作則為一種無義傳遞信息而做

體態語

象徵性
動作

說明性
動作

情緒表露
的動作

調節性
動作

適應性
動作

副語言

音質

發音

客體語

美貌

氣味

服飾

環境語

固定空
間

半固定
空間

非正式
空間

性別與非
語言交流

個人空間

身高協議

面部表情

凝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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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自我調適性動作，如：習慣的坐姿、站姿，克制自己打哈欠的動作等

等，華語教師可以告訴學習者在華人文化中，一般的站姿與坐姿均不像西

方國家的較為輕鬆，反而必須以較為嚴謹的、端正的姿勢為宜。 

 

(二)副語言 

 更準確的定義副語言，其有時也被稱作“腔調”或“音調”，包含別

人能夠聽到的語言內容之外的人生所產生的全部刺激因素。據特拉格的分

類，富語言可以分作兩類，一類是音質；一類是發音。音質包含音符、聲

調控制和韻律控制；發音包含三小類，第一為聲音特點，如：竊笑、抽泣、

哈欠等待有特徵的聲音，第二為聲音的修飾，如：聲音從強到弱、聲音的

長短等，第三為聲音的分割，如：嗯、啊等，沈默停頓和話語失誤也包含

在內。 

 在面試過程中，外籍應聘者應該盡可能地調整自己的華語發音，力求

咬字清晰且韻律和諧，如此才能讓面試官減少猜測其所說內容的質疑，減

少浪費時間。 

 

(三)客體語 

客體語指的是利用本身的外在物質傳遞信息的方式。內容包含美貌、

身體的氣味和著裝等等。每個國家不同文化之間對於美貌、氣味和衣著打

扮本來就深受自身文化影響深遠。美貌方面，東西方對於審美的差異有著

明顯的不同；氣味方面，影響人體氣味的因素有很多，可能是因為飲食習

慣、性別等等有不同的差異；服飾方面，想中國古代以衣服的顏色來區別

高低貴賤，現如今雖已沒有這種階級觀念，但是許多民族仍保留了一定的

服飾顯現出文化的特色。 

客體語的體現方面，除了人的樣貌為個人無法改變且個人看法不一的

情況外，在招聘及應聘的過程中，商務華語教師可以建議學習者在面試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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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量減少刺激性香水的使用，且服飾方面只需簡單得體，以 接近一般上

班族之正式辦公室穿搭即可，切勿穿著太過暴露或是過於隨性休閒之打扮。 

(四)環境語 

 Hall 認為空間的變化會對交流產生影響，它可以增強交流的效果，有

時甚至超越語言的作用。空間範圍可分做三類，一為固定空間(Fixed-feature 

space)，由固定的牆面構成，如：房間，二為半固定空間(Sami-fixed-feature 

space)，由桌椅等較大的、可移動的裝置構成，三為非正式空間(Bubble of 

personal space)，指的是人在與他人相處時個體所需的個人空間範圍。 

 在面試的場合中，一般都是在辦公室、會議室等公共空間進行，所以

對於環境的佈置，學習者無法自行掌握，但是教師在教學時仍可以盡量佈

置出近似於面試時的場景，以供學習者練習並習慣此種模式，減少學習者

在真實的面試空間時怯場以致發揮不周的情形發生。 

 

(五)性別與非語言交流 

 除了上述四項之外，性別也在非語言交流中佔有相當重要的部分，部

分學者也認為其實性別的不同其在個人空間、身高認定、面部表情和凝視

等四個部分展現不同的權力關係，而不同國家文化之間的男女性別也深受

影響。 

在招聘及應聘部分，對於性別與非語言交流的概念並不那麼直接相關，

因此研究者並不建議商務華語教師在與學習者練習面試時的教學活動加

入此項考慮。 

除了上述陳雪飛對於非語言交流所劃定的範疇外，胡文仲在 2009 年的

《跨文化交際學概論》書中所提出的非語言交流中對於時間觀念的描述也

是研究者認為非語言交流中相當重要的一環。 

 人類學家 Hall 將人們分做兩大類，一為遵守單時制(Monochronic time, 

M time)，一為遵守多時制(Polychronic time, P time)的人們，其差異在於單

時制的人們將時間視作一條直線，可以切割成段落，強調事先安排、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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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如：北美、北歐、西歐等國家的人們，多時制的人們習慣於同時處理

幾件事情，強調人們的參與和任務的完成，不強調一切按照時間表進行，

如：拉丁美洲、中東國家的人們。 

 而華人地區一般多半為多時制的時間觀念，對於時間的安排較為彈性，

因此，教師應該提醒學生在面試時不應該遲到，甚至應該盡量提前半小時

至十分鐘抵達現場，預防可能的臨時狀況發生，如：若是前一位應聘者沒

有出現，可能必須面臨提早面試的情形發生。 

 從上述可以看出非語言交流在跨文化交際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其實不

論是陳雪飛或是胡文仲整理的非語言交流的因素都可以看出除卻語言表

現之外，我們的肢體語言、對空間使用的認定、氣味、服飾等等都可以表

現出每個民族特殊且獨有的文化內涵，在華語教學場域上，作為一名華語

教師除了帶給學生專業的語言知識之外，是否也應該將這些更加深層的文

化底蘊融合在課堂中，才能帶給學習者更全面的目的語學習，而在商務華

語的課堂中也更是如此，良好的文化包容與尊重，才能促成成功的商務交

際進以完成雙贏的商務活動。 

 

參、小結 

 在華語教學的場域中，每一次都是一場跨文化之間的精彩交流，華語

教師在教授專業華語知識的同時，更重要的應該也是傳遞華人文化的內涵，

以減少外籍學習者在華人文化圈生活所感到的不適應和衝突。在商務華語

中，正式的場合裡會有的跨文化交流更較一般生活華語的內容更為重要，

因為它影響的可能不僅止於個人，可能是企業與企業之間，國家與國家之

間的合作貿易等等，所以在商務華語中的跨文化交流是華語教師需非常注

意的一環。 

 而跨文化交流的內容除了語言實際上的溝通外，還有可能是非語言之

間的文化不同，商務華語教師在課堂中，也儘可能需把這一部份的知識帶

給學習者，使得學習者學習跨文化交流時能夠更加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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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招聘應聘相關研究 

壹、商務華語中的招聘與應聘 

現今的商務華語教材中，大都要求華語學習者至少需要有中級以上的

華語水平，目的即在於商務華語已非一般生活華語，其所要解決的問題不

僅僅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一般交際，是蘊含專業商務知識的內容。因此，招

聘與應聘單元均出現在中級以上之商務華語教材中，數量並不多，但商務

華語學習者若是想在中國或是台灣等華人地區就業，求職的準備必定將成

為其所需面臨的重大考驗。 

李育娟(2011)的問卷調查中，對商務華語學習有興趣之學習者認為面

談技巧也是學習的一大重點，且學習者也提出若是之後在台灣等華語地區

就業，履歷自傳和面談技巧的教授就變得十分重要，是學習者欲學習的目

標。承接李育娟在 2014 年的問卷研究，鄭雅文(2014)以同樣的問卷再次進

行調查分析，發現面談技巧已從過去的第四位提高為學習者欲學習的項目

第二位。就 BCT 考試中，面談技巧屬於業務類項目，即為招聘與應聘，並

針對此項調查問卷研究，鄭雅文認為目前學習者 為關切的也為招聘與應

聘的面談技巧，以期能順利求職。 

張黎在(2006)年的〈商務漢語教學需求分析〉一文中即提出：商務工作

交際的活動內容很廣泛，就交際關係的對象而分類，可分做交易性活動和

管理性活動，交易性活動指的是面對的對象為企業外部之人員，即客戶，

此時交際雙方進行的商務活動為雙邊性，關乎商品、服務交易或價值交換

的行為，而管理性活動則面對的對象即是公司內部支援人員，有著共同的

利益和價值的合作關係，進行的是協商、交換意見和發出、接受指令的交

際活動，招聘與應聘即為管理性活動的一部份，且張黎也在研究中指出，

中國吸引著大量的外籍人士來到中國就業，而中國本土企業選擇聘用外籍

人士的比例也有提高的趨勢，因此招聘與應聘的商務華語教學也勢必將成

為商務華語教學中重要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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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芳、郭鵬(2008)的研究中針對商務漢語教學需求分析就聽、說、讀、

寫與互動的角度列出幾項分類，其中在互動的技能面向即包含面試，說明

面試一環在教學需求中的確有其必要性。 

綜合以上，如何改善或是提高招聘與應聘在商務華語教學活動中的教

學效果，仍有賴於各商務華語教師的努力，但也有部分學者提出幾項建議，

如：李育娟(2011)的研究中針對面試與履歷寫作技巧，提出希望能設計就

“電子”、“物流”、“金融”、“服務”等幾大行業的求職履歷做出適

當的範例，以供學習者練習仿寫，面談技巧方面，教師應多安排模擬真實

情境中的角色、場景、遇到的問題等做練習。 

王季香(2012)的研究中也提出真實材料應用於語法教學的應用，以之

為借鏡，研究者認為，華語教師在準備招聘與應聘的相關材料時，除了課

本上的專業詞彙、句法、文化點等內容，應該盡量提供學習者真實的材料，

如此才能讓學習者真正的瞭解並學習實際生活中遇到的信息，如：招聘廣

告的文宣、求職門檻的條件要求等等，但教師在展示這些真實的材料時也

應當注意這些材料的適用性，萬不可不做篩選全部交付與學生欣賞。 

除書面材料外，朱黎航在(2003)的研究既已指出商務漢語口語的話題

範圍明確、使用的詞彙、句式較為固定，使語言技能訓練更具針對性，而

在課堂中若是能將課本所學的知識應用於課堂實踐中，通過各種互換角色

的對話、討論、模擬來達到練習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若是學生習慣於教師

所安排的場景，則其在真實的環境交際中也可能表現良好，將此應用於招

聘與應聘的教學活動中，教師則可以安排模擬面試等教學活動來讓學習者

練習。 

 

貳、商業職場中的招聘與應聘 

 從應聘者與招聘者兩方的立場來看，一方期望能找到符合自己專長且

公司支付合理薪資，一方期望能找到專業且能替公司帶進利潤的優秀人才，

 



28 
	

但如何創造勞資雙方雙贏的局面，就有賴各自站在對方的立場思考並同時

充實自身的實力。 

作為招聘者和應聘者，其實各自需要的準備工作有很大的不同，一般

人大都是應聘者的角色，有少數為招聘者，作為一商務華語教師，當你的

學生想要留在華語地區或是需要以華語作為招聘及應聘工作時，你應該帶

給學生怎樣正確的語言使用和非語言的交際，也是華語教師自己必須好好

準備的一項大工程。 

整個面試的過程，循序可以分為開場白，主要目的是營造輕鬆的面試

氣氛，告訴應聘者面試中採用的面試方式；主要背景回顧；行為事件回顧；

附加信息諮詢；結束面試；評估(洪嘉民，2008)。 

就招聘者和應聘者的角色，國鑫瑩(2011)的研究中認為招聘方在事前

的準備工作應包含以下的內容，下圖說明之： 

 
圖 二-4：招聘方事前準備工作 

•對於工作內容的特點、性質清楚地瞭解，選擇合
適的人才。

明確招聘崗位，
進行工作分析

•對於應聘者所寫的簡歷中具體的項目(工作經驗、
學歷)中反映的情況進行分類。篩選應聘簡歷

•面試的考官具有很強的結構性，有人力資源部分人
員，有時還須有專家顧問的加入。

組建專業的招聘
隊伍

•面試提綱必須圍繞面試的重點內容來編制。

•提問的問題應具體明確。

•題綱由不同面試項目組成，以考核應聘者多項能力。

編制面談問話題
綱

•需要安排安靜、光線良好的場地，且應讓應聘者坐
在背對門口或走廊的位置，減少外界干擾。面試場地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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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鑫瑩（2011），〈企業招聘中的面試技巧〉，254 頁） 

從上圖可以得知作為招聘方，對於想要延攬到好的人才有許多要注意的事

前準備，然而，在面試的過程中，招聘方若是還能注意到以下細節，或許

更可以激發出應聘者的潛力，發揮出更好的實力，國鑫瑩(2011)的研究中，

針對面試時招聘者所需注意的細節，有下表說明之： 

表 二-8：招聘方須注意面試時細節 

項目 內容 

面談形式要靈活 

面談的形式有： 

(1)座談面試法：一組面試人員對應聘者的面試，

適用於挑選綜合性強或是較高職務的人員。 

(2)群體面試法：若干應聘者同時面對一位面試

者，試用時面試層次較為相近的批量招聘。 

(3)電腦面試法：應聘者對電腦所提出的問題作出

回答，適用於應聘者較多的情況，淘汰那些完全

不合格的人。 

面談前的氣氛營造 

在面試開始前，招聘者應盡量放鬆自己，並翻看

應聘者資料，了解簡單訊息，以便面談時順利開

展話題；也應使應聘者放鬆，預留房間使其等待。 

隨時保持公正與冷靜 

招聘者在面試的過程中，對於應聘者的評分必須

公正，不應多帶有其他因素影響，但仍有以下幾

項因素可能影響判斷，如：思維定勢、暈輪效應、

順序效應，面試人員須注意。 

重視面試結束語 
面試結束時，應保持禮貌，就算對於眼前的應聘

者不滿意，也應該採用禮貌地結束語。 

（資料來源：國鑫瑩(2011)，〈企業招聘中的面試技巧〉，表格為研究者

修訂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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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若是希望能夠得到好的人才可用，在招聘方面就必須注意以上所說的

細節，才不至于在面試的過程中錯失了好的應聘者。招聘者在面試的過程

中必須審慎地做一名良好的伯樂，以防與千里馬擦身而過。 

 反觀作為一個應聘者，如何在面試的過程中有良好甚至超出平常的表

現，進以得到工作機會，除了自身擁有的真實專業實力之外，在面試的時

的準備亦是非常重要的。 

 在曹振杰(2007)的研究中指出求職者要在應聘面試中取得成功，就必

須了解用人單位的招聘原則是在適合本單位某項工作要求的前提下找到

優秀的人選，即“ 合適、 優秀”原則。因此，應聘者除了展現自己優

秀的才華實力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讓面試官覺得自己是 適合此項工作的

佳人選，而為了達到此一目的，其在研究中也提出幾個關鍵事項，如下

表所列： 

 

表 二-9：應聘者在面試時關鍵事項 

關鍵事項 內容 

做到知己知彼     知己就是充分分析自己的職業性和實力，做好

職業定位和職業選擇，要有目的去應聘；知彼就是

必須徹底的瞭解應聘公司的所求條件，透過網路等

方式學習該公司的企業文化等面向，對於所要應徵

的職位內容、工作特點、程序等等情形的掌握與了

解都可以增加在面試過程中的自信。 

準備證明材料     應聘者應該就應聘工作職位的需要準備相關

能證明自己專業能力之材料，並盡可能的簡潔明

瞭，材料必須真實，切勿弄虛作假。 

注意形象舉止     良好的第一印象會帶來積極的效果，應聘者應

當注意自己的服裝儀容及姿態，體現問間、樸實、

大方的風格，一般應該提早十分鐘到招聘現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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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官簡單地點頭致意，記得面帶微笑即可，回答

問題時要緊扣主題，不可顧左右而言他。 

做好心理準備     應聘者應該對面試抱持著平常心，不要得失心

太重，但並不是認為該工作不重要，在面試過程中

要冷靜沉著，做好與其他應聘者一起良性競爭的心

理準備，若失去這次工作機會也切勿失去信心，準

備好下次再出發。 

準備幾個問題     在面試的過程中，面試官可能提出一些問題，

如：簡單的自我介紹、為什麼要應聘這個職位、認

為自己為什麼能勝認這個工作、你的優勢和劣勢是

什麼…等等，應聘者應該就自身實際的情形得體地

做出回應，雖然現今網路上有大量相關信息可供參

考，但切勿背誦，失去真實性。 

掌握應答技巧 應答是面試過程中 重要的一環，而應答技巧可以

分作以下五點體現：第一，盡可能地在交談中展示

自己的水平，回答問題不只能知其然，更可以打出

所以然；第二，應答中要增強信度，及是在交談中

展示自己的真誠；第三，必須表現風度，除表現外

在儀態外，更必須表現內在氣質，不亂詆毀過去的

公司等；第四，保持熱情，應聘者應主動問候，悉

心聆聽；第五，隨機應變的能力，回答問題時必須

適時的察言觀色，推敲出面試官對於回答的滿意與

否。 

（資料來源：曹振杰(2007)，〈應聘面試中要把握的關鍵事項〉，表格為

研究者整理） 

應聘者若是能夠在面試的過程中把握上述的幾項關鍵事項，相信能完

成一成功的面試，提高得到工作機會的可能性，而商務華語教師如何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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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面試的過程中能正常發揮，也有賴於商務教師配合商務華語教材內

容並輔以教學活動讓學習者了解並練習關於面試時可能發生的問題及情

形。 

 

參、小結 

關於職場中的招聘與應聘相關注意事項，建議華語教師仍須多方參考

專業的意見和指導，若是全然按照商務華語課本中的教材教學，可能對學

習者來說也稍嫌不足，教師如果有自己過往的工作求職應聘或是招聘方面

的經驗，也可以加入在課堂中與學習者分享，相信會是一大助力，學習者

需要的可能更多的是實際上的經驗分享，而不只是教材上的課文材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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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質性分析的方法進行。質性分析以「內容分析法」 

及「深度訪談法」為主要的研究方法，整理相關文獻，並進以收集商務華

語教材中有關招聘及應聘之單元教學，接著訪談商務華語教師及業界人士，

終寫出一完整教案並完成試教，收集回饋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方法 
在整理商務華語教材中的招聘應聘單元採「內容分析法」的方式進 

行，內容分析法是客觀、量化且具有系統性的分析方法，並大量的應用在

傳播媒介上，而本次所要分析的即為商務華語教材中的招聘應聘單元，因

此屬於傳播媒介的內容之一，本次研究選取了中國、台灣等地含有招聘及

應聘單元之商務華語教材，且依據其屬性將其分作聽說、讀寫及綜合類， 

目的即在仔細的解析各商務教材中，對於招聘、應聘之教學安排與策略，

整理及歸納其所有的教學活動，了解招聘、應聘單元之教學在商務教材中

的比重，協助筆者完成教案編寫及活動設計。 

本研究採用的是「深度訪談法」訪談有在台或中工作經驗之外籍人士，

透過直接訪談即面對面的交談方式，目的是為了能夠準確的理解受訪者所

表達的意思，若是有意思不明的部分，可以直接對受訪者提出疑問，並請

受訪者再行解釋，為了讓受訪者能夠盡可能地暢所欲言不受其他受訪者的

干擾，訪談以個別訪問的方式進行，提問的內容採半結構訪談，不似結構

式訪談如此高度控制，卻也因為並不使用統一的問卷及表格進行調查，能

就每個受訪者所給予的回答從中延伸，而使受訪者提供更多關於招聘及應

聘的相關且更全面的回答，由每個受訪者的個體經驗，來反映出關於本次

主題所要研究之要點並回答疑問，訪談由筆者對其提出一個開放式的問題，

但必定緊扣主題，訪談內容以擬定的訪談大綱與要點為中心，訪談過程以

受訪者之回答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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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流程與步驟 
本次研究步驟及流程，依序為擬定研究計畫、文獻收集、收集 2010-

2016 年出版之含有招聘及應聘單元之商務華語教材並進行分析、訪談曾在

台灣或是中國等華人地區工作過之外籍人士、做出招聘及應聘內容之教學

設計、示範教學並收集回饋、總結並完成報告撰寫。 

本研究的研究流程與步驟如下圖所示： 

 

 

 

 

 

 

 

 

 

 

 

 

 
圖 三-1：研究流程 

研究時程如下：研究者於 2017 年 1 月完成初步研究內容，包含研究背

景與動機、文獻回顧、研究方法等三章內容，於 2017 年 1 月中起訪談曾在

擬定研究計畫 

收集所需分析之商務教材 

分析商務教材中招聘應聘單元之

教學活動及內容 

訪談在台或中有工作經驗之外籍人士 

整理招聘應聘之教學要點並規劃

出教學活動設計 

示範教學並收集外籍學生之回饋 

總結建議與報告撰寫 

文獻資料收集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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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有應聘經驗之華語學習者，並進以整理其對招聘及應聘內容之要點，在

進行訪談的同時，研究者針對 2010-2016 年中國及台灣等地出版之中高級

商務華語教材中，含有招聘及應聘單元教材進行教學活動的分析與歸類，

於 2017 年 5 月起整合訪談文稿和已分析之教材教學活動進行招聘應聘之

教學設計，2018 年 6 月研究者已完成五位外籍學習者的試教，並收集教學

回饋，2018 年 8 月完成論文的完整文稿。 

 

第三節 資料收集與分析 
研究者就中國大陸地區與台灣地區自2010至2016年出版之中、高級商

務教材內容中，提取包含招聘及應聘單元之教材進行分析。之所以選取中

國及台灣等地之商務華語教材，主要是因為這兩個地區為目前華語地區之

代表，且大部分之外籍人士若要選擇學習華語，也大都至這兩地學習，本

次選擇的商務華語教材均為2010年之後出版之含有招聘及應聘單元之教

材，也是考量到希望研究分析近期之商務教材內容，以期能排除因為時代

感而在招聘及應聘單元上有的現實落差，從研究者本次選擇的教材也可見

招聘及應聘單元多半都出現在中級以上之商務教材中，因為初級的學習者

一般還不足以應付商務交際中複雜的專業詞彙與交際活動，故本次所選之

教材均為中高級以上之商務華語教材。 

本研究所包含之書目為下表所列： 

表 三-1：含有招聘應聘單元之中、高級商務教材 

編

號 
書名 類型 主編 

出版

年 
出版社 

1 卓越漢語‧公司實戰篇 綜合 史中琦 2010 外語教學與研究 

2 
贏在中國－商務漢語系列教程 .提高

篇 
綜合 季瑾 2011 北京語言大學 

3 卓越漢語：商務致勝(4) 綜合 周紅 2012 外語教學與研究 

4 
新絲路中級商務漢語綜合教程(商務

篇)I 
綜合 蔡雲凌 2012 北京大學 

5 新絲路高級商務漢語綜合教程 II 綜合 韓曦 2012 北京大學 
6 縱橫商務漢語：高級綜合教程 1 綜合 郭曙倫 2012 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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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書名 類型 主編 

出版

年 
出版社 

7 遠東商務漢語Ⅲ 綜合 葉德明 2016 遠東圖書公司(台灣) 

8 發展商務漢語：口語篇 聽說 
李泉 
王淑紅 
游舒 

2010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9 發展商務漢語：聽力篇 聽說 
李泉 
游舒 

2010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10 高級商務漢語會話教程(上) 聽說 劉麗瑛 2012 北京語言大學 
11 商務口語流利說 聽說 辛玉彤 2013 華語教學出版社 
12 新商務漢語聽力與口語教程(上) 聽說 鄧如冰 2014 清華大學 
13 高級商務漢語閱讀 讀寫 華霄穎 2010 華東師範大學 

14 發展商務漢語：讀寫篇 讀寫 
李泉 
么書君 

2010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15 商務漢語寫作(上) 讀寫 周紅 2011 學林 
16 縱橫商務漢語．中級閱讀教程 1 讀寫 陳珺 2013 高等教育 

17 新商務漢語精讀教程(上) 讀寫 

周 晨

萌、 
曹晉、 
唐興全 

2014 清華大學 

18 新商務漢語閱讀與寫作教程(上) 讀寫 哈嘉瑩 2015 清華大學 
註：此教科書表格參考陳麗宇教授研究計畫1所收錄之教材資料整理 

 

第四節 訪談提問設計 
研究者自 2017 年 1 月中起訪談四位外籍學習者在台灣面試的過程及

經驗，設計的訪談提問，如下所列： 

ㄧ、你有曾經在台灣或是中國工作過的經驗嗎？是什麼樣的工作呢？ 

二、請問你是從什麼地方得知工作的招聘？怎麼知道這個管道的？ 

三、面試前做了什麼樣的準備？ 

四、面試中的過程請描述一下，並說明 讓你感覺 不適應或是印象 深

刻的部分。 

五、在面試結束後，你認為自己在這次面試的表現如何？有什麼需要改進

或是覺得自己表現得很棒的部分？你學習到了什麼？ 

                                                
1
 研究計畫名稱：中、高級商務華語教程文化教學模式研究—中華商業文化教材教法之解構與

建構，計畫編號 104-2410-H-003-048-，2015/08/01-2016/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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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你學習華語的課堂中有沒有特別針對招聘及應聘做教學活動的練習？ 

七、經過這次的面試經驗，你認為在華語課堂中，教師是否應該讓學習者

練習面試、履歷、招聘廣告閱讀等等活動，為什麼？ 

 

研究者自 2017 年 6 月起訪談四位華語教師教授招聘與應聘單元時的

教學安排與相關問題，設計的訪談提問，如下所列： 

訪談華語教師的問題如下： 

1. 在您的商務課程中，教材中是否都安排了招聘與應聘的單元？	

2. 若是教材中沒有特別安排招聘應聘的單元，老師您是否會特別加

入這方面的教學活動？	

3. 若是教材中安排了招聘與應聘單元，老師您會做怎樣的教學安排？

（以課本教材的順序依序教授？只挑幾項教學重點或是教學活

動？）	

4. 您在教授招聘與應聘單元時，一定會讓學生練習的教學活動為何？

為什麼？	

5. 就目前教材中的招聘應聘單元安排，您認為教材中還能夠補充什

麼樣的教學內容或是配套？	

6. 您在教授招聘與應聘單元時，是否曾遇到什麼樣的教學難點或是

印象深刻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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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商務華語教材中的招聘與應聘

單元教學活動探析 

第一節 招聘與應聘單元教學活動分析 
華語的教材編寫及教學活動的安排上，就劉珣(2000)在《對外漢語教育

學引論》一書中提到華語文教材編寫的五個特性，分別為針對性、實用性、

科學性、趣味性及系統性。針對性的意思指的是必須適合使用者使用，你

必須知道你的學習者是誰，要以他們的學習難度做不同程度的加強；實用

性指的是必須針對現階段的社會真實情況做教材的安排，不論是在情境的

安排，亦或是在圖片、舉例說明的部分都須符合真實的目的語國家情景；

科學性指的是課與課，單元與單元之間必須有連接性，且在難度上也應該

循序漸進地加深難度，傳授的語言知識必須準確；趣味性指的不是全然的

好玩和有趣即可，而是應該在引起學習者學習興趣的同時帶給學習者有用

與實用的目的語知識；系統性意味著教材的經營必須完整且全面，教材若

是只有課本恐怕稍有不足，應該有搭配的練習手冊、影音光碟等視聽教材

的輔助。 

上述為通用華語教材的編寫要點，亦可作為本次研究者討論的商務華

語教材中招聘與應聘單元的教材分析支柱，以此五項要點做為討論教材編

寫的安排。 

除教材編寫的五項要點之外，李泉(2010)在〈教材編寫的基本原則和基

本程序〉中對教材編寫也整理出了十項原則，分別是定向原則、目標原則、

特色原則、認知原則、時代原則、語體原則、文化原則、趣味原則、實用

原則、立體原則。在這十項原則中，研究者認為就商務華語中的招聘與應

聘單元的教學活動安排上，應凸顯目標原則、時代原則、語體原則、文化

原則及立體原則，這五大項原則應充分表現在商務華語教材中，特別是對

於招聘與應聘單元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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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李泉(2010)所歸納出的目標原則、時代原則、語體原則、文化原

則及立體原則做出內容解釋， 

表 四-1：教材編寫五大原則 

目標原則 

  目標原則是指根據學習者的需求分析，例如：學習者的

文化背景、學習目的、學習時間、現有目的語基礎、將來

運用目的語的方式及預期達到的水準等。在編寫教材時應

該確實的訂出教學目標，且不應以隨便且籠統的說法，應

該能訂出確切的教學目標與預期達成的學習程度等，明確

的編寫教學目標，並盡心策劃目標的各種途徑和措施，應

視作教材編寫的基本要求。 

時代原則 

  教材所編寫的內容應該與體現出知識、觀念和教學法的

更新，應該展示出當時學科研究和教材編寫研究的新成

果，以符合時代發展的水平和需要。 

語體原則 

  教材編寫應該協助學習者在不同情境下所要使用的各

種語體表現，針對不同的交際內容、交際目的、交際對象、

交際場合來選擇洽當的語體表現。 

文化原則 

  一個成功的教材，應該能處理好目的語文化與學習者母

語文化之間的關係，適當地在教材中融入目的語國家的文

化，才能幫助學生更有較率的處理跨文化溝通的問題。 

立體原則 

  教材的設計和編寫應該包含練習冊、教師用書、課外讀

物、教具影音等等現代化科技的輔助，如此才能使教師和

學生擁有完備的教學資源。 

（資料來源：李泉(2010) ，〈教材編寫的基本原則和基本程序〉，表格

為研究者修訂整理） 

對於學習商務華語的學習者來說，他們都具有一般通用華語的詞彙、

語法等知識，學習商務華語這項專業華語的目的，是在於當學習者已能解

決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民生問題之外，在職場中所要面臨的商務交際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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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挑戰，這一部份的學習，意味著學習者除了在一般生活上能夠適應目的

語國家的環境之外，也能融入當地的職場環境，並試著能夠在目的語國家

做更長久計畫的停留。 

 

壹、綜合類商務華語教材內容說明 

 本次的綜合類商務華語教材，研究者一共選擇了 2010 至 2016 年期間

所出版之含有招聘與應聘單元商務華語教材，逐一檢視其教學活動之安排，

書目如下： 

表 四-2：包含招聘與應聘教學單元之綜合類商務華語教材 

編
號 書名 主編 出版年 出版社 

1 卓越漢語‧公司實戰篇 史中琦 2010 外語教學與研究 

2 贏在中國－商務漢語系列教程.提高
篇 季瑾 2011 北京語言大學 

3 卓越漢語：商務致勝(4) 周紅 2012 外語教學與研究 

4 新絲路中級商務漢語綜合教程(商務
篇)I 蔡雲凌 2012 北京大學 

5 新絲路高級商務漢語綜合教程 II 韓曦 2012 北京大學 
6 縱橫商務漢語：高級綜合教程 1 郭曙倫 2012 高等教育 
7 遠東商務漢語Ⅲ 葉德明 2016 遠東圖書公司(台灣) 

 

一、 卓越漢語‧公司實戰篇 

 在《卓越漢語‧公司實戰篇》書中，編者並沒有將招聘與應聘納入完

整的一教學單元中，而是放在所有課文之後的附錄，標題為求職提示。 

 在此求職提示的單元中所包含的教學安排分做三個部分，分別為準備

簡歷、面試須知、面試技巧，當中又包含了其他小項，如下表所示： 

見《卓越漢語‧公司實戰篇》教材中求職提示，250-256 頁 

 

準備簡歷 面試須知 面試技巧 

（一）簡歷的內容 

1.個人信息  2.教育背景 

（一）著裝 

   男性/女性 

（一）要有禮貌，但不要太隨便 

（二）要自信，但不要張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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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實踐經驗  4.工作經歷 

5.獲獎情況  6.個人能力 

7.個人愛好  8.自我評價 

（二）簡歷的語言 

（二）肢體語言 （三）可以評價，但不要否定 

（四）可以提問，但不要打斷 

（五）別忘記感謝 

 教材中所列的準備簡歷、面試須知、面談技巧都是將所有的資訊提供

給學習者，並沒有讓學習者能夠練習的部分，學習者只能透過閱讀這些材

料及和文字敘述來了解招聘與應聘方面的知識，在練習聽說和寫的方面恐

稍有不足。 

在其安排的準備簡歷和面試須知方面，描述得相當清楚，也針對簡歷

中的不同分項做出舉例及提示，在簡歷部分也依據中英文簡歷的不同做出

不同的比較；在面試須知方面，就著裝和肢體語言也給出了清楚的提示，

在肢體語言上也分做等候、握手、坐姿、眼神、手勢等五個方面的說明，

說明內容如下： 

見《卓越漢語‧公司實戰篇》教材中求職提示，第 255 頁 

等候：應該精神抖擻，面帶微笑，不要彎腰駝背。 

握手：與面試官握手時應稍微用力，無論對方是男士還是女士，但也不 

      要來回晃動對方的手，握手時可以介紹自己，眼睛要看著對方的 

      眼睛。 

坐姿：坐下以後，不要抖腿、翹腿。手不要放在胸前。 

眼神：與面試官握手時應有目光的交流，但不要一直盯著看。不要還是 

      房間或觀望窗戶外面，這樣顯得缺乏自信或對所談話題缺乏性 

      趣，更不要看手錶。 

手勢：說話時可以有恰當的手勢，但不要太多，否則會分散面試官的注 

      意力。一定不要做一些小動作，比如摸嘴、弄頭髮，更不要玩弄 

      手中的筆。 

以上是關於教材中對於肢體語言的內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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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本教材中安排的招聘與應聘單元的部分來看，雖研究者將本書列作

綜合類教材，但因編者只在書末提供附錄般的求職提示，故並不能全面的

練習招聘與應聘方面的教學，研究者認為其對於教師在教授商務華語的課

堂時，對於招聘與應聘單元的教學安排較為輕鬆，讓教師能自由地選擇是

否帶給學習者這方面的知識，若是教師因課程安排時間上無法在課堂中教

授，學習者也能在課外的時間自行學習有關求職方面的知識。 

 
二、 贏在中國－商務漢語系列教程.提高篇 

 在此教材中，其中第六與第七單元分別是面試（一）、（二），每一單

元又包含二至三課的課文及教學活動等安排，第六單元面試（一）當中三

課的安排分別是課文一：企業是怎麼面試應聘者的，課文二：招聘廣告，

課文三：個人簡歷；第七單元面試（二）當中課文的安排是課文一：我們

會再通知你的，課文二：你們覺得誰更合適，教學活動的安排是在每一單

元的全部課文之後，所以教學活動以單元為單位，並非每一課文後即有教

學活動的練習。 

 單元六面試（ㄧ）後的教學活動安排練習包含聽、說、讀、寫四個方

面的練習，除卻複讀課文之外的有關招聘應聘方面的練習活動非常的多元，

包含角色扮演、詞句的替換練習、重組句子、寫作練習、閱讀理解， 後

還有完成任務。 

 單元七面試（二）的教學練習安排如單元六面試（一）一樣非常多元，

但偏少寫的部分練習，複讀課文的活動練習外，教學活動安排有角色扮演、

詞句的替換練習、重組句子、閱讀理解、完成任務。 

 當中的寫作練習部分共有兩個題目，一為寫一個招聘廣告。招聘對象：

銷售員；二為根據自己的情況製作一份個人簡歷。這個寫作練習能讓學習

者在自己設計招聘廣告的同時，發想若是自己是招聘方希望提供應聘方什

麼樣的訊息和如何吸引應聘方來自己的公司應聘，撰寫個人簡歷的部分，

也能提供學習者在之後的求職上有實質的幫助，教師也能檢視學習者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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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了解學生是否能夠善加消化了作為招聘及應聘方所持的立場不同，而

有不同的表現方式和思考模式。 

 本教材中研究者認為特別可以提出的是完成任務的部分，在單元六及

單元七的完成任務，形式如下圖所示： 

1. 調查活動： 

  有面試經歷的人請思考下面的問題，沒有面試經歷的人請向別人調查

下面的問題： 

  (1)參加面試時，面試官一般會問哪些問題？ 

  (2)對於面試官的提問，怎麼回答 好？為什麼？ 

  (3)面試的時候，對應聘者來說，什麼問題可以問，什麼問題 好 

    不要問？為什麼？  

2. 小組討論： 

  請根據上面的內容進行討論。 

3. 總結報告 

  每組請一個同學總結自己組的問題及大家的想法，並在課堂上向 

   老師和同學報告。 

圖 四-1：《贏在中國－商務漢語系列教程.提高篇》單元六之完成任務

內容，167 頁，研究者再製 

1. 調查和交流： 

  (1)如果你工作過，請想一想：你工作的公司選擇應聘者的標準是 

     什麼？錄用員工時 注重什麼？如果你沒有工作過，請向工 

     作過的人調查這些問題。 

  (2)請在網上查找一家中國企業或其他國家的知名企業，了解他們 

     的招聘程序以及面試時 關注什麼， 忌諱什麼？ 

  (3)根據上面的調查，幾個人一組進行交流，互相介紹自己了解的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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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擬面試： 

  幾個人一組，假設一人是應聘者，其他人是面試官。面試官一設 

   置一個職位並設計一些問題，模擬進行一場面試。 

圖 四-2：《贏在中國－商務漢語系列教程.提高篇》單元七之完成任務

內容，187 頁，研究者再製。 

 完成任務的部分，編者在設計問題時，同時設想到了學習者可能有面

試的經驗或是沒有面試的經驗，無論是否有面試的經驗都必須回答一樣的

問題，且找問題答案的方法除了直接詢問有面試經驗的人之外，還必須使

用網際網路實際的找尋現實的材料，並將自己查找的資料彙整報告， 後

還安排了模擬面試的活動，讓學習者能將教師所教的關於招聘與應聘此單

元和學習者前面所學習到的知識表現在模擬面試的活動中，整個教學活動

的安排十分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讓學習者練習體驗有關招聘與應聘方面

的知識。 

 

三、 卓越漢語：商務致勝(4) 

 本教材中的第一單元即是招聘與應聘，每單元包含兩課主課文、兩課

副課文，每個主、副課文後均有練習活動。第一單元招聘與應聘，第一課

主課文為招聘秘書，副課文為招聘行政人員的經驗；第二課主課文為銷售

員面試，副課文為應聘成功的「法寶」。 

 每個主課文前皆安排了導讀部分，提出三個有關招聘與應聘的問題供

學習者思考，也讓教師能快速且直接的進入接下來的課文主體。在主課文

後的綜合練習部分，本教材安排了聽說練習和讀寫練習，聽說練習安排如

下： 

1.根據聽到的句子和它的三個應答，選擇 恰當的應答。 

2.根據聽到的對話，選擇 恰當的答案。 

3.根據聽到的兩段話，選擇正確答案。 

4.根據聽到的內容填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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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看圖說話 

6.情景會話 

7.討論 

讀寫練習內容如下： 

1.選詞填空 

2.詞語連線 

3.選擇正確答案 

4.用所給詞語完成句子 

5.寫作 

副課文後的練習，則是少了聽力練習，但仍有說、讀、寫的教學活動安排。 

 本教材針對聽力練習部分琢磨許多，有別於其他綜合類教材可能對聽

力部分的練習只輕輕帶過或是出題的題目不多，是本教材值得稱許的地方，

另外，在練習活動中，聽說部分也加入了看圖說話是一十分有趣的教學活

動，學生吸收問題的方式從文字轉換到了圖像。 

在情景會話的部分也必須要學習者以模擬面試的方式做小組練習，部分內

容如下，見《卓越漢語：商務致勝(4)》第 24 頁： 

地點：電腦技術公司人力資源部 

人物：公司王經理、技術服務部張總監和應聘者李先生 

目的：王經理和張總監進一步瞭解李先生的專業知識、工作經歷等， 

      看其是否適合所應聘的技術管理員一職。 

任務：請三位同學分別扮演王經理、張總監和李先生，將整個面試 

      過程表演一下。 

這個模擬面試的教學活動安排非常的完整，有明確的地點、人物和本次面

試的目的，任務解釋得非常清楚，使得教師能夠快速的將小組成員分配角

色後進行活動，且每個角色的工作立場代表清楚，沒有重複的部分，可以

讓學習者根據自己所代表的角色提出問題及回答他人所提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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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教材對於招聘與應聘的教學活動列舉出了非常多元的題型，在聽、

說、讀、寫上都讓學習者練習到了許多，也提供了類似真實材料的求職信

範例及招聘啟事的範例，相信若是教師能妥善運用本教材後的教學活動安

排，能提升學習者對招聘與應聘方面的知識及運用。 

四、 新絲路中級商務漢語綜合教程(商務篇)I 

 本教材的第一課即為招聘，第二課為求職，每一課中包含三個小段落，

第一課招聘共有三個部分組成，分別為採訪經理、公司簡介、招聘信息，

第二課求職，也有三個段落，分別為一封求職信、一份簡歷、面試，每一

個小段落後即有小練習，每一課後有一綜合練習，內容包含聽力練習、詞

語練習、閱讀練習、寫作練習及口語練習部分。 

 每一課之前均有課前準備部分，提供兩個小任務或問題讓學習者提前

熱身，也幫助教師抓住學習者的注意力。每一個小段落除了可能是對話組

成之外，也有部分是編者準備的真實材料模擬，故課文部分可以是一篇招

聘廣告或是一篇求職信。 

 在每個段落之後的小練習也相當豐富，有對話討論、招聘信息的仿寫

或是個人簡歷的書寫練習，其中對話討論的部分，不僅只是討論課文的內

容，而是就實際上社會遇到的問題做討論，例如：見《新絲路中級商務漢

語綜合教程(商務篇)I》第 4 頁， 

1. 作為應聘者，應屆大學畢業生有哪些優勢和劣勢？ 

2. 對有些年輕人頻繁跳槽的現象，你怎麼看？ 

這些問題可以刺激學習者去思考自身的經驗，或是自身相關的處境設想。 

 綜合練習的部分，除聽力較少練習題數之外，讀、說、寫的部分分配

得非常平均，因應第一課為招聘，第二課為求職，編者在設計教學活動時，

將第一課的練習主軸放在將學習者視作為招聘方，第二課則是應聘方，因

此，第一課綜合練習中的口語練習內容為：見《新絲路中級商務漢語綜

合教程(商務篇)I》第 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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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某家公司人力資源部的經理，與某所大學的應屆畢業生召開供

需見面會，在會上，請你談一談： 

1.公司的簡要情況； 

2.所需要的崗位； 

3.公司對員工的基本要求。 

時間：2 分鐘。 

 

而第二課的口語練習則換為訓練應聘方的立場，內容如下：見《新絲路中

級商務漢語綜合教程(商務篇)I》第 24 頁， 

你去一家公司面試，你需要： 

1.簡單介紹一下自己的情況； 

2.說明前來應聘的原因； 

3.說明對應聘職位的設想。 

時間：2 分鐘。 

以上可以看出本教材在訓練學習者招聘與應聘方面是以兩方不同的立場

來做教學訓練活動，不僅讓學習者練習不同的立場思辨，也可以透過這些

教學活動更加清楚雙方所注重的焦點有何不同。 

 

五、 新絲路高級商務漢語綜合教程 II 

 本教材的第一單元為招賢納士，內文共分作三個小段落，依序為招聘、

獵頭公司、簡歷。每一小段課文之後即有小練習，但可惜的是本教材雖為

綜合類教材，在此單元並沒有特意安排聽力練習，其他說、讀、寫練習也

較其他教材精簡許多，題型有：詞語填空、完成對話、詞語連連看、閱讀

練習、模擬面試和簡歷仿寫。 

 其中閱讀練習的部分佔相當大的篇幅，其中一道題目是給學習者四位

應聘者的簡介，再來，有四篇招聘廣告，學習者必須依找每個應找的不同

情況替他們找到合適的工作職位，在這裡，學習者必須仔細的對應每個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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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所開出的不同條件，也可以透過這個練習讓學習者知道一般招聘廣告上

會出現什麼樣的條件，比方說：年齡、學歷、有無工作經驗等等。 

 除閱讀練習外，本教材一樣安排有模擬面試的教學活動，其情境為：

見《新絲路高級商務漢語綜合教程 II》第 1 頁， 

假設你是某公司人事部經理。現在該公司需要招聘一名廣告設計人

員，你需要對前來應聘的人進行面試。在你們的對話中，要包括下面提

示的所有內容： 

專業、工作經驗、興趣愛好、為何應聘這份工作、對本公司的了解有多

少…… 

在這個教學活動中，教師同樣可以請學習者以小組為單位進行模擬面試

的練習，但就其情境描述和問題設計而言稍顯得有些薄弱和單調，可能

仍須教師提供更多的講解和補充，是本教材有些可惜的地方。 

 

六、 縱橫商務漢語：高級綜合教程 1 

 本教材中的第五課題為招聘面試，當中的教學活動設計安排分別有聽

一聽、說一說、讀一讀、寫一寫，在聽、說、讀、寫四個方面的教學非常

平均，特別的是在正式的課文之前，有一個導入的部分，題目相當有趣，

內容為：見《縱橫商務漢語：高級綜合教程 1》第 42 頁， 

這是一則招聘題目，要求把下列 12 個字填在 11 個空格內。如果你是應

聘者，你將怎麼填？（填好後，可以參考本課的案例分析） 

＊不用對對手懷有過多的慈悲 

           
 

這個題目相當有趣，可以讓學習者先思考一番，之後揭曉的時候能讓學習

者感到中文的有趣和招聘者絕妙的人事安排。 

在有趣的思考導入之後，一開始即以聽一聽和說一說兩個練習讓學生

進入本課的教學，而在說一說方面，諸葛亮求職一圖以詼諧的方式點出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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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時的一些現象，圖片後接續的小組討論問題為：見《縱橫商務漢語：高

級綜合教程 1》第 43 頁， 

3~5 人一組，結合上面的漫畫以及自己或朋友的求職經歷，說說在當今

的招聘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正常的現象。 

這個問題也能讓學習者針對現實社會的招聘應聘問題作出思考。 

 除了以上的練習之外，在寫一寫的部分，題目如下：見《縱橫商務漢

語：高級綜合教程 1》第 51 頁， 

選擇一家你熟悉的公司，寫一份公司簡介。這是針對應聘者的一個公司

情況介紹，包括公司在全球和在中國的基本情況、公司的現狀和未來發

展戰略等信息。 

在這個教學活動的安排，學習者必須在課堂之外自行查找資料，詳細了解

題目上的問題之後，在寫成一段篇章，對於學習者來說將會是一個新的挑

戰，也有助於學習者在日後面試時，準備應聘的公司資料應答時，知道該

如何事先準備等等知識，是一項實用的教學練習。 

 本教材在教學活動的安排上跳脫以往教材均由課文或是生詞先開始課

程的想法，而是先讓學生直接接觸聽力材料和練習口語，是本教材非常有

趣且獨樹一幟的編排，聽、說、讀、寫四項的教學練習也逐一練習，並不

特別偏頗哪一項，能讓學習者受到非常平均且完整的教學內容。 

 

七、 遠東商務漢語Ⅲ 

在本教材中，第三課工作與福利是有關招聘與應聘的一教學單元，課

文後有詞語練習、聽力理解、閱讀理解、你怎麼說四大項練習，在聽、說、

讀、寫方面也是非常完整，特別的是在課文中即出現了真實材料的展示。  

在閱讀理解的練習活動中，題目為某一公司之總經理想要知道應聘者

的過往工作表現，而向應聘者之前的公司副總經理請教期的工作表現，此

一內容是其他教材中沒有出現過的書信內容，但卻也實際可能發生在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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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應聘的真實情況中，也可以讓學習者就這封書信的內容來學習在應聘的

過程中，招聘方 為看中的部分為哪些？ 

在全部的練習活動結束後，編者還提供了兩份中、西式簡歷範例讓學

習者參考，讓學習者可以直接清楚的比較兩者在文句安排上的不同，格式

的不相同等等。 

本教材在聽、說、讀、寫方面均讓學習者練習，也提供了真實的材料

的補充。 

 

貳、聽說類商務華語教材內容說明 

    本次的聽說類商務華語教材，研究者一共選擇了 2010 至 2016 年期間

所出版之含有招聘與應聘單元商務華語教材，研究將逐一檢視其教學活動

之安排，書目如下： 

表 四-3：包含招聘與應聘教學單元之聽說類商務華語教材 

編

號 書名 主編 出版

年 出版社 

1 發展商務漢語：口語篇 
李泉 
王淑紅 
游舒 

2010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 發展商務漢語：聽力篇 李泉 
游舒 2010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3 高級商務漢語會話教程(上) 劉麗瑛 2012 北京語言大學 
4 商務口語流利說 辛玉彤 2013 華語教學出版社 
5 新商務漢語聽力與口語教程(上) 鄧如冰 2014 清華大學 

一、發展商務漢語：口語篇 

 在本教材中的第七課為我是來參加面試的，課文部分一共有六個小對

話組成，分別為我接到面試通知了、那肯定不會錄用你、我是來參加面試

的、我心裡還是打鼓、我有能力勝任這份工作、考官提的問題挺尖銳的等

六個段落。 

 在全部的對話結束之後才有教學練習的安排，在教材中稱為任務單，

共有五個的任務，依序有任務一：根據課文內容完成句子；任務二：根據

圖片或描述，用所給的詞語說一說；任務三：請找出哪個句子的意思跟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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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不一樣；任務四：角色扮演；任務五：我能行。雖然本教材歸類為聽說

教材，但因為著重要口語部分，而使得聽力練習的部分在本課中少有著墨。 

 本課的課名為我是來參加面試的，因此重點即在面試的部分，在任務

四的角色扮演，編者安排了四個不同的情境，如下：見《發展商務漢語：

口語篇》第七課我是來參加面試的任務四，第 83 頁 

1.自我介紹 

姓名、年齡、學習經歷、工作經歷、愛好、優點、缺點 

參考詞語：專業、畢業、實習、個性、原公司、職位、挑戰 

2.為面試做準備 

求職者：接到面試通知、請求幫助、提問題、感謝 

朋友：祝賀、面試建議、提醒、希望 

參考詞語：接到、恭喜、肯定、小看、簡歷、突出、勝任、有道理、從…… 

          說起、錄用、照片 

3.面試 

考官：詢問工作經歷、為什麼離開、缺點、對待批評、期望薪酬 

面試者：回答問題 

參考詞語：原公司、職位、挑戰、訓練、經驗、通常、態度、收入、 

          同等、具體、數字 

4.面試後和朋友交流 

朋友：詢問面試情況、勸告、鼓勵 

面試者：面試過程、擔心、希望 

參考詞語：尖銳、非、心裡打鼓、把握、要是……就好了、……都…… 

          了、背景、經歷、肯定 

在這個情境的安排上，從一開始準備自我介紹到為面試做準備、面試、面

試後，一整個過程非常流暢，當中出現的人物除了面試者本人之外，還有

朋友和面試官，讓教師可以指定不同的學習者練習當不同的人物扮演，可

能學習者不一定有面試的經驗，但大多可能有身邊朋友去面試的經驗，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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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也可將生活中實際發生的情境移植到課堂的角色扮演中，也更能夠幫助

學習者融入角色的扮演。編者在每個情境之後也加上了參考詞語，一方面

可以讓教師檢視學生是否將本課的生詞運用在角色扮演的活動中，一方面

也可以作為提醒學習者的有利工具，一舉兩得。 

 

二、發展商務漢語：聽力篇 

 本教材中的第七課題為招聘與應聘，一共由三段課文組成，分別為面

試通知、銷售代表、就業壓力。和前一份《發展商務漢語：口語篇》安排

的不同為每一個課文後隨即皆有任務單，且因為本教材已訓練聽力為主，

故所有練習活動均為聽力練習，分三個部分，核心句練習、課文練習、實

戰練習，且回答選題方式也是簡單的選擇題為主，只有一大題必須書寫，

但也是書寫生詞且可以書寫漢語拼音方式答題，整體而言本教材著重在聽

力部分，故其他說、讀、寫部分並無在本教材中有練習的題目。 

 

三、高級商務漢語會話教程(上) 

 本教材的第一單元為雙向選擇（招聘），本單元中又包含三課的課文

內容，分別是第一課：招聘臨時雇員、第二課：面試考察、第三課：人才

尋訪，本教材著重在會話的訓練，練習活動方面又分做課堂練習和課後練

習，而練習的內容均圍繞著課文的內容，課堂練習的內容有：問一問、說

一說、分組表演，課後練習的內容則有練一練、答一答、語段表達，在整

個單元之後有一綜合練習，內容為：為加點的字選擇正確的讀音、根據句

子內容，選擇正確答案、為下列詞語選擇合適的解釋、用指定的詞語改述

下列句子， 末還有一課上討論題。 

 每一課之後的練習內容雖以會話為主，但綜合練習部分則是除了聽力

之外說、讀、寫均有練習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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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課堂練習和課後練習基本上均已課文內容為主，因此較少有能貼

近學習者真實生活方面的經驗，這點是本教材稍微可惜的部分，但在課文

部分，每個話輪中都標有文句想表達的言外之意或是語氣等表示，如下： 

見《高級商務漢語會話教程(上)》第 5 頁， 

趙亮：（笑著）說說看，如果聘用你，怎麼與上司搞好關係？ 

言外之意：以詢問方式改變話題。 

奧麗亞：這個，恐怕三五句話說不清楚。 

語氣：委婉表達方式。 

這些提示可以讓學習者在學習會話方面更加掌握說話者的意思，也有助於

學習者往更高的會話水平前進。 

 綜合練習的 後安排了一個課上討論問題為：在中國就業，外國人可

能會遇到哪些問題？這個問題可以視作貼近學習者的一個提問，讓學習者

能自由地發揮，說出自己自身的經驗或是朋友的經驗分享，但整個單元只

安排了這一個貼近學習者自身的問題是本教材有些可惜的部分，應該多增

加一些引入學習者自我經驗的問答。 

 

四、商務口語流利說 

 《商務口語流利說》 教材中的第十一課為人員招聘—求職與面試，在

正式進入課文之前，有兩個熱身話題，分別為： 

1.你有過找工作的經歷嗎？請談談當時的情況。 

2.如果你負責招聘銷售部職員的話，會提哪些條件呢？ 

以這兩個問題幫助學習者進入本次要教授的主題，且同時以應聘者及招聘

者兩方的不同情況思考。 

 在本課的安排上，熱身話題後，緊接著即是一任務，學習者必須就任

務上的指示設計一次的面試對話，除此之外還必須符合下列的要求： 

1.面試過程氣氛輕鬆、自然，主考方盡力讓受試者完全表現自我個性和特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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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面試中，馬丁利用機會充分表現自己的優勢，顯得很自信，受到公司 

  主管的關注並 終贏得了這份工作。 

在這個任務中，學習者可以依照以給的情境安排和主角心態出發設計這次

的面試對話，情境描述得相當準確，學習者能立即進入狀況，必須快速的

思考，也協助教師讓學習者能馬上沈浸在面試的情境當中。 

 本教材著重訓練的部分仍是以會話為主，上述的對話任務之後，編者

提供了一對話範例，並就此對話範例解析了當中的話語分析，舉例說明如

下：見《商務口語流利說》第 85 頁， 

招聘方的言語策略 

＊詢問應聘者的要求—對於待遇你有什麼特別的要求嗎？ 

                    如果聘用你的話，什麼時候能來上班？ 

應聘方的回應策略 

＊表達自己對工作的重視—我非常珍惜這個工作機會，而且我向來不打 

                         無準備之仗 

                        對我來說，收入並不是 重要的，我更重視 

                         這份工作是否有發展前途，是否有挑戰性。 

                         這也是我希望來貴公司工作的主要原因。 

                        我現在沒有什麼是。如果公司需要用人的話， 

                         我可以馬上開始上班。 

在這個範例話語分析中，清楚的點出了招聘方和應聘方之間的意思，也提

醒應聘者如何展現自己的優勢，以及如何讓招聘方感受到你的誠意，對工

作的重視等等。 

 練習的部分在範例話語分析之後，一共有五個部分，分別是詞彙練習、

句子練習、範例理解、語篇練習、案例分析。其中 特別的部分是 後的

案例分析，它提供了三間公司的面試方式供學習者參考，分別為：見《商

務口語流利說》第 89-90 頁， 

1.Sony 公司面試—“排排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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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惠普公司面試—“情景模擬” 

3.西門子公司面試—“結構性面試” 

並詢問學習者：假設你是一個求職者，如果去上述公司應聘，讀了上述

二例後，你會怎樣準備面試？ 

 

這有助於學習者理解到不同公司所安排的不同面試方式，也能就不同的面

試方式讓學習者練習準備不同的應對方式，盡力凸顯出自己的競爭優勢，

順利取得工作機會。 

 

五、新商務漢語聽力與口語教程(上) 

 本教材中的第八單元為求職應聘，是以訓練聽說方面為主的教材，在

正式進入課文之前有三個熱身話題，分別是： 

1.你有找工作的經歷嗎？ 

2.你面試的時候會緊張嗎？怎麼消除緊張情緒？ 

3.你認為怎樣才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 

能幫助學習者欲先了解本課所要教授的主題內容。 

 在課文之前便是聽力部分的練習，供分做兩大題，第一大題為聽錄音，

根據課文內容選擇正確答案，第二大題為體會下面兩句話，仿照它的格式

用黑體字各造一個句子。緊接這為綜合練習部分，共有六個部分，分別為

一、多音字練習 

二、選擇下面的詞語填在橫線上 

三、聽錄音，根據句子內容填空 

四、聽錄音，根據對話內容選擇正確答案 

五、聽下面各大著名公司對企業人才的要求，並把合適的選項甜到相應公 

     司名稱的後面 

六、口語訓練：模擬招聘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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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綜合練習之後，才有主要的兩個課文部分，課文一為我想找份兼職工

作，課文二為面試的技巧。 

 從以上可以看出本教材著重的重點在聽力和口語的練習，在教學活動

的安排上比較特別的部分為 後的模擬招聘會，其內容說明如下：見《新

商務漢語聽力與口語教程(上)》第 115 頁， 

    每五人一組，在小組中，1 人扮演招聘者，其餘扮演應聘者。招聘者

和應聘者須分別準備以下材料： 

招聘者：1)公司介紹；2)招聘計劃和要求；3)詢問應聘者的問題 

應聘者：1)個人簡歷；2)自我介紹；3)詢問招聘者的問題 
透過模擬面試，可以讓學習者確實的演練真實的面試情景，也因為每人的

角色不同所準備的內容也不相同，且只有一人扮演招聘者的角色，其餘四

人扮演應聘者，能讓學習者更加有想要與他們競爭取得工作機會的意識，

對於個人積極表現的部分相信也會有所加強。 

 

參、讀寫類商務華語教材內容說明 

    本次的讀寫類商務華語教材，研究者一共選擇了 2010 至 2016 年期間

所出版之含有招聘與應聘單元商務華語教材，逐一檢視其教學活動之安排，

書目如下： 

表 四-4：包含招聘與應聘教學單元之讀寫類商務華語教材 

編

號 書名 主編 出版

年 出版社 

1 高級商務漢語閱讀 華霄穎 2010 華東師範大學 

2 發展商務漢語：讀寫篇 李泉 
么書君 2010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3 商務漢語寫作(上) 周紅 2011 學林 
4 縱橫商務漢語．中級閱讀教程 1 陳珺 2013 高等教育 

5 新商務漢語精讀教程(上) 

周 晨
萌、 
曹晉、 
唐興全 

2014 清華大學 

6 新商務漢語閱讀與寫作教程(上) 哈嘉瑩 2015 清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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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級商務漢語閱讀 

 本教材中的第八課為人力資源，其中課文部分分做核心課文、相關鏈

接和延伸閱讀三個部分，核心課文的題目為阿里巴巴：需要 “獵犬”培訓

“小白兔”，相關鏈接的題目為人力資源，延伸閱的部分為“50”與

“500”。在每一個課文之後均有理解與表達的小練習，目的是為了讓學習

者能快速地總結閱讀篇章的大意內容，在所有課文之後，有綜合練習的部

分，內容包括有熟讀商務詞組、詞彙辨析、根據要求改寫句子、小組協作

任務， 末有一個附錄是一個個人簡歷的範例供學習者做參考。 

 本教材明顯的史以訓練讀寫為主，共有三篇課文，且每一篇篇幅都不

算短，後面的綜合練習部分，也要求學習者比須閱讀長句後寫下詞語或是

改寫長句，非常考驗學習者。特別是 後的小組協作任務部分，說明如下： 

見《高級商務漢語閱讀》第 116 頁， 

    以小組為單位，搜集某行業不同公司的招聘廣告，據此分析不同公

司對員工的要求。寫成報告，在課堂上交流。 

就以上的任務，對學習者而言，不僅必須先以各種形式搜集到不同的招聘

廣告，上網、公佈欄、報紙等等來源，還必須能夠閱讀正確的招聘要求，

整理之後在寫成報告， 終還要在課堂上和別的小組成員分享，是一項不

簡單的任務。此任務可以讓學習者主動的去查找真實世界的材料，不只限

於在課本中篇章閱讀。 後附上的個人簡歷，也能讓學習者作為個人簡歷

的範本並仿寫。 

 

二、發展商務漢語：讀寫篇 

 本教材中的第七課為我可以去應聘嗎？是一訓練讀寫的教材。其中包

括兩個閱讀部分，閱讀一、閱讀二，在每個閱讀部分之後即有任務單和實

戰練習部分。任務單的內容有五或四個部分，分別為在短文中找到與下列

詞語搭配的詞語、根據短文填空、判斷正誤、回答問題、在短文中找到與

下列表達相同或相近的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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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教材在課文的閱讀部分即為真實材料的仿寫，閱讀真實材料的仿寫

能讓學習者快速理解真實材料的形式，並在課外接觸到真實材料時能立即

做出反應並瞭解它的內容。 

 在實戰練習一的部分，是給學習者一篇真實材料的仿寫，讓學習者判

斷這份簡歷中的應聘者是否能得到這份廣告公司的工作。學習者可能就自

身的判斷會給出不同的意見，這時教師也可以安排由正反方分別闡述他們

各自的意見，讓學習者說出自己所認為適任及不適任的部分。 

 在實戰練習二的部分，也讓學習者練習簡歷的寫作練習，題目為：見

《發展商務漢語：讀寫篇》第 56 頁， 

   一所小學要招聘一名外語教師，請你為自己寫一份簡歷。 

因為學習者每個人來自的國家地區不同，所以可以請學習者針對自己不同

的語言專長和優勢練習簡歷的寫作。 

 

三、商務漢語寫作(上) 

 本教材中關於招聘與應聘相關的內容為第一單元第三課的啟示、第二

單元第八課的求職信與個人簡歷、第三單元第十課的聘用書。 

 本文所訓練的重點在於寫作，因此在文中提供了大量的範例讓學習者

參考並仿寫，以下就每課的內容及教學活動練習做說明： 

 

（一）啟示 

 在本課中，從課文的部分就是一系列的範例展示，共有四個部分，分

別是各個不同公司的啟示，與招聘應聘相關的則是其中的例文三：招聘啟

事，也給了真實材料的圖示，讓學習者能夠透過範例了解招聘啟事的內容。 

課文之後，本課含有綜合練習的部分，共分做五大項，依序為選詞填

空、模仿造句、用書面語改寫句子、完形填空、寫作任務。完形填空是以

一招聘啟事為內容，要學習者填入相應的生詞，寫作任務有兩個部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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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任務一即是有關招聘的寫作任務，題目為：見《商務漢語寫作(上)》第 34

頁，	

    因應業務發展迅速，一家電器公司需要招聘一名財務主管。具體招

聘條件是：本科以上學歷，熟悉計算機操作，有良好的英語表達能力，

有企業管理工作經驗。如果有五年以上企業管理工作經驗的應聘人員，

可以優先考慮。請你替公司寫一則招聘啟事。 

因前面課文及完形填空部分均有招聘啟事的例文，學習者在 後這項任務

中可以參照前面的例文，自己動手寫一份招聘啟事，是訓練招聘者能夠寫

出一篇招聘啟事外，更重要的是能夠理解招聘方所需要的條件，並逐一清

楚說明。 

 

（二）求職信與個人簡歷 

 在本課中一樣給了學習者三篇例文，內容分別是求職信和個人簡歷。

其後的綜合訓練部分，依序包括有選詞填空、句型練習、用書面語改寫句

子、完形填空、寫作任務。 

 寫作任務共有兩題，必須依照當中所給的招聘啟事，寫一封兩百五十

字的求職信，第二題是依據所提供的自我介紹，寫一份個人簡歷。在寫作

任務方面，本教材都提供了真實材料的仿寫，讓學習者可以依據所給的內

容按部就班的寫出題目所要的求職信和個人簡歷。 

 在之後還補充了文書知識，共有四大項，標題分別為： 

一、求職信的意義 

二、求職信的篇章結構 

三、求職信的寫作要點 

    1.內容要有針對性 

    2.充滿自信，目的明確 

    3.表達思路清晰，簡明扼要 

四、求職簡歷的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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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訓練學求職信和個人簡歷部分來說，本教材所提供的內容及教學已十分

完備。 

（三）聘用書 

 在本課中，課文部分展示了四篇聘用書的範例，之後也有綜合訓練的

部分，依序為選詞填空」模仿造句、用書面語改寫句子、完形填空、寫作

任務。 

寫作任務共有兩個題目，分別為：見《商務漢語寫作(上)》第 122 頁，	

任務一： 

    某公司聘請一位技術顧問，負責新產品的開發，聘其為兩年，年薪

10 萬元，請為這家公司寫一份聘用書。 

 

任務二： 

    某企業聘請一位工程師，每週工作五天，每天八小時，聘期暫定為

一年，每月酬金 8000 原，此外，還享受企業休假等一切待遇。請為這家

企業寫一份聘用書。 

由課文給的範例和綜合練習的完形填空範例來看，寫作任務對於學習者來

說並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任務，而教師在這個部分可以搭配前面的範例跟學

習者講解這個部分的寫作任務。 

  

四、縱橫商務漢語．中級閱讀教程 1 

 在本教材中的第一課即為招聘和應聘，課文安排一共分做四個部分，

依序為圖片閱讀、閱讀技巧：快速閱讀、實用閱讀、拓展閱讀部分，每一

個閱讀部分之後均有小練習。在課文之前有四題熱身問題幫助學習者了解

本課的內容大要，題目分別是：見《縱橫商務漢語．中級閱讀教程 1》第 3

頁， 

1.如果你要找工作，首先需要準備什麼？ 

2.準備過程中你還需要注意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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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找工作之前，你有沒有實習過？如果有，說說你的實習經歷。 

4.你喜歡做什麼樣的工作？你對自己的工作有什麼期望和要求呢？ 

 在本教材中特別的部分是這是訓練閱讀的一份教材，但是閱讀的部份

不一定只是文字，也可能是圖表或是圖片，例如在第一部分的圖片閱讀即

是如此，課本提供了圖片，而隨圖片下方的題目為：找工作前應該準備好

什麼？圖片上提到哪幾種投簡歷的方式？公司一般用什麼方式通知面試？

對你進行面試的人叫什麼？還有課堂討論的題目為：你認為面試過程中需

要注意什麼？根據這些內容可以看出本教材希望跳脫出閱讀只有閱讀文

字這方面的框架，而是帶給學習者更多不同形式的閱讀材料刺激。 

 

五、新商務漢語精讀教程(上) 

 本教材中的第一課為求職面試，課文部分由一對話和一主課文以篇章

形式呈現組成，在對話課文之後有課後練習部分，主課文之後有綜合練習

的部分。 

 在進入課文之前，有三個導讀問題供學習者思考，分別如下：見《新

商務漢語精讀教程(上)》第 1 頁， 

1.你參加過面試嗎？在面試的時候，你應該怎麼介紹自己？ 

2.如果你是公司的人事經理，在面試過程中，你會問什麼問題？ 

3.你覺得面試的時候應該注意什麼？ 

由導讀問題讓學習者熱身思考，更加容易進入接下來的課文主題。 

 對話式課文之後所安排的課後練習內容分別是：寫出下列詞語的反義

詞、在橫線上填寫可以搭配的詞語、選詞填空、仿照例句完成句子、看誰

答得好、看誰演得好。在看誰演得好的部分，是一模擬面試的任務，教材

提供了場景、人物和任務，學習者必須依照要求來角色扮演，如下所示：

見《新商務漢語精讀教程(上)》第 10 頁， 

場景：求職面試會場 

人物 1：求職者 

 

角色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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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參加面試求職 

人物 2：人力資源部經理 

任務：主要負責向求職者提問，並回答問題 

人物 3：人力資源部助理 

任務：向求職者提問，並回答問題 

和你身邊的兩位同

學分別扮演上面的

人物，模擬真實的

場景，展開一段對

話。 

從以上教學活動可以看出，訓練讀寫的教材，也仍認為模擬真實的情境有

其必要性。 

 在主課文之後的綜合練習部分，所包括的題型有：詞語連線、選詞填

空、連詞成句、用所給詞語完成句子、用所給詞語改寫句子、任務練習。 

 

六、新商務漢語閱讀與寫作教程(上) 

 在本教材的招聘應聘相關教學安排，是在第一單元財經人物後的單元

寫作練習和第二單元品牌故事後的寫作練習。 

 在第一單元的單元寫作練習，主要是訓練學習者如何書寫個人簡歷。

先分段的說明個人簡歷的內容再提供一個人簡歷的模板讓學習者可以仿

寫，之後再有寫作任務和寫作指導。個人簡歷的分段內容分別有：關於個

人簡歷、個人簡歷範文（個人信息、教育背景、工作經驗、個人特長、聯

繫方式）。在個人簡歷模板之後，學習者在寫作任務中即必須自己完成一

份個人簡歷， 後則是寫作指導部分，是由教師指定句型，在完成寫作任

務。 

 第二單元的寫作練習，主要是訓練學習者者如何寫出流暢的求職信。 

和前一單元相同，先分段說明求職信的內容，在提供求職信模板供練習者

練習，之後再有寫作任務和寫作指導。求職信的分段說明有關於求職信、

求職信範文。比較特別的是在本單元中的求職信模板共分做兩種，一為在

職人員的求職信模板，一為在校學生的求職信寫作模板，供不同的學習者

練習仿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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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綜合類商務華語教材分析 

 本研究所分析之綜合類教材如下: 

1. 卓越漢語‧公司實戰篇 

2. 贏在中國－商務漢語系列教程.提高篇 

3. 卓越漢語：商務致勝(4) 

4. 新絲路中級商務漢語綜合教程(商務篇)I 

5. 新絲路高級商務漢語綜合教程 II 

6. 縱橫商務漢語：高級綜合教程 1 

7. 遠東商務漢語Ⅲ 

下表依序以編號以綜 1、綜 2、綜 3、綜 4、綜 5、綜 6、綜 7 代表《卓越漢

語‧公司實戰篇》、《贏在中國－商務漢語系列教程.提高篇》、《卓越漢

語：商務致勝(4)》、《新絲路中級商務漢語綜合教程(商務篇)I》、《新絲

路高級商務漢語綜合教程 II》、《縱橫商務漢語：高級綜合教程 1》、《遠

東商務漢語Ⅲ》，檢視綜合類教材中是否涵蓋聽、說、讀、寫四項教學技

能、跨文化教學與非語言交流之內容。 

 

表 四-5：綜合類教材中招聘應聘訓練內容 

編

號 
聽力訓練 口說訓練 閱讀訓練 寫作訓練 跨文化教學 非語言交流 

綜

1 

無 無 簡歷材料 無 1.中英文簡

歷之對照 

2.面試須知 

1.面試須知 

綜

2 

無 1.角色扮演 

2.替換練習 

3.調查活動

（小組討論

1.簡歷材料 

2.判斷正誤 

3.閱讀理解 

1.招聘廣告

寫作 

2.個人簡歷

寫作 

1.中國企業

和外國企業

的招聘程序

各是什麼樣

1.面試衣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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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上 台 報

告）	

4.模擬面試	

子？有什麼

忌諱？ 

綜

3 

1.根據聽到

的句子，選

擇正確答案 

1.看圖說話 

2.情景會話 

3.討論	

4.導讀問題	

1.閱讀練習 

2.招聘啟事

材料 

3.求職信範

本 

1.選詞填空 

2.完成句子 

3.招聘寫作 

無 無 

綜

4 

1.聽錄音，選

出 恰當的

答案 

1.討論 

2.模擬招聘

方介紹公司

及招聘條件 

3.課前準備

問題	

4.對話練習	

5.模擬面試	

1.招聘廣告

材料 

2.閱讀練習 

1.公司部門

填寫 

2.公司簡介

仿寫 

3.招聘信息

仿寫	

4.簡歷仿寫	

5.求職信仿

寫	

1.對比你的

國家，哪些

條件是招聘

條件中一定

要寫明的？

並 做 出 對

比。 

無 

綜

5 

無 1.設計面試

對話 

1.招聘啟事

材料 

2.閱讀練習 

3.簡歷材料 

1.詞語填空 

2.完成對話 

無 無 

綜

6 

1.聽錄音，選

擇正確的答

案 

1.小組討論 

 

1.導入問題 1.詞語填空 

2.公司簡介

寫作 

3.導入問題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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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表，可以看出在七本綜合類教材中，關於聽力訓練的部分，只

有四本教材中含有聽力訓練內容，另外三本則無，以下表示之： 

 

表 四-6：含有聽力訓練之綜合類教材 

 教材編號 

 

訓練內容 

綜 1 綜 2 綜 3 綜 4 綜 5 綜 6 綜 7 

聽力訓練   v v  v v 

在綜 3、綜 4、綜 6、綜 7 四本教材中所有的聽力訓練，分別都以聽錄

音後，在教材上提供(A)(B)(C)(D)四個選項，選擇正確的答案填在相應的括

弧中。 

在口說訓練方面，七本綜合類教材除綜 1 教材外均設計多樣題型供學

習者練習參考，以下表示之： 

表 四-7：綜合類教材的口說訓練內容 

 教材編號 

 

訓練內容 

綜 1 綜 2 綜 3 綜 4 綜 5 綜 6 綜 7 

角色扮演/

模擬面試/

情景會話 

 v v v v   

替換練習  v      

看圖說話   v     

小組討論  v v v  v  

綜

7 

1.聽錄音，選

擇正確的答

案 

1.回答相應

問題 

1.招聘啟事

材料 

2.閱讀練習 

3.簡歷材料 

1.詞語填空 

 

中西式簡歷

範本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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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暖身   v v    

就上表，含有角色扮演、模擬面試、情境會話的口語訓練教材有四本，

分別為綜 2、綜 3、綜 4、綜 5，替換練習只有一本教材，為綜 2，看圖說

話部分也是一本教材，為綜 3，小組討論練習共有四本，分別為綜 2、綜 3、

綜 4、綜 6，課前的暖身問題有兩本教材，分別為綜 3、綜 4。 

 口說練習中以角色扮演、模擬面試、情境會話和小組討論這兩個部分

佔大多數，各有四本教材含有此項練習，說明在綜合類教材中，若是要訓

練學習者口說方面的能力，此兩種口說練習項目值得參考。 

 在閱讀訓練方面，七本綜合類教材都提供了學習者不同的資源及練習，

以下表示之： 

表 四-8：綜合類教材的閱讀訓練內容 

 教材編號 

 

訓練內容 

綜 1 綜 2 綜 3 綜 4 綜 5 綜 6 綜 7 

簡歷材料 v v   v  v 

閱讀練習  v v v v  v 

招聘廣告材

料 
  v v v  v 

求職信範例   v     

導入問題      v  

就上表，含有簡歷材料的教材有四本，分別為綜 1、綜 2、綜 5、綜 7，

含有閱讀練習的教材有五本，分別為綜 2、綜 3、綜 4、綜 5、綜 7，含有

招聘廣告材料的教材有四本，分別為綜 3、綜 4、綜 5、綜 7，含有求職信

範例的只有一本，為綜 3，導入問題的閱讀訓練只有一本，為綜 6。 

 閱讀訓練中，七本教材佔大多數的訓練題型為簡歷材料、閱讀練習和

招聘廣告材料，超過半數教材以上含有這三項閱讀訓練項目，說明在綜合

類教材中的閱讀訓練應該以這三類為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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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寫作訓練中，七本教材除綜 1 未提供寫作訓練外，其他六本教材均

提供了不同的寫作訓練題型，見下表：  

表 四-9：綜合類教材的寫作訓練內容 

 教材編號 

 

訓練內容 

綜 1 綜 2 綜 3 綜 4 綜 5 綜 6 綜 7 

招聘廣告寫

作 
 v v v    

簡歷寫作  v  v    

選詞填空   v  v v v 

完成句子/對

話 
  v  v   

求職信寫作    v    

公司簡介/部

門寫作 
   v  v  

導入問題      v  

就上表，含有招聘廣告寫作練習的教材共有三本，分別為綜 2、綜 3、

綜 4，含有簡歷寫作練習的共有兩本教材，分別為綜 2、綜 4，選詞填空練

習部分為 多教材包含的練習，共有四本教材，分別為綜 3、綜 5、綜 6、

綜 7，含有完成句子、完成對話練習的兩本教材，分別為綜 3、綜 5，求職

信寫作只有一本教材，為綜 4，公司簡介、公司部門寫作練習有兩本教材，

為綜 4、綜 6，導入問題只有綜 6 一本教材中包含。 

 在寫作練習方面，可以看出教材在選擇題型上的分配較為平均，除選

詞填空、招聘廣告寫作佔大多數外，簡歷、求職信、完成句子、公司部門

等寫作練習題型都曾出現在教材的寫作練習中。 

 在跨文化教學內容上，七本教材中並不是每一本教材均出現相應教學

內容，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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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0：含有跨文化教學內容之綜合類教材 

教材編號 

 

訓練內容 

綜 1 綜 2 綜 3 綜 4 綜 5 綜 6 綜 7 

跨文化教學 v v  v   v 

在跨文化教學上，七本綜合類教材有四本含有跨文化教學內容，分別

為綜 1、綜 2、綜 4、綜 7，雖超過半數提供了跨文化教學的內容，綜 1、

綜 7 兩本教材內容均包含中西式簡歷的對比，綜 1 的面試技巧中還提醒了

學習者關於華人的工作態度等內容，綜 2 及綜 4 則是將跨文化教學內容包

裝在口語訓練中，以小組討論和課堂討論的方式將跨文化教學的內容帶給

學習者。 

 非語言交流的教學方面，七本教材中，僅有兩本教材含有非語言交流

的內容，見下表： 

 

表 四-11：含有非語言交流教學內容之綜合類教材 

教材編號 

 

訓練內容 

綜 1 綜 2 綜 3 綜 4 綜 5 綜 6 綜 7 

非語言交流 v v      

在非語言交流的教學內容上，七本教材僅有綜 1、綜 2 包含非語言交

流教學的內容，綜 1 的非語言交流內融為面試須知，當中有關於著裝及肢

體語言的描述，著裝方面可以呼應到前述關於非語言交流分類中客體語的

展現部分，肢體語言的提示也可歸類為前述非語言交流中體態語的展現，

綜 2 當中的非語言交流教學內容為面試氣氛和面試衣著兩方面，面試衣著

一樣歸為前述非語言交流中的客體語展現。 

依據上述，研究者就本次七本綜合類教材歸納出含有招聘應聘單元之

商務華語教材需涵蓋聽、說、讀、寫四項技能之重點教學內容及練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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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來檢視下列聽說類及讀寫類教材內容，並進以提供之後的教材設計內

容大綱，本次綜合類教材的重點教學內容及教學活動研究者整理如下表示

之： 

表 四-12：招聘應聘單元教材之教學重點項目 

訓練內容 

聽力訓練 聽錄音回答問題 

口說訓練 
角色扮演/模擬面試/情景會話 

小組討論 

閱讀訓練 

閱讀練習 

招聘廣告材料 

簡歷材料 

寫作訓練 

選詞填空 

招聘廣告仿寫 

公司簡介仿寫 

簡歷寫作 

完成句子/對話 

就上表，再加入跨文化教學和非語言交流兩個項目，逐一檢視之後的聽說

類和讀寫類教材教學內容及教學活動安排。 

伍、聽說類商務華語教材分析 

本研究之聽說類教材如下： 

1.發展商務漢語：口語篇 

2.發展商務漢語：聽力篇 

3.高級商務漢語會話教程(上) 

4.商務口語流利說 

5.新商務漢語聽力與口語教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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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依序以編號以聽說 1、聽說 2、聽說 3、聽說 4、聽說 5 代表《發展商

務漢語：口語篇》、《發展商務漢語：聽力篇》、《高級商務漢語會話教

程(上)》、《商務口語流利說》、《新商務漢語聽力與口語教程(上)》，以

上述綜合類教材中訓練之重點項目檢視聽說類教材中的教學內容、跨文化

教學與非語言交流之內容。見下表： 

表 四-13：聽說類教材之教學內容 

             

           教材編號 

訓練內容 

聽說

1 

聽說

2 

聽說

3 

聽說

4 

聽說

5 

聽力訓練 
聽錄音回答問題  v   v 

其他      

口說訓練 

角色扮演/模擬面

試/情景會話 
v  v v v 

小組討論    v  

其他    v   

閱讀訓練 

閱讀練習      

招聘廣告材料      

簡歷材料      

其他    v v 

寫作訓練 

選詞填空     v 

招聘廣告仿寫      

公司簡介仿寫      

簡歷寫作      

完成句子/對話 v   v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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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教學   v v  

非語言交流    v v 

就上表，在聽力練習方面，只有聽說 2、聽說 5 兩本教材含有聽力練

習，但就教材設定的練習能力而言，五本聽說類教材中，僅有聽說 2、聽

說 5 是以訓練聽力、聽說能力為者的教材。 

在口說能力的教學活動中，除聽說 2 是完全沒有之外，聽說 1、聽說

3、聽說 4、聽說 5 都含有口說能力的教學活動，其中角色扮演、模擬面試、

情景會話此項練習均出現在這四本教材中，聽說 4 這本教材還包含了小組

討論這項口語練習活動，在其他方面，聽說 3 教材中還有讓學習者語段表

達的練習，要求學習者就提示內容，說出成段的意見陳述，以及熱身問題

的口說練習，由以上可以說明在聽說類教材的口語練習中，角色扮演、模

擬面試、情景會話是教材中的主要練習項目。 

在聽說類教材中，閱讀能力的教學內容也可能出現在教材中，在聽說

4、聽說 5 兩本教材中都出現了有關閱讀方面的教學活動，雖未出現一般常

見的閱讀教學內容及活動，但在其他方面，聽說 4 中，即包含了招聘流程、

案例分析的閱讀材料，聽說 5 中也出現面試技巧的材料閱讀。由此可知，

聽說類教材除了提供學習者聽說類的能力練習之外，也可能補充其他的閱

讀材料在教材中。 

寫作練習的教學內容也出現在了聽說類教材中，分別為聽說 1、聽說

4、聽說 5 三本教材，其中聽說 1、聽說 4 兩本教材中均安排了完成句子/對

話的寫作練習，聽說 5 中安排了選詞填空練習。 

跨文化教學方面，五本聽說類教材中，聽說 3、聽說 4 兩本教材均出

現相關的教學內容，聽說 3 中的題目是請學習者想想看外國人在中國就業

可能會遇到哪些問題？帶入外國學習者在華人地區的就業環境中可能會

產生什麼樣的不適應等等問題思考，聽說 4 中的題目是請學習者說出在自

己的國家求職和在中國有什麼相同和不相同的地方，對比出兩地之間的不

同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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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語言交流教學方面，五本聽說類教材中，聽說 4、聽說 5 中含有

非語言交流的內容提及，聽說 4 中的課文部分，描述出應聘者應該以輕鬆、

自信的態度面對面試官等，可以歸類為前述非語言交流中體態語的內容表

現，聽說 5 中則是討論到了面試的衣著，可以將之歸為非語言交流中的客

體語部分。 

陸、讀寫類商務華語教材分析 

本研究之讀寫類教材如下： 

1.高級商務漢語閱讀 

2.發展商務漢語：讀寫篇 

3.商務漢語寫作(上) 

4.縱橫商務漢語．中級閱讀教程 1 

5.新商務漢語精讀教程(上) 

6.新商務漢語閱讀與寫作教程(上) 

下表依序以編號以讀寫 1、讀寫 2、讀寫 3、讀寫 4、讀寫 5、讀寫 6 代表

《高級商務漢語閱讀》、《發展商務漢語：讀寫篇》、《商務漢語寫作(上)》、

《縱橫商務漢語．中級閱讀教程 1》、《新商務漢語精讀教程(上)》、《新

商務漢語閱讀與寫作教程(上)》，其中專門訓練閱讀能力的教材共有三本，

分別為讀寫 1、讀寫 4、讀寫 5，專門訓練寫作能力的教材有一本，為讀寫

3，同時訓練閱讀和寫作能力的教材共有兩本，分別為讀寫 2、讀寫 6。 

研究者欲以以上述綜合類教材中訓練之重點項目檢視讀寫類教材中的

教學內容、跨文化教學與非語言交流之內容。見下表： 

 

表 四-14：讀寫類教材之教學內容 

             

           教材編號 

訓練內容 

讀寫

1 

讀寫

2 

讀寫

3 

讀寫

4 

讀寫

5 

讀寫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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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力訓練 

聽錄音回答

問題 
     

 

其他       

口說訓練 

角色扮演/模

擬面試/情景

會話 

    v 

 

小組討論 v   v   

其他        

閱讀訓練 

閱讀練習  v  v   

招聘廣告材

料 
 v v v v 

 

簡歷材料 v  v v v v 

其他  v v    

寫作訓練 

選詞填空 v v v    

招聘廣告仿

寫 
  v   

 

公司簡介仿

寫 
     

 

簡歷寫作  v v  v v 

完成句子/對

話 
v    v 

 

其他   v   v 

跨文化教學    v   

非語言交流       

 就上表，可以看出在讀寫類教材中，完全沒有聽力練習的教學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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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口說訓練方面，讀寫 5 教材中安排有角色扮演、模擬面試、情景會

話的練習，讀寫 1、讀寫 4 教材中包含了小組討論的口說練習。 

 閱讀訓練部分，每一本教材都安排了不同的閱讀訓練內容，閱讀訓練

題型出現在兩本教材中，分別為讀寫 2、讀寫 4，招聘廣告材料的閱讀出現

在四本教材中，分別為讀寫 2、讀寫 3、讀寫 4、讀寫 5，提供簡歷材料的

閱讀訓練教材共有五本，分別為讀寫 1、讀寫 3、讀寫 4、讀寫 5、讀寫 6，

其他方面，在讀寫 2 教材中還提供了中國方面關於勞動者們的法律條例等

補充，讀寫 3 教材中提供了求職信的材料閱讀和求職信寫作要點的補充等。 

 寫作訓練方面，除讀寫 4 一本教材未提供相應的教學訓練外，其他五

本教材都提供了寫作訓練的安排。選詞填空練習共出現在三本教材中，分

別為讀寫 1、讀寫 2、讀寫 3，招聘廣告的仿寫只出現在讀寫 3 一本教材中，

簡歷寫作訓練出現在過半數的教材中，共有四本教材，分別為讀寫 2、讀

寫 3、讀寫 5、讀寫 6，完成句子及對話練習出現在兩本教材中，分別為讀

寫 1、讀寫 5，其他方面，在讀寫 3、讀寫 6 教材中均出現了求職信的寫作

練習。 

 在跨文化交流方面，僅有讀寫 4 教材中安排比較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

對職業需求方面的相關問題，其他教材均無出現跨文化交流的教學內容。 

 非語言交流方面，可惜的是在六本讀寫類教材中均無提到。 

七、小結 

 十八本含有招聘應聘單元之商務教材中，可以看出不論是綜合類、聽

說類、讀寫類教材中，有部分教學活動出現三分之一以上，即十八本教材

中，至少有六本教材以上出現，研究者統計如下： 

（一）聽力練習 

1.聽錄音，回答問題練習共出現在六本教材中 

（二）口語能力練習 

1.角色扮演、模擬面試、情境會話練習總共出現在九本教材中 

2.小組討論練習總共出現在七本教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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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閱讀能力練習 

1.簡歷材料共出現在九本教材中 

2.閱讀練習部分出現在七本教材中 

3.招聘廣告材料出現在八本教材中 

（四）寫作能力練習 

1.選詞填空練習出現在八本教材中 

2.簡歷寫作練習共出現在六本教材中 

3.完成句子/對話練習共出現在六本教材中 

就以上，半數以上教材都出現的教學活動安排為角色扮演、模擬面試、情

境會話練習以及簡歷材料，說明若是教材中要安排招聘與應聘教學單元，

編者應在教材設計上加入了這兩項教學活動，建議教師在教授學習者招聘

及應聘單元時應考慮在課堂中加強學習者練習這兩項訓練活動。 

 

第二節   招聘與應聘教學設計 

壹、訪談結果 

在訪談結果方面，研究者共訪談了四位外籍人士，分別為泰國籍、韓

國籍和越南籍，他們均有在台籍公司或在台工作經驗，另外，研究者還訪

談了四位具有商務華語教學背景的華語教師。 

 訪談外籍人士的問題如下： 

1. 你有曾經在台灣或是中國工作過的經驗嗎？是什麼樣的工作呢？	

2. 請問你是從什麼地方得知工作的招聘？怎麼知道這個管道的？	

3. 面試前做了什麼樣的準備？	

4. 面試中的過程請描述一下，並說明 讓你感覺 不適應或是印象 深

刻的部分。	

5. 在面試結束後，你認為自己在這次面試的表現如何？有什麼需要改進

或是覺得自己表現得很棒的部分？你學習到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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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你學習華語的課堂中有沒有特別針對招聘及應聘做教學活動的練習？	

7. 經過這次的面試經驗，你認為在華語課堂中，教師是否應該讓學習者

練習面試、履歷、招聘廣告閱讀等等活動，為什麼？	

	

訪談華語教師的問題如下： 

7. 在您的商務課程中，教材中是否都安排了招聘與應聘的單元？	

8. 若是教材中沒有特別安排招聘應聘的單元，老師您是否會特別加

入這方面的教學活動？	

9. 若是教材中安排了招聘與應聘單元，老師您會做怎樣的教學安排？

（以課本教材的順序依序教授？只挑幾項教學重點或是教學活

動？）	

10. 您在教授招聘與應聘單元時，一定會讓學生練習的教學活動為何？

為什麼？	

11. 就目前教材中的招聘應聘單元安排，您認為教材中還能夠補充什

麼樣的教學內容或是配套？	

12. 您在教授招聘與應聘單元時，是否曾遇到什麼樣的教學難點或是

印象深刻的問題？	

	

依據訪談順序，研究者進行了代碼編號，外籍人士以英文代號 S 表示，

並依據訪談回答題目與次數進行編碼，標示為「S-1-1」為第一位外籍人士

針對第一個問題的第一次回答，華語教師以英文代號 T 表示，依回答題目

和次數進行編碼，標示為「T-1-1」為第一位華語教師回答第一個問題的第

一次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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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者編碼請見下表： 

表 四-15：外籍人士訪談者編碼 

訪談者編碼 國籍 公司性質 

S1 泰國 航空業 

S2 韓國 政府單位 

S3 韓國 貿易類 

S4 越南 石化業 

 

表 四-16：華語教師訪談者編碼 

訪談者編碼 學校 商務華語教學資歷 

T1 北部某大學一 1-5 年 

T2 北部某大學二 20 年以上 

T3 北部某大學二 20 年以上 

T4 北部某大學一 5-10 年 

 

訪談過程中以全程錄音，確認錄音完全無遺漏後，研究者均已把錄音

檔以逐字稿的方式記錄下來，以利研究撰寫。 

以下為外籍人士訪談內容， 

1. 你有曾經在台灣或是中國工作過的經驗嗎？是什麼樣的工作呢？	

台灣工作的部分，之前我在航空公司上過班，那時候是因為我覺得我

在一般的辦公室，就是一般的上班族的那一種生活，我覺得我不太喜歡，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到處去走動，那種類似，所以我覺得那時候公司來招募

人，然後覺得可以去試試看這樣，然後就，來報名了，然後就考上了，然

後在那邊待了三年半。（S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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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在台灣工作有三次，第一次是當初是做他們的翻譯，後來他

們就覺得人 ok，所以他直接挖取(錄取)我了，所以這一次沒有面試，第二

次的話，是政府機關，第三次是親友在台灣的公司。（S2-1-1） 

 

我是其實我的韓國的，韓國母公司是美國公司，他們打算在台中地區

建立一個工廠，所以我們的母公司派有一些韓國人來到這邊，工作的，所

以我還是工作期間是差不多三、四年這樣子，但是停留的時間是兩年。（S3-

1-1） 

 

因為我們公司很大，目前是東南亞的那個投資案是 大的，…，然後

我爸媽就跟我講說，畢業了之後可以去應徵。（S4-1-1） 

2. 請問你是從什麼地方得知工作的招聘？怎麼知道這個管道的？	

網路上。（S1-2-1） 

 

第二次的話，有做過面試後來就沒有上，這個的話我都在網路上公告

看的，第三個是親友在開公司，所以他直接挖（錄取）我的。（S2-2-1） 

 

網路上的，大學，學校，大學校有一個這個就業發展中心，他們給我

的資訊來這個應徵的。（S3-2-1） 

 

他還沒蓋之前，我們新聞一直報導，一直報導，然後我爸媽就跟我講

說，畢業了之後可以去應徵。（S4-2-1） 

 

3. 面試前做了什麼樣的準備？	

特別去做準備，應該是考多益，因為通常每一家航空公司都要求這個

英文能力的那一些成績單，不管是多益或者是托福或有其他的也可以交。

（S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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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次，那邊公司，我朋友在那邊上班，他特別有在介紹說你要，可

能要準備一些英文的自我介紹，或者是你要多看一下一些公司的資料啊，

因為它算是一個政府機關，所以你有時後需要一些台灣的一些政治關係啊

怎麼辦啊，所以他都是幫我準備一些告訴我一些資料什麼的，所以我在準

備那一方面的資料。（S2-3-1） 

 

應該是 TOIEC 的成績差不多，他們要求的成績是 950 以上的，很多韓

國人他們會考到的，950 的比較多，而且，但是因為我的優勢就是，我的

英文成績也是差不多 950，然後我的中文成績也是，那時候 HSK 拿到是十

級的成績嘛！所以還是兩個是相當符合他們公司的要求的，所以我來應徵

這樣子。（S3-3-1） 

在之前，因為那時候我知道這一個就是台灣的，所以我只準備說，在

我有跟我老師那時候是中文老師講說，去面試的時候該講什麼。（S4-3-1） 

 

應徵的時候我應該講什麼，然後他就會告訴我說你應該講什麼講什麼。

（S4-3-2） 

 

我還有上網，然後找一些資料就說，這個投資案有多大，然後他什麼

時候來越南啦，目前他的，就是公司目前的狀況，我有上網自己找。（S4-

3-3） 

4. 面試中的過程請描述一下，並說明 讓你感覺 不適應或是印象 深

刻的部分。	

印象深刻應該是他們的問題，就是我去面試的時候，我們是同時進去

了五個人，然後考官是台籍的考官三位，然後他會叫就是各一個去面試，

然後我那時候是第一個，他們的問題，他問我的問題就是你來這邊面試有

什麼準備？有準備哪些方面？其實我覺得當，比較當作是聊天吧，就是大

概對方瞭解一下，然後我那時候也是真實的跟他們說我其實沒有特別去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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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什麼，因為我覺得其實做面試的這件事情應該是要考自己的當時的想法，

然後當時的反應類似，就是為什麼我沒有準備，特別去準備，如果要碰到

這樣的問題我應該去回答什麼樣的答案，對，所以就這樣，然後其他的部

分其實我覺得還好。印象很深刻就是他們問問題的方式我覺得沒有那麼大

的壓力對我來講。（S1-4-1） 

 

那一次就我進去的發現那一些委員都是我認識的，對，但是面試的時

候當然要說你好你好，可是還是要公私分明嘛！他大概問我的事情啊都有

問過，然後我， 印象深刻的是他 後，有一位委員他就跟我說你把自己

的就後來的那些，你後來的那些態度，要用中文，用中文講一下你後來的

態度要怎麼做，這樣子，就未來的想法。（S2-4-1） 

 

然後我就沒有想好這一方面的想法，所以我就心裡很慌張，不知道該

怎麼辦，我就講了一大堆，我說我意願想做這一份工作，我就假設我要上

的話，我一定樂意對待一個事情啊，然後我是一個很熱情地做一些這一份

工作這樣子，就講得很囉唆的一些話，就完全沒有對這一份，這一方面沒

有任何的準備，所以就這樣子。（S2-4-2） 

 

因為公司沒有人會說中文，所以他們是依靠我的 HSK 漢語水平考試的

成績來這個。（S3-4-1） 

 

他剛開始是需要我講英文啦，可是那時候我英文不好，然後我也學中

文，學了大概六個月，然後我就很想要，很想講英文，可是我講，我一開

口就講了中文，然後我就跟他講說，不好意思，我學了中文，我就把英文

忘掉了。（S4-4-1） 

 

5. 在面試結束後，你認為自己在這次面試的表現如何？有什麼需要改進

或是覺得自己表現得很棒的部分？你學習到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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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在…怎麼說，對自己的方面覺得做得很好的事情，那時候我蠻

意外說，我那時候的中文講得非常流利，因為其實我大學時候中文是我的

主修沒錯，但是我練習中文的時間只是在課堂上而已，所以下課之後全部

都是泰文，那我學了四年，就是第四年我才開始慢慢的會講，可是沒有那

麼就是…怎麼說…沒有那麼快去反應，可能要停一下，然後思考一些要講

什麼或是慢慢講出去，可是那時候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是考官問什麼我

就立馬回答什麼。（S1-5-1） 

 

那一次我太緊張了。（S2-5-1） 

 

很爛！（S2-5-2） 

因為那時後還是應聘的人不太多，因為還是英文還有中文的水準，兩

個都達到的水準是，好像是三四個人來應聘。（S3-5-1） 

 

我自己不太記得了耶，因為剛開始他說那一份工作他是要男生，不收

女的，可是後來他就收我，他就接受我，因為我後來跟他講說拜託你給我

這份工作，所以他覺得是我對工作很積極，對對，然後他就說他 後決定

錄取我，他不要男的。（S4-5-1） 

 

6. 在你學習華語的課堂中有沒有特別針對招聘及應聘做教學活動的練習？	

其實有。（S1-6-1） 

其實他沒有特別去教什麼，他就是考試，叫自己去準備，然後大概是

抽題目，就是抽一下你是來報名哪一些公司？什麼樣的職業？然後老師那

時候就馬上問問題，然後我們就是照自己的能力去回答。（S1-6-2） 

 

我高中的時候，上韓文課，我念華僑學校，然後就外語變成是韓文，

韓文課的時候，因為我們高中要判斷說你要去台灣大學還是韓國大學，那

韓國大學都要準備面試，應該台灣也是吧？所以老師就特別利用韓文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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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的時間，他叫我們準備一些自我介紹，然後資料等等。然後就老師在課

堂上教我們坐在講台上，然後就是說自我介紹說我要做什麼，就跟其他下

面的同學說準備的自我介紹這樣。（S2-6-1） 

不是專業的那種面試的課，他就剛好，順便要，因為剛好我們要準備

一些面試什麼的，所以順便幫我們帶過一下。（S2-6-2） 

因為我剛開始學中文的時候還是連ㄅㄆㄇ都不會念的，所以還是我學

一年的時候，還是按照一般生活日常會話為主，他給我的這個好像是受到

教育的，所以我之前沒有任何這種商務漢語的課程。（S3-6-1） 

 

沒有，沒有他只在我，他比較接近說在生活的會話而已，沒有直接…

（S4-6-1） 

 

對，沒有商務的，後來因為我說我要去面試那一家，所以老師 後一

天他才跟我講說那你面試你要講什麼，他其實也寫一篇文章給我，就說你

回去就唸到熟就跟他講，可是後來我都沒有照它。（S4-6-2） 

 

7. 經過這次的面試經驗，你認為在華語課堂中，教師是否應該讓學習者

練習面試、履歷、招聘廣告閱讀等等活動，為什麼？	

如果是口語方面的話，應該希望老師教一些比較正式的，就是教你要

怎麼去，比較正式的跟人家做溝通，因為有可能某一些公司或某一些人可

能會想要看你比較專業的那一面，不想要看你比較放輕鬆，或比較隨便的

那一面，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比較重要，其實非正式跟正式的語言程度，

他們其實有一些差別，那對我們外國人來講，我們可能沒有那麼，沒有太

多能力去了解那個方面，我們可能會用到一些生活方面會用到的那些幾個

簡單的字的詞彙而已。（S1-7-1） 

 

除了那些，其實我覺得履歷也蠻重要的，因為有時候會講話但是不會

寫，或是寫了但是看起來不太順眼，會覺得怪怪。（S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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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覺得可以在課程裡頭大個準備兩到三個禮拜的時間，讓他就跟同

學們互動一下而已。我覺得這個專業的華語老師不要到那種真的是專業專

門為他們準備一些面試的課，對，我覺得就商業華語的話一定會要談到這

個面試沒錯，可是呢，你這樣子的話老師基本會有一些對面試的技巧啊，

什麼想法一定會有一個，有一個程度才對，就完全，他自己，老師本身也

沒有到那種技巧之前，我覺得不要到，不要再開一個專門面試課程這樣的

一個東西，因為老師自己找資料也是線上找啊，那學生自己也可以隨便去

找啊，就是學生是比較需要的一些老師本身去做面試啊，什麼的時候的那

一些經驗啊，經驗分享啊，或者是老師自己就體驗到的那種小技巧，他是

需要這一點，可是你就開了以後發現那些內容都是書上啊，網路上的資了

的話就完全就不需要，所以遇到像這種的話，只要是在課堂上就談到一些，

面試這個課的時候，第幾課的時候，就說你大概就稍微，就像我們的高中

老師一樣，稍微帶過就差不多了，之後的那些專業用詞啊什麼的，只要再

詳細解釋就沒問題了。（S2-7-1） 

 

還是因為我的雖然我學好像是接觸中文的時，好像是差不多十幾年，

但是我沒有這種正式學習的背景，應該是如果老師們教我們這個關於這個

履歷表還有這個自我介紹這個方面，告訴我們的話，還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感覺。（S3-7-1） 

 

模擬面試是，因為每家公司他們要求的方式都是不一樣的，所以還是

我覺得這個是還是個人要準備的，因為還是學習這個公司的背景，還是老

師們都不知道的東西，所以應該是這個好像是有標準的這種問題的這種項

目有了，除了這個以外，其他的事都是還是應聘者自己學習比較好。（S3-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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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覺得 好就是模擬面談了，因為學了外語啊，然後你學會是一件

事情，可是到你講出來是另外一件事情，然後就跟外國人講話的時候就覺

得很緊張，對，所以 好的就是說就是在學生在他學習的過程裡可以給他

一個真正，模擬的，然後他已經習慣說，我是在那邊是面對面的，然後跟，

會跟外國人講這些話，我覺得那樣 好。（S4-7-1） 

 

綜合以上的訪談內容，外籍人士受訪者們普遍在面試前為工作所做的

準備不多，基本上都是按照招聘公司所給的基本要求做準備，以及了解所

要應聘公司的業務等等，受訪者普遍都覺得面試工作其實考的是當下的反

應，因為這樣才能呈現真實的自己給招聘方，也認為若是教師沒有商業方

面的專業知識，不需要特別開設課程讓學習者練習，教師應該可以在課堂

中加入自己的真實面試經驗，以經驗分享的方式提點學習者，而不只是單

純的教課本上的知識給學習者。 

以下為華語教師訪談內容， 

1. 在您的商務課程中，教材中是否都安排了招聘與應聘的單元？	

因為我教的比較多是第一本課本，所以好像沒有教到這部分。就是遠

東商務漢語一。（T1-1-1） 

 

因為那個上面就是已經在做生意了，然後，所以那本課本裡面就是他

做生意的時候要注意的事情，已經是交換名片了，要說什麼的。（T1-1-2） 

 

我碰過學生是，可是大部分不是那個商業的，商業的好像學生都自己

找，大部分那種履歷改字，自傳那種都是升學的。（T1-1-3） 

 

招聘應聘，教材裡面，商業的教材，沒有，…（T2-1-1） 

 

教科書裡面好像沒有耶！（T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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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T4-1-1） 

 

2. 若是教材中沒有特別安排招聘應聘的單元，老師您是否會特別加入這

方面的教學活動？	

不會，如果是沒有就是，沒有討論到的部分的話。（T1-2-1） 

 

我商業課程一定會叫學生寫履歷表。（T2-2-1） 

 

我會讓他們就是角色扮演吧，就是一個扮演主考官啊，一個扮演去面

談的人，帶著他的履歷表。（T3-2-1） 

 

沒有。（T4-2-1） 

 

3. 若是教材中沒有特別安排招聘應聘的單元，老師您是否會特別加入這

方面的教學活動？	

應該如果是在教學的時候會先以，當然還是以課本的基本，就是算是

一個基礎，但是還是會，多半還是會加上自己的一些經驗，就是延伸出去

的，那可能會是在課本就只是一個輔助，但是就是比方說學生今天想要找

什麼樣的工作，然後我們會加上這個工作需要用到的一些詞彙，或者是，

就是不一樣的工作可能以他需要到，用到的一些詞彙，這些都是再補充的。

（T1-3-1） 

會會會，模擬面試那天他們就要穿比較正式的衣服來。（T2-3-1） 

 

目前是沒有了，因為我目前是，這個東西是在比較初級的班裡面，所

以學生也沒辦法多談。（T3-3-1） 

 

4. 若是教材中安排了招聘與應聘單元，老師您會做怎樣的教學安排？（以

課本教材的順序依序教授？只挑幾項教學重點或是教學活動？）	

 



86 
	

可能一開始會先就是討論一下，或者是找一個範本，可能一個影片什

麼的，讓他知道說，在應聘的時候有一些要注意的一些情況，然後可能也

問問他的經驗，然後做討論這樣子，我覺得這是可能大部分都是從他的經

驗來做一些討論，那如果學生其實上是沒有經驗的話，但是其實可能老師

準備了，那可能就會說我曾經有個誰去怎麼樣，然後把這個經驗告訴他，

然後跟他分享，讓他做一個對照。（T1-4-1） 

 

老師會出一些(題目)，老師會先準備一些，然後再看看，跟學生討論有

沒有需要再加入的。（T2-4-1） 

 

可能需要，當然要看那個班級人數，其實我這個活動(模擬面試)我只做

過一次，就是有一次就是商務漢語的這個課程，是在國語中心是另外個別

開，所以有一些學生，好像有六個學生來。（T2-4-2） 

 

會啊，一定要給他們看的(廣告文件)。（T3-4-1） 

 

對，讓他們看到，年齡的限制，我們這裡都會有年齡的限制，或是性

別的。（T3-4-2） 

5. 您在教授招聘與應聘單元時，一定會讓學生練習的教學活動為何？為

什麼？	

因為履歷表一定是當中 重要的部分，可是因為現在履歷表很多其實

可以用英文，對，雖然他人在台灣，但是可能這部分，當然他 需要的第

一部份，可是如果說這部分他可以用英文去取代的話，那我們可能就是實

際練習在訪談時，面試官會問他的問題，還有他應該如何應對的這些方面，

我覺得這個可能會比較重要。（T1-5-1） 

 

6. 就目前教材中的招聘應聘單元安排，您認為教材中還能夠補充什麼樣

的教學內容或是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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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可能會就是分四個區塊，然後看我會重視哪個區塊，比方說我現

在是要教他怎麼去找工作，不是面試，只是找到有需要人的地方，那可能

就是像你說的，這些網站啊，或是廣告傳單這些都可以告訴他，然後看，

讓他們練習看說，什麼地方可以知道，然後可能就是一些，這是比較真實

的材料，真實的材料就是說有一些傳單什麼的，那可能也可以從一些新聞

啊，或者一些文章，可能已經修改過的文章，可以告訴他們在應聘的時候

要注意的事情，因為有的時候，其實台灣有一些也是不一定是非常安全的

一些人，可能可以剛好在這個時候分享一下說有一些你特別要注意的事情，

如果要，除了討論以外，可能老師可以準備一些相關的，比方說新聞啊，

或者是相關的文章，讓大家分享一下在找工作的時候會遇到的問題，或者

是要小心的部分，因為像有一些像現在有一些詐騙啊什麼的，那個是在找

工作的時候我可能不會知道的，但是我們可能可以去找出什麼管道可以得

到比較安全的、正確的那種應聘的一些資料。（T1-6-1） 

 

可能跟學生在討論就是面試的時候，他們面試以前他們心裡面的緊張

的程度或是什麼的。（T2-6-1） 

 

有，就是這，課文的設計裡面，我通常，如果是我要編寫這個東西的

話，我會在那個履歷表的那個部分跟他們說，待遇的那個部分說按照公司

規定，但是現在年輕人的想法不一樣，直接了當的就說，我有什麼學位，

或者我有什麼什麼證照，所以我希望我的起薪有多少多少錢。（T3-6-1） 

 

7. 您在教授招聘與應聘單元時，是否曾遇到什麼樣的教學難點或是印象

深刻的問題？	

因為我剛說我覺得在模擬面試的部分，可能是我會強調的一個重點，

那我覺得可能就會想要知道說真正在面試的時候那些面試官會問什麼問

題，那學生應該怎麼回答比較好，因為我覺得有時候當我們自己在做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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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其實有些話可能不是真的，對，但是我覺得可能這個我們就可以跟

學生討論說，那我應該怎麼回答會比較好，就是我覺得在那個討論的過程

中就是哪些部分是真實的，哪些是為了考試而準備的，我覺得這些是有必

要告訴學生的。（T1-7-1） 

 

我覺得這個不一定耶，要看學生的個性，有些人個性就是比較輕鬆的，

有些人個性是非常緊張的，連跟同學說話他也都會很緊張，所以這是個別

性的差異。（T2-7-1） 

 

我的印像深的是不是單向，就是我覺得學生回答很多元。（T3-7-1） 

 

對對，這些都是他們已經結婚的，是已經結婚的、還是單身的，他想

多瞭解一下就是未來他的，所以這些東西就讓我覺得喔，你會想到這個，

或是男生會覺得喜歡說，我希望這個公司的女員工比較多一點。（T3-7-2） 

就是他們，我的學生談錢都不太，都不太避諱，就直接的就說，希望

有多少錢。（T3-7-3） 

 

對，而且是很快的就進入這個問題，而且有什麼福利，比方說工作滿

多久啊，會是放假多少天啊什麼的。（T3-7-4） 

 

不在那個商務課裡面，是我自己的學生在，他寫過一份很簡單的中文

履歷表，然後請我幫他看一下，那我主要是幫他看語法，那其他，因為就

很簡單，然後我會確定他的工作的，以前的那個工作內容是不是他寫的，

就是我會確定的。（T4-7-1） 

就上述的訪談結果來看，大部分的商務華語教師所教的教材中少有關

於招聘應聘的單元安排，但是老師們大部分都認為若是需要在教學中加入

招聘與應聘的教學單元，學習履歷表如何撰寫，在課堂中安排模擬面試的

練習都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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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招聘與應聘教學設計 

 就前一章節所歸納出的商務華語教學中招聘與應聘方面的教學特點，

和本次的訪談結果，研究者設計出一份招聘應聘教學方案並於試教後收集

學生回饋。 

 本次教學活動設計以投影片為教學媒介，除了以投影片中的圖片、真

實材料的展現進行說明講解之外，更帶入短片片段帶給學習者不同的教學

刺激，更加激發學習者對於招聘及應聘方面的知識輸入，並能在實際生活

中運用。 

 對於在商務華語教學上使用多媒體方式教學，有以下幾個優點及好處：

更加凸顯以學生為中心、充分利用課堂教學時間（王艷，2017）。 

陳亮光（2008）的研究中也提出： 

利用多媒體可以模仿人類自然溝通和學習的呈現方式和特點，讓

使用者可以同時看到或聽到一種以上的訊息，例如文字、圖像、影片、

動畫、聲音等等，透過不同樣是的訊息的同時呈現，不但提供使用者

更多元的資訊及資訊量，而且能夠以更逼真的方式去理解學習華語文

教材裡重要的訊息。  

 在商務華語課堂中的華語學習者，大部分均具備中級以上的華語水平，

但在面對專業的商務華語詞彙及用法上，仍有進步的空間，且對於華人生

活圈中非語言交流的部分亦有需要注意的地方，透過有趣且針對招聘應聘

單元教學的影片方式，在華語課堂中，相信也能更加直接的教授這方面的

知識給學習者學習。 

 研究者就招聘與應聘單元設計一教學內容，以招聘方和應聘方兩方面

做教學，前一章節中所分析有關招聘與應聘單元教學應包含的教學活動內

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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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7：招聘與應聘單元教學應包含之教學活動 

訓練內容 

聽力訓練 聽錄音回答問題 

口說訓練 
角色扮演/模擬面試/情景會話 

小組討論 

閱讀訓練 

閱讀練習 

招聘廣告材料 

簡歷材料 

寫作訓練 

選詞填空 

招聘廣告仿寫 

公司簡介仿寫 

簡歷寫作 

完成句子/對話 

依據上表，研究者設計招聘與應聘單元之教學活動內容大綱，見下表： 

表 四-18：招聘應聘單元教學活動大綱 

招聘方 應聘方 

教學內容 訓練項目 教學內容 訓練項目 

找工作 

閱讀招聘廣告、報

紙、網路、佈告欄

的招聘廣告 尋找人才 

招聘廣告的仿

寫 

準備履歷、 

求職信 

求職信、履歷自傳

寫作練習 

面試前準備問題 
聽面試問題並試

答 面試中 

練習說出面試

的問題，並追問 

跨文化交流 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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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語言交流 
針對服裝儀容、姿

態、問候等教學 

以下為教材練習設計範例發想： 

1.招聘廣告閱讀練習 

 

 

 

 

 

 

 

 

1.請問以下誰適合去應徵這份工作？ 

（A）資訊工程系的大學生   （B）大中科技公司的工程師 

（C）美語補習班的外籍老師 

 

2.招聘廣告設計 

1.如果今天你是大文廣告公司的人力資源部經理，你們公司想招聘的廣

告設計師，你會怎麼設計這個招聘廣告呢？ 

（內容應該有工作職稱、工作時間、待遇、條件等） 

 

3.履歷的提示要點及寫作練習 

履歷如果這樣寫，你覺得你會成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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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參考：《經理人雜誌》(2016)。2017 年 1 月 20 日，取自

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52118） 

你知道招聘方想知道關於你的什麼事嗎？ 

 
（資料參考：104 人力銀行(2015)。2017 年 1 月 20 日，取自

http://plus.104.com.tw/） 

履歷寫作練習 

你喜歡怎樣的履歷表？ 

 
這個履歷表符合前面說的招聘方想要看的履歷表項目嗎？ 

這個履歷表的特色是什麼？ 

請你參考這個履歷表，加上你認為需要補充的部分，設計一份自己的履

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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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面試問題試答 

教師在這個練習活動，可以採每個學生輪流答題，每次問題不同的方式

進行，每個問題每次只點一至兩位學生回答，操作幾次後，可讓學生分

組，進行兩兩問答的方式進行。 

以下問題，請你聽到後回答。（每題限時兩分鐘） 

1.請你簡單地做一下自我介紹。 

2.請你談談你的家庭狀況。 

3.這份工作吸引你的地方在於？ 

4.你為何想離開上一份工作？ 

5.說說看為什麼你能勝任這份工作。 

6.說說看你當時（工作經歷）的狀況。 

7.如果你得到這份工作，你將怎麼展開這項工作？ 

8.你期待的薪資範圍是？ 

9.談一談你曾經的失敗經驗。 

10.談一談你的缺點。 

11.對於這項工作，你有沒有什麼疑問？ 

12.如果在工作上，你和同事或是上級意見不一樣時，你會怎麼處理？ 

 

5.跨文化教學 

1.請以小組討論的方式談談看在你的國家，面試時需要注意的重點有哪

些呢？ 

2.你覺得外籍人士在華人地區就業，可能會遇到什麼困難呢？ 

 

6.非語言交流提點 

面試時應該穿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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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服裝宜穿著整齊的套裝、襯衫，男生可穿西裝，女生可穿正式的套裝，  

  搭配皮鞋和包鞋，不建議穿著教為輕鬆的休閒服飾。 

2.頭髮應該整齊，能夠清楚地露出你的五官。 

 

（圖片來源：JOBSbb.com 面試貼士，2017 年 1 月 20 日，取自

http://hk.jobsdb.com/en-hk/） 

以上是研究者就教材分析和訪談結果所設計之招聘應聘單元教學練習活

動範例。 

 本次試教教案如下表， 

表 四-19：招聘應聘單元教案 

招聘應聘單元試教教案 

教學主題 招聘與應聘 設計者 張瀞文 

教學時數 兩小時 教學對象 波蘭某大學學生五名 

使用教材 自編講義 教學資源 投影片 

教學步驟 

時間 說明 

5 分鐘 引起動機 

1. 你們工作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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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們做過什麼樣的工作？ 

3. 你們從什麼地方知道這個工作的呢？ 

25 分鐘 招聘廣告閱讀 

1. 五則招聘廣告閱讀，當中依序和學生說明閱讀招聘廣告

時需注意的要點，分別為工作性質、上班時間、薪水、上

班地點、如何應徵，在學生都能清楚指出以上的內容後，

再做誰適合應徵這些工作的人選選擇題練習，來測驗學生

是否都能掌握招聘廣告的實質內容。 

2. 請學生試作為一名人力資源部主管，負責寫一份招聘廣

告。 

20 分鐘 履歷寫作 

1. 請學生說出他們認為履歷中應該出現的個人資料及項

目，並全班討論是否必要。 

2. 提供三種履歷表格式給學生參考，藉以對比前所討論的

項目是否出現在這三種履歷表中。 

3. 請學生設計一份自己的中文履歷表。 

20 分鐘 面試問題 

請學生一起討論下列面試問題： 

1.請你簡單地做一下自我介紹。 

2.請你談談你的家庭狀況。 

3.這份工作吸引你的地方在於？ 

4.你為何想離開上一份工作？ 

5.說說看為什麼你能勝任這份工作。 

6.說說看你當時（工作經歷）的狀況。 

7.如果你得到這份工作，你將怎麼展開這項工作？ 

8.你期待的薪資範圍是？ 

9.談一談你曾經的失敗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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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談一談你的缺點。 

11.對於這項工作，你有沒有什麼疑問？ 

12.如果在工作上，你和同事或是上級意見不一樣時，你會

怎麼處理？ 

10 分鐘 跨文化的招聘應聘問題討論 

全班一起討論以下兩個問題： 

1.在你的國家，面試時需要注意的重點有哪些呢？ 

2.你覺得外籍人士在華人地區就業，可能會遇到什麼困難

呢？ 

5 分鐘 討論面試時的穿著與行為舉止 

30 分鐘 模擬面試 

請學生兩人為面試官，三人為面試者進行模擬面試，當中

以剛剛討論的面試問題作為主要的問答內容。 

5 分鐘 感想交流 

 

 本次試教活動結束後，研究者收集了學生對於本次試教內容及上課方

式之教學回饋，試教學生共有五名，當中回收三名學生之教學回饋，教學

回饋單問題分別為： 

 1.	 上課中 印象深刻的部分是什麼？為什麼？ 

 2. 不喜歡的部分是什麼？有什麼建議？ 

 3. 對整體課堂的感想是什麼？ 

學生對於本次教學設計均有高度評價，學生對於印象 深刻的部分回答如

下： 

Also the way of providing us new things was very interesting and easy 

to learn. I had a lot of fun during lessons.（研究者譯：為我們提供易於學

習的新東西，我在課堂中度過的快樂的學習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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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hink the most impressive part was practise. Miss Zhang and we (her 

students) improvised a job interview. I think it was really helpful because 

Miss Zhang told us all about all rules during this kind of meeting it and also 

show it to us. We could see how this kind of interview should go.（研究者

譯：我認為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張老師和我們一起練習面試活動的時

候，我覺得那十分有用，因為張老師告訴了我們所有有關面試進行時

所需要注意的部分，同時也演示了一次讓我們知道，透過這次模擬面

試讓我們了解真實的面試是如何進行的。） 

 

在建議部分，有學生回答如下： 

I think Miss Zhang should told us more about foreigners looking for a 

job in Taiwan. If they are treated different than the natives, or for example 

if having tattoos or a lot of piercing makes job hunting more difficult? but I 

think that only because there're my personal choices. （研究者譯：我認

為張老師應該告訴我們更多關於外國人在台灣找工作的資訊，關於他

們如何對待外國求職者等，比如說，如果求職者身上如果有刺青或是

穿了許多耳洞、鼻環等等是否會對應聘工作增加一定的困難？但不論

如何，我認為這只是我的個人意見。） 

 

三位填寫回饋的學生對於本次的招聘應聘單元皆認為是非常重要的學習

單元，三位學生在回饋單中寫道： 

At the lessons she mainly speaks about recruiting that is very important 

item, because in future we can use this knowledge to get work.（研究者譯：

在本次的課堂中，他特別提到了招聘這個非常重要的部分，因為這將

是我們能在未來求職時所需用到的知識。） 

 

I am glad that such classes have been carried out with us, because I 

will definitely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use this knowledge in the nea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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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譯：我很高興能有這次的上課機會，因為我絕對能在將來應

用今天課堂中所學到的知識。） 

 

Things I have learned during those lessons definitely will be useful in 

near future.（研究者譯：那次課堂中我所學到的將是我能在未來中十分

有用的知識。） 

 

參、小結 

 招聘及應聘單元屬於正式的商務華語情境其中之一，因此較難有國別

化的區分，商務華語教師在教授這一單元時，除了依照每份教材所提供的

教學內容帶給學習者正確的商務詞彙、句式之外，更應該加上履歷、求職

信的寫作練習，讓學習者在日後求職時能直接使用，另外，雖然每項面試

的職業不同，但是華語教師能準備通用的面試問題供學習者做模擬面試的

練習，透過這些練習讓學習者培養面試時的自信心，加強面試成功的機會！ 

 商務華語教師畢竟無法掌握每項職業的工作內容，但是教師能透過自

我面試經驗的分享，展示台灣企業目前看中的履歷表寫法、求職面試時的

一些行為舉止提醒、招聘廣告的範例展示等等幫助學習者完成招聘與應聘

單元的學習。 

 關於本次的試教活動，雖學生給予許多正面回饋，但同時也因為學習

者並無太多商務華語的學習背景，而使得試教過程中，面對部分的商務華

語詞彙，學習者必須一邊參照講義上的生詞，一邊回答課堂中的提問，儘

管如此，仍可看出學習者對於此類教學單元的上課意願相當高，且普遍認

為商務華語教學課堂中應該具有招聘應聘此類單元，以利學習者未來在華

人地區就業之需要，教學活動上，學習者也認為模擬面試的活動，不僅有

助於其仿真體驗於華人區面試的環境，更能在模擬面試中與其他學習者一

同練習中文的面試問答，互相觀察、模仿、討論，達到良性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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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已分析完成十八本具有招聘應聘單元之商務教材，並訪談四位

在台灣或是台籍公司工作的華語學習者，四位具有商務華語教學經驗的華

語教師，並就教材分析內容及訪談結果試做一份招聘應聘教學設計，完成

教學活動的實踐，且得到學習者之回饋與建議。 

招聘與應聘單元在於商務華語教材中並非每一份教材都具有此單元， 

透過研究者目前所完成之教材分析，可以得知在訓練學習者不同功能取向

的分類教材中，含有招聘與應聘單元，綜合類教材仍較聽說類與讀寫類教

材多，綜合類教材訓練學生聽、說、讀、寫四方面的能力，實際教學中此

四項技能也是學習者缺一不可的能力，特別是在於學習者若是已開始商務

華語課程的學習，極有可能進入華人社會生活、求職，若是教材中能有招

聘與應聘單元的教學無疑將是替學習者拿到融入華人職場生活的一大敲

門磚。 

此次分析的商務華語教材中，綜合類教材共有七本，聽說類教材共有

五本，讀寫類教材共有六本，共計十八本商務華語教材，就現今商務華語

教材而言，招聘與應聘單元在商務華語教材中的教學安排仍有成長的空間，

對於華語學習者而言，此類教學活動就目前訪談與試教結果，可以看出學

習者對於招聘與應聘單元仍有相當大的學習意願，特別是希望能安排模擬

面試的實際演練，增加真實面臨面試情況時的信心；在華語教師方面，除

了安排學習者希望的模擬面試活動外，也相對注重書寫部分的練習，如：

履歷表的撰寫，以及教師本身面試的經驗分享，和學習者討論不同國家文

化間的面試差異等等。 

研究者所設計的招聘與應聘教學，也是依整理了教材分析與訪談結果

後，歸納出幾項所需包含的教學內容來進行本次試教，內容包含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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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寫四項能力練習，活動分別為：閱讀招聘廣告、履歷表撰寫、面試問

題思辨、跨文化交流討論、面試穿著提醒、模擬面試及 後的感想交流。 

整體而言，本研究先以文本分析十八本含有招聘應聘之商務教材，後

以訪談方式收集華語學習者與商務華語教師對於招聘應聘單元之教學現

況調查與建議，待前述二者完成後，研究者歸納整理出幾項招聘與應聘之

教學活動，示範教學後並收集學習者回饋，藉此，研究者更能實際體驗華

語教師在操作招聘與應聘教學單元時，所面臨的教學難點，學習者也能在

本次的示範教學中，針對研究者所安排的教學活動，進行反饋與建議，有

助於研究者印證所分析整理出的教學活動是否符合學習者之期待，在教學

流程上是否能有效地帶入招聘與應聘之相關知識。 

 

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分析教材文本上仍有其不足之處，此次收集自 2010 年自 2016

年間兩岸華人地區所出版之商務教材，其中含有招聘與應聘單元之教材共

有十八本，研究者已盡力完成商務教材之收集，若是仍有遺漏，也實屬收

集不易之現況，期待日後更多研究者們能以本研究為參考，多加增補。 

招聘與應聘單元之教學在華語教學場域上，學習者可應聘各式各樣的

職業，現今的商務華語教材及華語教師無法就各項職業類別，專門做招聘

應聘之教學活動安排，故在分析及整理上研究者也只能以招聘及應聘方皆

為一般文書商務工作類設想，在模擬面試的教學活動安排，設定也為貿易

類公司面試。 

在訪談方面，本研究收集了四位華語學習者之訪談內容，這四位華語

學習者雖均有在台或是在台籍公司工作的經驗，但工作性質類別也只包含

了航空業、政府單位、貿易業及石化業此四項，故不能完全代表所有職業

類別；本次研究因時間關係，故只訪談到四位具有商務華語教學背景的華

語教師，若是時間允許，能訪談並收集到更多商務華語教師之教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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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能為本研究增添更多教學活動分享與對於現今教材內安排招聘與應聘

教學單元之回饋與建議。 

 

第三節 研究建議	

在本次研究後，研究者欲提出兩項建議，日後欲想分析招聘及應聘相

關教學內容之研究者與專家們，可就本次研究基礎上多加增補。 

第一，對於現今的商務華語教材，研究者建議不論是否訓練學習者的

重點是在於聽、說、讀、寫四項中的哪項能力，教材中均須有模擬面試的

教學安排，對於學習者在日後的求職，實為一大助力，也對華語教師在課

程的安排上能作為一綜合性的整合練習活動。 

第二，就目前分析的教材中，提到跨文化交流和非語言交流的教學安

排亦不如預期的多，希望教材中能多有此類教學活動，讓學習者在學習生

詞、語法的書面知識外，也能更加融入當地華人社會，對比自己國家和華

人社會的文化同與異，提升學習層次。 

以上建議為研究者本次分析及整理後之回饋建議。 

商務華語教學作為一專業華語教學，考驗的不僅是學習者對於提升華

語程度的熱情，更考驗了華語教師的專業素養及背景，更重要的是現今商

務華語教材是否能作為前者教與學之間的重要媒介，學習者、教師與教材

之間必須作為 為堅固的金三角，互相搭配，彼此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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