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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密集華語課程之設計

與教材編寫：以泰國清邁職

業學校為例 
中文摘要 

 

關鍵字： 泰國學習者、短期教材、短期課程、密集課程、華語 

 

每年利用學習或工作空檔至臺灣進行短期語言進修的人數不斷提高。大

專院校、語言機構為因應此潮流紛紛開設短期密集華語課程。但於非目的語

區的短期課程需求更多，現有課程卻較目的語區的少。本課程與泰國清邁職

業學校合作，於該校假期間利用該校場地開設兩週密集華語課程。嘗試在非

目的語區進行短期密集華語課，以活潑、多元的課程激發學習者動機，並於

課程中安排文化體驗來引發學習者興趣。首先於計畫前進行問卷調查，調查

清邁職業學校的華語學習環境，並考察文獻以了解泰國學習者的特點和學習

難點。其次依據課程宗旨「激發學習者興趣及介紹臺灣文化」以及短期課程

「沉浸、密集」的兩個特色規劃兩週課表。接著按照課程規劃設計針對泰國

學習者之短期教材並設立文化體驗課主題，並於課程最後一天發放「學生滿

意度調查問卷」作為計畫未來之修正參考。研究結束後，本計畫研究者認為

在非目的語區舉辦短期課程應與當地教師密切合作，當地教師所提供的協助

不僅於行政安排與熟悉環境，更在於提出當地學習者的學習特性與學習難

點。如此更能貼近學習者，而能設計出更符合學習者需求與特性之教材與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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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term Intensive Chinese 
Program and Material Design for 
Chiang Mai Vocational College 

Abstract 
 

關鍵字：  Thai learner、Short-term material design、short-term course、
intensive、Chinese teaching 

 

The number of students who are looking for short-term Chinese language 

courses is growing. Such courses are mostly held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where students can be totally immersed in the target language environment. 

Although there are lots of short-term courses in Taiwan and China, still many 

students do not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go overseas to experience Chinese 

culture. Hence, this research is working on how to start and run a short-term 

language and culture program in a non-target language environment, especially 

for Thai students. We worked with Chiang Mai Vocational College, Thailand, 

during July to October 2017, and held a two-week language and culture program 

for students of Chiang Mai Vocational College, aged 15 to 19. The purpose of 

the program is to motivate the students to learn and appreciat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and to enable students to acquire basic communication skill in 

Chinese. Along with the program design, we also design a textbook for the 

intensive short-term program. It is concluded that holding holding a language 

program in a non-target language environment, native researcher should have 

cooperated with local schools or teachers, in order to know students better and to 

meet students’ need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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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由研究背景與動機出發，概述本論文計畫之緣起。第一節敘述研究

背景與動機，第二節闡述研究問題，第三節為論文架構，第四節為名詞解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 泰國華語教學略述與計畫緣起 

  海外學習中文之熱潮持續延燒至二十一世紀，中華人民共和國（後簡稱

中國）自改革開放後經濟逐漸起飛，並於2010年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其周邊國家為了與之建立貿易關係，對於華語人才之需求提升，學習華語的

人口便逐年成長，而泰國也是其中之一。泰國政府與中國政府於1975年建交

以後，改變以往排華態度，鬆綁對中華學校與華文教育的管理。但中華學校

方方面面仍受到極多限制，如1981年華校啟光學校因經濟困境被迫停辦。直

至1992年，泰國政府祭出支持華文教育的政策，政策的實踐上不僅增加中華

學校的華文課程（從四年級延續到六年級），並允許民間開辦華語補習班，

更批准成立第一所華僑大學：華僑崇聖大學（符翠蘭，2007；林瓘閩，2009；

陳水英，2014）。 

  泰國華富里府（Lopbury）華德語文學校創辦人姚宗藩（2005）於其報

告中1指出，2000年泰國前總理丘達新（Thaksin Shinawatra）於演講中鼓勵

泰國中學開設華文科作為專業科目或是選修科目，之後，曼谷便有約一百間

中學新增華文科，占曼谷中學總數量的四分之一。至2008年，泰國教育部將

華語納入中、小學課綱之中，總計有兩千多所公立學校開設華語課程（林瓘

閩，2009）。本論文課程實踐地點之清邁職業學校（Chiang Mai Vocational 

College）便是其一。 

  清邁職業學校屬清邁府公立學校體系，為清邁府排名第一之公立職業學

校。該校約有八百名學生，培育商業、家政、美術及旅館管理業專長之學生，

也特別重視外語（英語）教育。近幾年該校副校長王龍財（Sombat Na Luang，

                                              
1 透過網路通訊平台與姚宗藩老師聯繫上以後，得知該報告為 2015 年 06 月姚老師為臺灣

海外華文師資培訓班所作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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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為職業學校中文教師協會會長）大力支持並推動校內華語課程，開始設立

常態型華語選修課。清邁職業學校與中國國家漢語國際推廣領導小組辦公室

（簡稱漢辦）存在著合作關係，此外，王副校長於2016年尋求臺灣教育部協

助，希望臺灣能協助泰國職業學校推展並穩定其華語課程。王副校長提出之

需求有二，一為培訓泰國本土教師，使更多泰國本土教師能勝任帶領華語課

程之工作，如此各職業學校就能提供更多且優質的華語課程；另一為雙方合

作開發針對泰國職業學校之華語教材。與臺灣教育部搭建起橋樑後，王副校

長於2017年04月領隊來臺參加「泰國職業學校華語教師研習課程」，雙方皆

希望此課程能持續開設下去。關於第二個項目，針對泰國職業學校華語教材

開發合作便以2017年09月至10月於清邁職業學校舉辦之「2017清邁短期密集

華語課程」作為起點（也就是本論文之實質計畫），嘗試開發一套針對泰國

學生的零起點短期密集華語課程教材──《中文泰簡單》。欲以此教材作為

初步測試，試驗泰國職業學校學生對於新編教材編寫方式的接受度，並實驗

教材編排方式的可行性與內容的實用性。短期密集課程結束後所蒐集到的資

料便能做為未來進一步合作的基石與調整參考。 

二、 泰國華語教材現況略述 

  泰國尚未有統一的華語教材，一般為各級學校或華語教師自己選定上課

材料。除了教材缺乏統一性與系統性以外，符翠蘭（2007）亦指出，符合泰

國國情的教材更是少之又少。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與泰國教育部對華語教育

的政策和態度有關，比如缺乏完善的教學大綱、華語未列為必修課程等（符

翠蘭，2007；譚國安，2011）。然，市面上針對泰國籍學生的華語教材可略

分為三類：泰國本土華語教材（由泰國本土教師編輯或泰國出版社出版）、

臺灣或中國發行之針對泰籍學生的華語教材（國別化教材）以及臺灣或中國

發行之泰文版華語教材（泰文版通用教材）2。王宇軒（2008）針對泰國中、

小學選用之華語教材調查結果顯示，通行於泰國中小學之華語教材中百分之

六十二為中國發行的教材（包含通用教材與國別化教材）；泰國本土教材和

                                              
2 譚國安（2011）將泰國市面上可見的華語教材歸為三類：泰國本土教材、中國教材和臺

灣教材。本文和譚的分類不同，原因在於本文除了以編者國籍做為考量之外，亦將教材

設定的教學對象納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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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材3（通用教材）約占百分之二十以及百分之十六。高等教育有較高

比例使用教師自編教材，如朱拉隆功大學採用漢語系主任巴蘋的自編教材

《基礎漢語》（譚國安，2011）。 

  雖然在泰國流通的華語教材複雜多樣，但普遍來說泰國本土教師和華語

學習者仍對教材感到不滿意。尉萬傳（2007）向泰國本土教師和大學華語學

習者作了教材滿意度調查，高達百分之九十的教師和百分之八十五的學習者

對教材感到不滿。王宇軒（2008）、陳水英（2014）亦指出一些泰國現存華

語教材的問題，其中一大因素即是教材的針對性不足。部分教材雖提供泰文

版本，但僅限於將說明文字改為泰文，內容方面無顯著調整。這類教材應歸

類為通用教材，如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編制的《泰國版新編華語課本》、《五

百字說華語》。因通用教材須滿足全球多數學習者需求才能做到大量推廣，

故而無法兼顧地域性學習習慣與特殊學習需求的狀況。詹雅涵（2015）以文

獻研究為基礎，整理出常見泰國本土教材的幾個問題，包括（1）教材年代

已久，情境、詞彙過時，缺乏對現今社會認識。（2）過度簡化詞彙和語法，

雖然有助於初學者入門，但教材語言脫離真實語言。（3）為華裔學習者編

寫的教材，類似母語者教材，無詞彙、語法單元。 

  在通用性教材無法滿足泰國學習者需求和泰國本土教材品質參差的情

況下，中泰合編教材漸成趨勢。帕差倪‧宕允容和素里．春哈隆梨4（2008）

認為「最理想的教材應在中國專家的協助下由泰國資深漢語教師聯合編寫， 

並經由中國專家審定」（引自譚國安，2011）。而這個趨勢也反映在泰國中、

小學選用教材之上。由任景文主導的《初級漢語》為中泰合編教材，且自2001

年於泰國出版以來即廣受老師歡迎，許多泰國中、小學選用其為教材，並於

2012年時再度推出修訂本（詹雅涵，2015）。之後，泰國學校自行與中國學

校建立合作關係編寫教材的情況越來越多，比如泰國曼谷金佛寺附設中學

（岱密中學）與中國天津市實驗中學的合作教材《快樂中國行漢語教程》，

徐霄鷹、周小兵《泰國人學漢語》是中國中山大學與泰國華僑崇聖大學的合

                                              
3 根據譚國安（2011）調查，在泰國使用的臺灣教材一般由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出版，贈

送給僑校使用的教材，如《五百字說華語》、《一千字說華語》等。 
4 帕差倪．宕允容、素里．春哈隆梨皆為中譯名，前者為朱拉隆功大學漢語系副教授。 

 



短期密集華語課程之設計與教材編寫 

4 

作產物（譚國安，2011）。臺灣和泰國的合作計畫則有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

語教學中心策劃的《現代華語（泰國版）》，其編輯顧問有朱拉隆功大學中

文系主任巴蘋（Prapin Mamomaivbool）。由此可知，與泰方合作編寫教材

不僅僅是趨勢，更是必要手段。本計畫所編之《中文泰簡單》主要編寫方雖

為臺灣（本校華語文教學系），但編寫時多方請教清邁職業學校華語教師並

得到參與本計畫的泰國學生協助。 

三、 華語短期課程與教材現況略述 

  兩岸對於華語短期課程有不同的稱呼，臺灣常以「短期遊學課程」、「短

期密集課程」稱之，而中國則使用「短期速成課程」或「短期強化課程」命

之。通常「短期」語言課程伴隨而來的是「密集」，也就是以高密度的課時

取代傳統的學期課程；既然課程期間被壓縮了，使得課程推進得較快，學習

者便能在相對短的時間內快速進步，也就是「速成」。這些用詞實為一體兩

面。而從這幾個詞彙可以看出華語短期課程的幾個特徵：（1）課程期間短

（2）課時集中（3）期望學習者能快速進步。故兩岸選用的詞彙雖然不同，

但關注的焦點是一致的，目的皆為「在最短的時間內引發學生興趣而達到高

效率的學習」（彭妮絲，2012）。 

  隨著華語熱的持續延燒，前往臺灣、中國進行語言進修的人數逐年提

升，華語短期課程的需求也水漲船高。在臺灣地區，由各大語言中心暑假期

間（七、八月份）學生數量的暴增就能窺知市場對短期課程的需求；與之相

應，短期遊學團課程、教學、教材等面向的專門研究不但越多也越趨成熟，

如林雪芳、方淑華(2004）、郭芳君（2006）、張錦虹（2008）、陳碩文（2010）、

賴秋燕（2010）、陳淑玲（2012）、彭妮絲（2012）、周宥妤（2013）、鍾

麗清（2015）、江允婷（2017）等。中國方面對短期課程的重視更不遑多論，

早於1980年5北京語言大學便成立漢語速成學院，專門針對短期、有特殊需

求的學習者開設速成班；此外為提升短期課程的學習效能，在教材方面的研

究也有許多成果，如呂必松《48小時漢語速成》、楊惠元《速成漢語基礎教

程》、馬箭飛《漢語口語速成》等；研究方面則有北京語言大學不定期出版

                                              
5 原名「漢語短訓部」，1993 年改為現在的「漢語速成學院」。 

 



 

5 
 

的《漢語速成教學研究》6。楊慶華（1997）提到華語短期教學是對外華語

教學中的一個重要部分。許多學者也在專書中特別將短期教學獨立成節來討

論，如李揚（1997）主編的《對外漢語教學課程研究》將速成教學與短期教

學視為獨立的教學類型；蔡雅薰（2009）也特別列出短期教學的課程綱要。

由此可知華語短期教學是一門獨立的研究，教學上不能將常態型華語課程模

式直接套用在短期課程之上。 

  為符合華語短期課程的課時、學習需求、課程目標，不同程度、類型的

短期教材應運而生。如提供零起點學生生活必備用語的《華語簡易通（入門

篇）》（盧翠英和孟慶明，2009），楊惠元的《速成漢語基礎教程（綜合課

本）》（2007）強調培訓學習者的聽說能力。針對商務學習者則有李曉琪《新

絲路︰初級速成商務漢語Ｉ》（2009），王海峰、陳莉、路雲的《新HSK

速成強化教程》（2013）給參加漢語水平考試的學生很好的準備方向。這些

短期教材多使用英文為其註釋及說明的語言，少數如國家漢辦《體驗漢語》

系列有多語言版本，而針對泰國學生的華語短期教材則沒有。這也是為什麼

本計畫（2017清邁短期密集華語課程）選擇編寫針對泰國學生的華語短期教

材《中文泰簡單》的原因之一。 

第二節 研究問題 

  華語短期課程發展至今已有三十多年的歷史，短期課程已成為語言中

心、語言學習場所必開設的課程。現今研究多以目的語區的短期課程為研究

對象，如楊麗姣（2001）、陳碩文（2010）、彭妮絲（2012）、包靈智（2013）

等，討論學習者在目的語區短期進修的情況，較少文獻討論非目的語區的華

語短期課程。而能夠參加短期課程的學習者通常經過篩選，擁有高智能、高

動機與積極的態度（馬箭飛，1995；崔永華，1996；楊惠元，1999）。 

  本計畫的短期華語課程（2017清邁短期密集華語課程）進行地點在非目

的語區──泰國清邁，因此本論文欲探討非目的語區的短期華語課程架構當

                                              
6 《漢語速成教學研究》第一卷出版於 1997 年；經過十餘載使於 2011 年出版第二卷，最

近一卷於 2016 年出版，後兩卷主編皆為遲蘭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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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規劃，以及研究華語短期教材的特徵，並試編一本針對泰國學生的短期

教材。綜合以上，本論文之研究問題如下： 

1. 零起點短期語言課程之規劃與執行模式為何？ 

2. 現今通行之零起點華語短期教材之特點為何？ 

3. 非目的語地區（缺乏全浸式環境）零起點華語短期課程應如何規劃？ 

4. （針對泰國學生）零起點華語短期密集教材之架構、內容以及特點

為何？ 

第三節 論文架構 

  本研究共計六章，第一章闡述研究背景與研究目的，並強調編寫針對泰

國學生的華語短期教材之必要性。根據第一章提出之研究問題，第二章文獻

探討將分三個面向整理現有相關文獻。首先綜覽中西方短期語言課程之規劃

與特點，接著探究華語短期教材之編寫原理，最後試圖了解泰國學生的學習

特性與學習華語時的難點。第三章為研究方法，介紹本文所使用的研究方

法、流程與研究參與者，並說明資料收集的方式。第四章調查現有非目的語

區華語短期課程之模式、現於臺灣／中國兩地通行之華語短期教材以及由泰

籍華語教師或常駐當地華語教師所編寫的本土教材。第五章則整合文獻及現

況調查結果歸納出非目的語區華語短期課程模式以及教材編寫原則，詳細列

出教材中各課大綱及單元設計範例，並列出課程成就測驗結果與分析「課程

滿意度問卷」來討論課程試驗結果。第六章總結上述以及提出本論文之限制

與未來研究之建議。 

第四節 名詞解釋 

1.  華語：又稱「中文」，為臺灣、中國的官方語言。臺灣人民多用「國語」

一詞，中國於1949年改「國語」為「普通話」。當「中文」的學

習對象為非母語者時，臺灣學術界使用「華語」，以便區隔母語

教育；中國學術界則使用「漢語」、「對外漢語」。於泰國境內，

早期華裔後代的中文教育以「華文」教育稱之，後「華文」教育

覆蓋的範圍也包含「華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本文統一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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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稱之。 

2.  零起點：指完全無接觸、學習過目的語之學習者程度，或稱「初級」。 

3.  短期課程：指教學週期為兩週至八週的華語課程。跟常態課程相比，學

習者在較短時間內獲得一樣或更多的語言技能。本論文討論

的華語短期課程是為期兩週（共十天）的華語課程。 

4.  密集課程：源於1940－50年代美國的密集課程（Intensive Method），強

調「使用語言」並在情境（context）中使用語言以學習語言

（Harris，1949）。於中國稱為強化教學，以增加週課時來減

少總上課週數或提供額外語言技能的訓練機會。本論文研究

對象週課時為30小時，總課時為60小時。 

5.  目的語：即語言學習者所學的母語以外的語言，也稱作目標語。目的語

區所指即是使用目的語為主要溝通語言及官方語言的地區。本

論文的目的語是指華語。 

6.  文化課：賴秋燕（2010）指出語言教學中的文化課有兩種性質，「一種

是外語教育中為學生設置的文化課；一種是語言課內的文化內

容或文化因素的教學」。本論文指的是第一種。這種模式下的

文化課經常是實做型課程，透過體驗活動讓學習者更加認識目

的語文化。華語課程常見的文化課有書法、太極、剪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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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探討零起點短期課程的模式，梳理短期課程的特

點與重要元素；接著探討短期教材的特點與編寫模式，並關注教材主題的選

擇；最後研究泰國學習者的學習特性及其學習華語的偏誤和難點。   

第一節 零起點短期課程的模式 

  陳琦（2006）指出，學習者若想迅速習得第二語言，仍有賴於語言課程，

而欲提升學習者的學習成效需「藉由結構明確的教學目標、教學內容、教學

模式，以及教學評量等方式」（引自彭妮絲，2012）。因此，了解短期課程

的課程特點為首要工作，而了解短期課程的運作模式以後，便能更有效的進

行課程設計、安排與執行。  

一、 短期課程的四大元素 

  Walker（1996）、楊惠元（1999）一致指出，談論課程設計時應該從四

個面向來討論，分別是教師、學習者、教學材料以及學習環境，而此四者也

正是組成課程的四大元素。本文延續兩位學者的觀點，以下就這四點嘗試描

繪短期華語課程的輪廓： 

1.  教師 

  教師在課程中扮演多元角色。在課堂中，楊惠元（1999）表示，「教師

不僅僅是信息的傳遞者，而且也是信息源」，可知教師應具備教學知識、標

準語音並熟習教學法。在課堂外，教師「必須保證整個教學組織和運轉的協

調」（馬箭飛，1995），以確保課與課之間的連結。教師的作用不管在何種

課型，都不能被忽視。 

  有鑑於短期課程需投入的精力和時間，崔永華（1996）表示並非所有華

語教師都適合或有興趣參與短期課程，並且教師的特質與能力會直接影響學

習者的學習成效。楊惠元（1999）認為短期課程的教師在思想、文化、心理、

教學能力這四個方面應有較突出的表現。學者（Sacks，1967；Kilker & 

Gunderson，1972；楊惠元，1999；方淑華和林雪芳，2004；胡孝斌，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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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同意教師應具備漢語語言知識，並具有領導課堂的能力。楊惠元進一步

說明教師除了熟習語言知識、教學法、學習者心理等知識，最好具備與中華

文化相關的才能。方淑華等人（2004）也提到在短期遊學團的戶外文化活動

時，華語教師應能擔任解釋說明的工作。特別在非目的語環境下，華語教師

就是「文化的傳遞者」（韓玉國，2017）。因此，知悉中華文化有其必要性。

而楊惠元所言的教師心理指的是教師在課堂中的臨場反應、善於觀察學生和

即時應變能力。教學流程與活動的安排除了按照計畫，也得仰賴教師的感

知，教師隨著學習者的表現、需求、興趣等調整，因此教師必須保持彈性

（Keilstrup，1981）。至於與學生之間的互動，馬箭飛（1995）及方淑華等

（2004）提到因短期課程容易使學生感到疲勞、產生畏懼心理，教師應具備

替學生排解壓力和恐懼的能力。最後，因短期課程的負擔較一般課程重，對

教師的要求也高，當處於這樣的環境下時教師應該能自我要求、負起責任以

順利完成課程，這便是楊惠元所指的教師思想素質。 

  於短期華語課程中，教師不但是個規劃者，負責規劃課堂學習次序、安

排練習活動；也是個輔導員，擔起排解學習者壓力的心靈導師；更是文化的

體現者，引介並解釋中華文化，促使學習者愛上中華文化。這些都說明了教

師是成功的短期課程中極重要的一環。 

2.  學習者 

  馬箭飛（1995）認為短期課程的執行者應該用嚴格的篩選標準來挑選學

習者，因為只有合適的學習者才可能完成高密集、高強度、高壓的短期課程。

Clark（1972）也有一樣的看法，他認為自身能力較高的學習者才能達成短

期課程的各種要求（引自Currall & Kirk，1986）。學者（Griggs，1948；Kilker 

& Gunderson，1972；趙金銘、楊俊萱，1981；Currall & Kirk，1986；馬箭

飛，1995；崔永華，1996；楊惠元1999）同意短期課程的學習者需要有以下

幾點特質：學習動機強、學習目的明確、積極的學習態度、對目的語擁有高

度興趣。高密度、高壓的課程並非所有學生都適合，所以多數的短期課程會

事先聲明申請者條件。楊惠元（1999）指出，「只有具有強烈的速成願望，

他們才能有持久的學習動力」，因此強烈的動機為篩選學習者的首要考量。

據馬箭飛（1995）的觀察，選擇短期課程的學生多為工作上有所需求，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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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淑華和林雪芳（2004）所言，「他們對同時學習華語、體驗異國文化有濃

厚的興趣……利用寒暑假……做短期且充實的進修之旅」。 

  除了學習動機、學習目的、學習態度與對目的語的興趣，Griggs（1948）、

崔永華（1996）及楊惠元（1999）都看重學習者是否具備語言學習的天賦。

德州大學阿靈頓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於1975年開始的六

週暑期德語密集課程中，學習者過往的德語成績 7被列為篩選條件

（Keilstrup，1981）。而南伊利諾大學（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的法語

密集課程篩選學習者時同樣也考慮學習者的語言能力表現，該校採用現代語

言學習能力測驗（the Modern Language Aptitude Test8）之結果做為篩選門

檻，最低門檻為86分（Kilker & Gunderson，1972）；申請愛德華村分校

（Edwardsville）法語密集課程的新生甚至需要提供以前教師的評語（Marti，

1972）。德國特里爾大學（Universität Trier）的密集華語課程也是如此，參

與者需經過篩選9才能參加課程。 

  學習者雖作為短期課程的重要元素之一，但其經常也是課程中的最大變

因。比如學習者的實際能力不如分班測驗結果、學習者未能做好自我規範而

發生個人進度落後的情況、學習者突然感知學習壓力超過其所能承載而需要

進行心理輔導等。我們能如何有效控制、降低變數？第一，便是在招生時清

楚說明課程規範，並「及時淘汰沒有速成願望的學生」（楊惠元，1999）；

第二，設定好課程程度，或於課前進行完善的分班測驗（Currall & Kirk，

1986；馬箭飛，1995；Walker，1996），這將有助於提升課堂效率使課程順

利進行；第三，透過面談衡量學習者的學習動機（Kilker & Gunderson，

1972），或者藉由學習者繳交的自傳來判定。為了使短期課程能順利執行，

                                              
7 大學時期修習兩年德語課且平均成績達 C 以上，或者國高中時期修習四年德語課且平均

成績在 B 以上（Keilstrup,1981）。該課程內容原為德州大學阿靈頓分校三年級德語寫作

課以及會話課，因此有基礎的學習者才能選修。雖然如此，筆者認為該校將語言能力標

準訂於 B 和 C，要求雖然不高，但至少可判讀為學習者具有學習德語的能力。 
8 現代語言學習能力測驗（the Modern Language Aptitude Test）於 1959 年開發完成，可用

來預測學習者學習外語的能力，特別著重聽、說以及溝通能力。現該測驗所屬單位為第

二語言測驗基金會（Second Language Testing Foundation）。 
9 特里爾大學承辦德國 Studienstiftung 獎學金的短期培訓課程，專門培訓獎學金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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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學者甚至規範學習者年齡（楊惠元，1999）、學習者文化背景及其母語

（馬箭飛，1999）。總結以上，這麼多的篩選條件無非是為了同一個目的──

使課程順利進行。 

3.  教學材料 

  這裡的教學材料是指短期課程的教材。一般的語言教材不適用於短期課

程，原因在於通用性教材所適用的課程規劃與短期課程不同，比如一般教材

每課的份量較重、每課的預估的課時較長等（崔永華，1996）。賴秋燕（2010）

為短期課程設計文化教材，根據其需求調查與執行結果，他也認為： 

根據短期班教學特性與短期班學習者需求的調查發現，常態班的教材並不適用

於短期班，短期華語班教材須依學生需求的特性量身訂作。（賴秋燕，2010，

p.141） 

由此可知，短期課程的教學材料應該依據課程需求、課時、學習目的、學習

者特性、學習環境來編製專用教材。 

  統整前人（郭志良、楊惠元和高彥德，1995；洪芸，1998；楊惠元，1999；

方淑華和林雪芳，2004；李明，2005a；賴秋燕，2010）研究，短期教材具

備高針對性、高實用性兩大特色。一、高針對性：針對短期課程學習者的身

分、年齡、學習目的、學習環境選擇學習者需要並有興趣的主題。二、高實

用性：短期課程主要目的在於提升學習者的交際能力，因此各課的話題應該

是常用的、與學習者實際需求切身相關的。楊惠元點出短期課程和一般性課

程學習的模式不同，短期課程「是一段一段地學（循環式學習）」，因此短

期教材應特別重視詞彙、信息、主題的重現，使學習者能不斷地複習所學，

即使間隔一段時日再學也能接上課程；為在短期內使學習者得到最大成就，

短期教材「宜薄不宜厚」。 

  以上點出短期教材的兩大特點，並說明編寫短期教材的必要性。至於短

期教材的編寫原則與主題選擇，將於本章第二節再繼續討論。 

4.  學習環境 

  本論文選用「學習環境」一詞，係以學習者角度出發設想，貫徹以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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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中心的理念。有些學者使用「教學環境」一詞，所討論的是一樣的。學

習環境的討論可以分為廣義和狹義兩類。狹義的學習環境考慮學習地區在目

的語區或非目的語區；廣義的則包括一國的政治、經濟、政策、地理位置，

乃至於課室環境、學校風氣、課室規模、教學風格、方法、手段等（趙金銘，

2009）。呂叔湘（1987）提出的華語教學三大要素10其一便是學習環境（引

自趙金銘，2009）。許多學者也經由實驗、課程實踐來印證學習環境的影響

力。比如，Prosser & Trigwell（1997）檢視課室規模對教師的教學法是否有

影響11；Lage , Platt & Treglia（2000）改變學習環境，為教師提供一個能吸

引不同類型學習者的教學模式12；Owu-Ewie（2006）、Samuelson & Freedman

（2010）也討論了國家語言政策對當地語言教育的影響。 

  短期教學狹義的學習環境應注意的方面，崔永華（1996）強調應該要創

造良好的學習環境，特別是給學生創造全目的語、有學習氣氛的教學場域，

甚至要完善教學輔助設施，如閱覽室、語言實驗室、辦公設備。楊惠元（1999）

將範圍擴大，不僅重視課堂狀況、全目的語學習環境，連帶課程周期、課型、

班級人數、教學技巧也考慮在內。他認為短期教學最好不超過十週，班級人

數不超過12人；課型應分綜合課與其他語言技能課，不同的課型要各自突出

特點以相輔相成；而不論課型皆需把握「精講多練」原則。 

  就廣義的角度來說「語言教學環境會影響到語言教學的方式、過程，甚

至對教學結果造成影響」（陳穎和馮麗萍，2014）。而良好的環境能增加學

習者的學習意識，為學習者提供更好的學習條件（洪芸，1998）。Johnson

（2008）也認為為了避免產生文化衝突，語言教師應了解學習者背景，針對

該地區的學習者設計教學法。不僅是教學法，教材也要針對教學環境而改

                                              
10 呂叔湘（1987）華語教學三大要素依序為：（1）學習者目的，（2）學習者有多少學

習時間，（3）學習環境。 
11 Prosser & Trigwell（1997）的實驗顯示教師採用「學習者導向」教學模式的意願受環境

影響很大，此環境的因素包括教師對課堂的掌握度、行政態度以及課室規模。課室規模

越小，教師越傾向採用「學習者導向」教學模式。 

12 Lage , Platt & Treglia（2000）的課堂內容為經濟學，但該篇主旨為翻轉教學，試以翻轉

教室來符合不同學習者對課堂的期待。翻轉教室能將傳統課堂帶到課室外，並將課室外

的事件在教師的引導下帶進課堂。故屬學習環境與教學之間的關係。 

 



短期密集華語課程之設計與教材編寫 

14 

變，因為「不同的教學環境，又對教材的編寫產生不同的影響（趙金銘，

2009）」。因此編寫教材時若也考量學習地點與當地學習者特性，所編的教

材應更能符合當地需求。本論文之計畫決議以自編教材作為短期課程「2017

清邁短期密集華語課程」的教學材料，考量之一便為此點。 

二、 短期課程的特點 

  許多研究證實，在相同課時下短期密集課程的學習成效要比一般課程來

得顯著（Kilker & Gunderson，1972；李德鈞和翟艷，1997；Netten & Germain，

2004）。而成功的短期課程必然有共同的特點，Xu, Padilla, Silva & Masuda

（2012）根據Benseler & Schulz（1979）的研究整理出成功的短期課程的七

個重要特點。以下依序列出Xu et al.（2012）的結論，輔以其他學者的見解，

並以兩個非目的語區華語短期密集課程──美國明德中文暑校13和美國星談

計劃的暑期密集中文課程14──加以印證。 

1. 增加每日沉浸於目的語的時間 

Benseler et al.（1979）認為一天需接觸二到八個小時的目的語。翟豔

（2000）根據其於1999年對學習者自學行為調查結果估算，一天當中學

習者於課堂時間與自學時間加起來若達十個小時，將有助於學習者減緩

課程壓力。甚者，有的課程完全掌握學習者的時間，洪芸（1998）認為

「除睡眠以外，其他時間都應當置於教學管理的範圍之內」。明德中文

暑校為了使學習者完全沉浸於目的語之中，學習者在入校之際須簽署

「誓約」，保證於課程期間只說目的語，不說其他語言（施仲謀，1994；

翟豔，2000）。 

2. 增加課堂時間 

                                              
13 明德暑校（Middlebury Language Schools）的暑期中 文計畫始於 1966 年，在美國相當有

名。該計畫採取全浸式教學法，使學習者於八週之間大量接觸中文。 
14 美國星談（STARTALK）計畫從 2007 年開始執行，屬於國家安全語言啟動計劃（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 ，NSLI）之一環。本論文所引之中文暑期計畫係於 2009 年由

加州外語計畫（California Foreign Language Project）、北加州地區的中學及教育學院共同

執行之（Xu, Padilla, Silva & Masuda，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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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大專院校及中學的語言課每次課約一到二個小時。在語言機

構學習，以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為例，學習者可選擇一天二或三

個小時的課程。短期密集課程的課時通常更多。Netten & Germain（2004）

比較不同的密集課程以後歸納出其共同特點15，其一就是增加學習時

數。他們認為有限的學習時數（如每年於校內選修100小時的語言課）

並不能使學習者具備以目的語進行溝通的能力。再參照實際短期課程，

明德中文暑校每日進行四小時的課程，輔以個別輔導以及晚間自修時間

16（ 施仲謀，1994；汝淑媛，2006）；星談計畫的暑期中文課程每天有

五小時課時，其中一小時在電腦教室練習中文打字與撰寫電子郵件（Xu 

et al.，2012）。這兩個計畫除了語言課以外，皆安排了實作類、講座類、

參訪類之文化課程來增加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識，如書法課、參觀亞洲

藝術展等活動。 

3. 小班制 

美國的短期密集教學從二戰17開始興盛，當時的模式已奠定短期班的基

本宗旨，時至今日許多原則仍被採用，倡導小班課就是其一（盛炎，

1987）。楊惠元（1999）也支持小班制，他認為八至十人的班級最合適，

最多不超十二人。Benseler et al.（1979）則表示短期班的班級人數最多

                                              
15 Netten & Germain（2004）歸納出五個特點：(1)增加學習時數 Increasing in time (2)某段

時間集中精力地學習目的語 Concentration of time (3)以學習語言為焦點，而非學科

Language learning (not content learning) (4)致力於發展溝通能力，而非語言本身 Focus on 

communication, not on language study (5)語言流利度與準確度並進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fluency and accuracy 
16 四小時課程包含兩種課型──大課、小課，每日各兩小時。大課重操練與句型結構分析，

小課依據大課內容進行複習活動並揪音。晚間自修時間也是老師的辦公室時間，學習者

利用此時間向教師請教（施仲謀，1994）。 
17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因應特殊人才的需求急遽上升，發展出陸軍特別訓練計畫

（Army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ASTP），該課程包括外國語言訓練。另有鑑於文

法翻譯法過於重視翻譯能力、文法規則，忽略聽說能力和閱讀的喜悅，學者們開始討論

新的教學模式（Johnson，1944）。種種都加速 ASTP 的崛起與散播。更多 ASTP 的操作

與課程執行，可以參考 Schueler（1944）、Johnson（1944）、Agard, Clements, Hendrix, Hocking, 

Pitcher, Eerden & Doyle（1945）、Harris（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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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人。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短期課程，語言文化研習班班級人數

為八至十二人，中文三週速達班人數為六至十人，皆為小班制。明德中

文暑校的班級配置較特殊，其班級人數介於十五到二十人之間，由於學

生數量較多無法實行小班制。因此明德中文暑校的課成分為大、小班

制，大班主講語法，約莫五、六人的小班專門練習口語（汝淑媛，2006）。 

4. 重視聽說能力並以增強溝通能力為課程宗旨 

世界外語教學的短期課程從五○年代開始便十分重視聽、說能力的養

成，語言實驗室（Language laboratory）的存在便是要提供更多機會讓學

習者練習聽與說的技巧。現今的短期課程已不再完全偏重聽、說，而是

致力於聽、說、讀、寫四項技能的發展。崔永華（1998）介紹華語短期

教學與速成教學的課程設計時，將綜合語言課、會話、聽力、閱讀分別

設定為課程必修，並開設漢字、寫作為選修。明德中文暑校和美國星談

計劃的暑期密集中文課程都以聽、說、讀、寫全方位的練習為課程目標。

而星談計劃的暑期密集中文課程學習者前、後測18數據顯示，學習者在

各個方面都有顯著進步（Xu et al.，2012）。然據汝淑媛（2006）於明

德中文暑校的實地考察心得 

明德中文暑校雖然很重視學生聽、說、讀、寫的全面發展，但是大部

分的教學還是為聽說服務的， 讀寫強調得還不夠。（汝淑媛，2006，

p.83） 

趙金銘和楊俊萱（1981）也發現讀、寫訓練的不足，短期教學由於時間

短，往往「只能側重聽、說，對讀寫的照應不夠」。也就是說華語短期

課程雖揚起四能並進的旗幟，但礙於總學習課時較少、學習目標多為「現

                                              
18 美國星談計劃的暑期密集中文課程（2008-2010 年）使用 STAMP（Standards-based 

Assessment & Measurement of Proficiency）和 SOPI（simulated oral proficiency interview）

讓學習者進行前測、後測。兩個測驗皆依據美國外語教學委員會（ACTFL）的語言能力

分級標準制訂而成。STAMP 係電腦測驗，測量學習者閱讀、寫作和口語能力。SOPI 只

測量學習者的口語能力。另由於 SOPI 的分級級距較大，無法凸顯學習者的進步幅度，計

畫另採用 FLOSEM（Foreign language oral skills evaluation matrix）搭配 SOPI 的結果進行

分析（Xu et al.，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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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現用」、課程注重聽與說的能力，四能並進的目標尚有進步空間。 

  華語短期課程揚起了四能並進的旗幟，但我們參照外語密集課程，

卻發現外語短期課程是有所偏重的。Netten & Germain（2004）歸納沉

浸式課程、密集英語課程、密集法語課程的特點，這些課程都以培養溝

通能力為目標，重視語言的使用，而非語法解釋。他們說語言必須是溝

通的工具，不能是學科。而為了成就溝通能力，語言流利度與精確度必

須並重。Netten et al.與Benseler et al.（1979）的想法一致。可見，短期

密集課程首要重視的是培養學習者的溝通能力，若有餘力始兼顧其他。 

5. 語言實驗室 

語言實驗室（Language lab）剛興起時，語言實驗室提供學習者練習聽

力和口語的機會。學習者在那裡聽錄音帶，或者錄音交由教師糾正其發

音。今日語言實驗室的應用於英語教學界已十分普及，且軟、硬體設備

已經大幅提升。最新的研究（Mohammed，2017）再次證實語言實驗室

對於學習者的正向幫助，尤其於聽力、口語能力有顯著效果。關於語言

實驗室的設備、操作方式、功用可以參照Mohammed （2017）。施仲謀

（1994）於明德中文暑校的經驗是教師利用語言實驗室糾正學生發音。

但這已是二十多年前的經驗，據筆者調查近年明德中文暑校建立網路部

落格供學習者與教師上傳資料。Xu et al.（2012）提到在星談計劃的中

文課程中，學習者在電腦教室（Computer lab）練習中文打字，並在中

華節慶時製作賀卡、上網搜尋節慶相關資料。拜科技發展之賜，今日語

言教學能利用許多數位科技，如網路、部落格、電子郵件等，幫助學習

者學習，並且使課堂更加活潑。語言實驗室的幫助的確很大，但需要龐

大經費建立，不是所有學校、計畫都負擔得起。 

6. 以目的語進行的課外活動 

Freed, Segalowitz & Dewey（2004）比較三組法語學習者（三組學習者分

別為12週非目的語區大學學分課程、七週非目的語區沉浸課程與十二週

法國遊學課程）於課程結束後的口語流利度，Free et al.比較後證實影響

學習者口語流利度的主因並非學習地點，而是跟課程所安排的課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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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在相同語言課時數之下，以目的語進行的課外活動時數越多，學

習者口語流利度的提升幅度越大。星談計劃的中文課程中包含校外教學

（Field trips），Xu et al.（2012）認為校外教學是該課程一個重要的組

成，因為校外教學是課程教學的延伸，教師能趁此時傳遞中華文化並進

行相關教學，每次校外教學教師都派學習單，是寓教於樂的活動。 

7. 課程團隊的支持與奉獻 

方淑華和林雪芳（2004）提到語言學習的大環境與小環境。大環境指的

是國家方面的，比方觀光景點、人文氛圍、交通便利度、治安等；小環

境則與課程息息相關，除了課程設計、適當的教材，還提及「課外活動

的妥善安排、中心對學習者的關懷與照顧」。Benseler & Schulz（1979）

說相較於一般課程，短期課程的團隊付出的時間與精力必須是更多的。

一個課程的成功，不止有優良的教師和充滿學習熱誠的學習者，幕後安

排一切的行政團隊更是促使課程成功的重要推手。 

  以上便是Benseler et al.（1979）提出的成功的短期課程的七個必要條

件。這七點係從課程規劃方面著眼，詳述短期課程應包含之內容，另有一些

學者（Keilstrup，1981；盧曉逸和朱子儀，1997）從整體課程的特點來看，

認為課程必須是單一目的的，完全針對學習者需求；課程必須靈活、有彈性，

授課內容與行程安排要多樣化。盧曉逸等人（1997）更強調短期課程應自成

系統，並以「強化」為教學手段來達到「速成」的目的。 

三、 短期課程面對的困難 

  相較於常態課程，短期課程的學習成效較好（Kilker & Gunderson，

1972；李德鈞和翟艷，1997；Netten & Germain，2004），但短期課程在執

行上有其難處，在教學方式上有瓶頸，對學習者而言也有學習限制。以下就

行政、教學方式、學習者三個方面來討論短期課程面對的困難。 

  行政執行上的問題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學習者目的語水平不均，二是

教師素質不一，三是教材不適用的問題（單威，2013）。短期課程的學習者

華語能力參差不齊，即便是來自同一地區的學習者，學過一年華語的不一定

比只學半年的學習者更流利。因此於課程開始之前必須準確分班。美國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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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暑校除了採用紙筆測試，還進行口語能力測試19（Oral Proficiency 

Interview）以求更精準判斷學習者程度（汝淑媛，2006）。馬箭飛（1995）、

崔永華（1996）更以為應定期重新編班。但現實上實際面臨的困境是，即使

課前確實分班，還可能因為學習者人數不足併班、同級學習者能力仍有差距

等問題。因此，學者（馬箭飛，1999；單威，2013）提出將相近文化背景或

相同母語的學習者安排在同個班級的解決方式。第二個問題是教師素質，崔

永華（1996）提過因為精力、壓力、工作量等緣故，不是每個華語教師都能

擔任短期班的教師。從現在各大專院校培訓的華語教師專業來看，甚少或甚

至沒有專門培養短期課程教學技巧或教學方法的課程。因此，在課程前，參

與課程的教師必須對短期課程的特性多加了解，並「安排有經驗的教師具體

指導新教師，形成老帶新的組合」（單威，2013）。由次可見，經驗的直接

傳承或許是最快的方式。最後一個，卻也是最多學者、一線教師疾呼的問題，

就是教材的不適用。短期教材雖經過多年發展已逐漸和通用性教材有所分

野，也已能看出短期教材有別於其他教材的特色，但單威（2013）、李明（2014）

仍覺得短期教材有所不足，比如針對性不夠強、編寫體例的問題、教材中的

練習題過於單一。郭芳君（2006）訪談了短期課程的教師，其中許多教師提

出「常態課程的教材並不適合短期課程」，且「課本的編輯也要能讓學生在

短時間內得到學習的成就感」，可知現在一線教師仍對教材感到不滿意。有

關短期教材更詳細的討論將於第二節進行。 

  教學手法方面的問題在於教學方式過於簡單與課堂的語言實踐活動較

少（單威，2013）。由於短期教學的一個目標在於「在相對短時間內獲得相

對多的語言技能和知識」（彭妮絲，2012），課堂上經常採用句型操練、重

述、模仿、替換、大量講課的模式，這種方式的缺點是師生與生生之間的互

動不足，也是造成課內語言實踐活動不多的主因。有鑑於此，張美霞（2009）

與彭妮絲（2012）嘗試在短期課程中採用任務型教學模式，讓學生能更有意

義的使用目的語，創造出更有利學習者的學習環境。 

                                              
19口語能力測試（Oral Proficiency Interview, OPI）是測量外語學習者口語能力的測驗。由

美國外語教學學會（The 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ACTFL）

制定，通行於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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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點關乎學習者。短期教學因為時間短，給予學生的訓練便會減

少，加之詞彙重現率低、課程分量太多、學習者鞏固不夠，學習者經常無法

真的吸收（趙金銘和楊俊萱，1981）。除了學習方面的問題，短期課程帶給

學習者的學習壓力，比一般課程大的多。因此並非課程想進展多快，就能多

快；想給學習者多少語言知識、技能，就能給多少。因此在安排課程時「還

要考慮大多數學生的適應能力和心理承受能力（翟豔，2000）」，又或者如

馬箭飛（1995）及方淑華等人（2004）所言，短期課程教師必須要能舒緩學

習者的心理壓力。由於短期課程高壓、高密度的上課模式，許多學者認為短

期課程的學習者必須經過嚴格挑選，只有「菁英」才能完成整個課程。但

Netten et al.（2004）提出 

學習外語能發展認知、社交能力和個人技能，這樣的學習應該使所有年輕人都

能參與……以溝通為目的的法語課程應接受所有學習者的申請，不論申請者的

特質為何20。（Netten et al.，2004，p.283） 

筆者認同 Netten et al. 的看法。固然短期課程的課程進度很快，為了確保課

程順利，嚴格篩選學習者不失為一個保險的作法。但嚴格篩選學習者，相對

的也限制了短期華語課程的發展，比如體驗性質的短期課程、偏重文化的短

期課程等，這些皆不需篩選學習者，能開放給所有對華語、中華文化有興趣

的學習者。而若能開發出符合不同學習者特性的短期課程，或者針對學習者

特性設計課程，才能向更多人介紹華語，吸引更多人來學習。 

第二節 短期教材的編寫 

  短期課程因為總課期短，每日課時長，因此得善用教學時間，而通用教

材的內容通常較多且細，不適用於短期課程，因此，為短期課程編寫專用教

材是必須的。本節即梳理短期教材的特點與模式，並羅列學者認為短期教材

應包含的主題，最後討論短期教材所面對的問題。 

                                              
20 引用的原文為「Because learning a second language develops many cognitive, social, and 

personal skills, this aspect of learning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education of all young 

people......it was felt that an ideal program for learning to communicate in French should be 

open to all students, whatever their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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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短期教材的特點與模式 

1.  短期教材的特點 

  短期教材是為短期課程而生，必須符合短期課程的特徵才能使教學順

利、使學習效率與學習成就達到最高。就宏觀而言，教材的整體編制方向為

「以話題為中心，以語法、功能為暗線，以全方位的練習為主體（郭志良等

人，1995）」。以話題為中心能快速引起學習者興趣，並且學有所用，而話

題必須按教學對象、學習者的學習目的來挑選。李明（2005a）論初級短期

教材特點時從四個面向切入： 

(1) 內容選取上的特點 

內容選材根據實用性強、富有時代特徵、具有針對性三點來決定。

比如在目的語區學習的學習者需要的話題涵蓋日常生活的話題21。刪

除舊話題，使用富時代特徵的話題才能引起學習者的興趣，如上網、

手機取代打電報等等。短期教材的針對性夠強才能在短時間內完成

有效教學，如商用華語、旅遊華語等等。 

(2) 總體編排方式 

短期課程重視學習者的交際能力，教材一般「以功能、話題、情景」

為綱要，並兼顧語言結構。語言功能如詢問、提出需求等等。情景

重視「某個領域、某個環境或某個場合中所需要運用的語言知識」，

將話題、語言功能安排在越真實的情景下，學生便會越感興趣。 

(3) 重視句型結構 

學習者使用正確的語言結構能使溝通更加順利。短期課程的語法教

學藉由「突出關鍵句」來達成，關鍵句「是一種隨文而擇的句子，

並不局限於從一般語法意義上所概括出的句型」，按照該課話題選

出常用語句幫助學習者記憶。 

(4) 詞彙的處理 

短期課程時間短、進度快，每課詞彙的份量不能多於學習者所能記

                                              
21 日常生活的話題有問候、介紹、購物、問路、日期、時間、天氣、打電話、談家庭、

吃飯、看病、換錢、住處、乘車、乘飛機、買車票、談工作、談打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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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的，但詞彙量不足又有礙交際溝通。短期教材可以根據話題、詞

彙結構、語法操練來補充相關詞彙。如「買水果」話題補充各式水

果名稱，提到「籃球」補充「～球」，語法操練時提供更多詞彙。 

  李明從取材、編排、句型結構、詞彙來看短期教材的特點，張亞軍和盧

曉逸（1981）則從語言能力方面來說，他們認為： 

(1) 短期教材應能凸顯聽說能力的訓練 

(2) 語音的訓練和語法規律應融合入會話教學之中 

(3) 教材要有彈性，要能使教師自由運用，而且必須重視重現率 

(4) 高級程度的選材以當代作品為主 

(5) 提供選修教材作為輔助，以滿足學生需求 

短期華語教學更重視先語後文（李明，2007），教材編寫上也應呈現出此特

點。楊麗姣（2001）以雲南師範大學籌辦的SIT22短期課程為例，SIT課程若

使用語音訓練過重的教材，便有「入題太慢」的問題。因此，語音的訓練篇

幅不宜過多。 

2.  短期教材的編寫模式 

  李明（2011）提出短期華語教材有五種模式：(1)綜合型(2)活頁型(3)主

輔型(4)專題分冊型(5)循環分冊型。 

(1) 綜合型 

綜合型教材結合聽、說、讀、寫，不將四能各自獨立成課，因此不

需要擔心配套教材不足的問題。短期課程的綜合型教材也可以依據

課程需求著重聽、說、讀三能或者聽、說二方面的能力。 

(2) 活頁型 

「活頁」是指教材的裝訂方式，強調教材主題安排的靈活度與彈性。

教師可以按照主題、語言功能、練習形式等，視課程需求重新安排

教材順序。 

                                              
22 SIT（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ining）是美國大學生至中國進行短期語言學習與文化考

察的課程，為期約三個月（楊麗姣，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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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輔型 

主輔型教材有一本或一套作為主要教材，再根據主要教材編寫輔助

教材，如加強口語、練習聽力、閱讀識字、寫作能力等等。教師有

更多課堂材料，視學時、課程進度給學生補充，或者提供給學生作

為自學材料。 

(4) 專題分冊型 

專題分冊型是按照學習者目的編寫不同主題的教材，如旅遊華語、

法律華語、商用華語等。中國漢辦推出的《體驗漢語》就是專題分

冊型教材，有＜生活篇＞、＜旅遊篇＞、＜公務篇＞等等。 

(5) 循環分冊型 

循環分冊型將話題按階段循環一次，話題逐漸增加深度和廣度。優

點是話題重複出現能鞏固所學，教師也能按照學習者程度從不同冊

切入，如此就不會錯過某些話題。 

  本計畫課程採用綜合型模式，因課程只有短短兩週，且特別強調聽、說

訓練，故將課程內容放於一本教材中呈現。 

二、 初級短期教材主題選擇 

  短期教材的主題理應按照學習者需求編制，但是在零起點或者初級短

期教材的主題選擇上，馬箭飛（2000）則認為即是進行簡單的社交任務，而

其「所涉及的交際活動限制在日常生活、學習和簡單的社會交際範圍之內」。

蔡雅薰（2009）羅列出的短期密集課程綱要和初級課程的教學目標也指向短

期初級課程應將「交際任務」視為中心，其教學目標為以下三點： 

(1) 能了解並使用熟悉的詞彙用語，滿足日常生活的具體需求。 

(2) 能介紹自己及他人，並能針對個人基本資料做出問答。 

(3) 能在對方說話清晰緩慢且提供協助的情況下，作出簡單的回應。 

由此可知，短期課程的目標雖然明確，但初級課程仍須以日常生活及人際交

往為重心，難以馬上切入專業課程，如商業華語、醫用華語等。 

  在初級短期課程或教材的主題篩選方面，陳碩文（2010）提出選材首要

便是考慮趣味性，其原因「是為了讓學生進入從『被動學習』到『主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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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階段」。而具體的交際任務項目為何，楊麗姣（2001）、郭芳君（2006）、

蔡雅薰（2009）、毛悅（2010）、彭妮絲（2012）皆有所建議。蔡雅薰按教

材類型與等級分別詳細列出綱要，初級短期教材也是其一；彭妮絲按其短期

遊學團課程的實際經驗，分享短期課程的主題；楊麗姣分析六種短期教材，

並提出教學順序的先後；郭芳君訪問七位華語教師，從華語教師角度整理出

短期課程可用主題的建議；毛悅則從學習者角度出發，調查學習者認為最感

興趣以及最重要的主題。 

1.  蔡雅薰（2009）提出A1級短期密集班課程綱要23如下。 

1.1  能聽懂簡單生活基本常用句子 

1.2  能簡單介紹自己或他人 

1.3 能說明居住地點 

1.4  能說明自己的教育背景和職業 

1.5 能描述自己的家庭 

1.6  能處理簡易數字、數量、價錢或時間的問題 

1.7  能理解書信或電子郵件簡短的訊息 

1.8  能寫簡短的明信片 

1.9  能在表格中填寫數字、日期、姓名、國籍、地址、年齡、出生日期、

出入境時間 

2.  彭妮絲（2012）以日本小山台基金會遊學團之課程為例。 

2.1 打招呼 

2.2 詢價 

2.3 打電話 

2.4 台灣文化 

3.  楊麗姣（2001）分析六套短期教材，並針對主題先後順序提出看法。 

3.1 打招呼 

                                              
23 蔡雅薰（2009）以<華語文能力測驗>為分級標準。原表描述包含學習者能力，如「能

跟上緩慢及仔細說出的話語、能聽懂簡短、簡單、緩慢的說明」，和能勝任的話題，如

「能聽懂簡單生活基本常用句子、能簡單介紹自己或他人」。這裡未列出針對學習者能

力的描述，只列出學習者能勝任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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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感謝、抱歉等禮貌用語 

3.3 詢問地點 

3.4 詢問價格 

3.5 時間 

3.6 食物 

4.  郭芳君（2006）調查七位華語短期課程教師，並提出建議24。 

4.1 購物 

4.2 打招呼 

4.3 簡單關心、慰問 

4.4 介紹自己、認識朋友 

4.5 問路、詢問方位 

4.6 坐車 

4.7 興趣 

4.8 中國菜、到餐廳吃飯 

4.9 台灣人的習慣 

4.10 看病 

4.11 天氣 

4.12 旅遊、住宿 

4.13  課室用語 

5.  毛悅（2010）調查學習者認為最重要以及最感興趣的話題25，結果如下。 

5.1 點菜 

5.2 問答商品的價格 

5.3 坐出租車 

5.4 簡單地描述天氣 

                                              
24 郭芳君（2006）調查初級、中級、高級之華語教師建議之短期課程教材主題。這裡只

列出初級課程的內容。 
25 毛悅（2010）根據《國際漢語教學通用課程大綱》和中國地區常見短期教材，選出一

共 106 個主題，調查學習者認為該主題的重要性及興趣度。調查結果顯示，話題的重要

性和興趣度之間的關係為正相關。本文列出其調查結果前二十名最重要也最感興趣的主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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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了解中國的傳統節日 

5.6 問路 

5.7 買票 

5.8 預訂機票、車票等 

5.9 預訂飯館的桌子 

5.10 簡單說出自然災害的名稱 

5.11 說明中國地圖 

5.12 了解中國的民俗文化、成語故事 

5.13 問答某人的工作經歷 

5.14 談論食物和飲料 

5.15 問答兩個人的關係 

5.16 坐地鐵 

5.17 坐飛機 

5.18 說出常見商品的名稱 

5.19 辦旅館入住及退房手續 

5.20 坐火車 

  總整五位提出的主題如表二-1。五位當中，除了蔡雅薰未特別指明其教

材綱要適用於在目的語區之學習或在非目的語區之學習，其餘四位皆適用於

在目的語區之學習。結果顯示，其一致認為「詢價、購物」應列入主題之中，

其次為「打招呼、問路、點菜」，而「介紹自己／朋友、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旅遊住宿」居第三，「教育／職業背景、天氣、目的語區文化」為第四。 

表 二-1 短期課程主題建議表 

 楊 麗 姣

（2001） 

郭 芳 君

（2006）

蔡 雅 薰

（2009）

毛 悅

（2010） 

彭 妮 絲

（2012） 

詢價、購物 Ｏ Ｏ Ｏ Ｏ Ｏ 

打招呼 Ｏ Ｏ Ｏ  Ｏ 

問路 Ｏ Ｏ *列於A2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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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菜、食物 Ｏ Ｏ *列於A2 Ｏ  

介紹自己和朋友  Ｏ Ｏ Ｏ  

搭乘公共交通工

具 
 Ｏ *列於A2 Ｏ  

旅遊住宿  Ｏ *列於A2 Ｏ  

教育、職業   Ｏ Ｏ  

天氣  Ｏ  Ｏ  

文化    Ｏ Ｏ 

三、 短期教材面對的問題 

  郭芳君（2006）訪問華語短期課程授課教師對現有教材的看法，而教師

們普遍認為通用性教材不適用於短期課程，應就短期課程的目的、課程的特

性選用實用性強的教材。然而臺灣現有短期課程教材數量尚且不多，有盧翠

英和孟慶明的《華語簡易通》＜入門篇＞和＜基礎篇＞、信世昌主編的《青

春遊學：日本人學華語》、楊琇惠《300句說華語》等等。中國地區近幾年

則大量出版短期課程教材，包括《漢語口語速成》、《漢語會話301句》、

《體驗漢語》、《速成漢語基礎教程》、《48小時漢語速成》、《漢語十日

通》等等。 

  李明（2005b、2007、2011）針對中國地區短期教材提出一些現有且普

遍的問題。他認為現存的問題有四個方面，為教材的針對性問題、說明文字

的選詞問題、編寫體例的問題和教材練習題問題。 

1. 教材的針對性問題 

  短期課程注重聽、說的訓練，強調培養學生的溝通交際能力。但現有教

材多能做到提供生活會話，訓練學生的口語能力，卻缺少針對聽力能力的練

習題。也就是說，聽力的練習是不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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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點則是「針對海外教學環境和體現國別特色的教材嚴重不足（李

明，2011）」。教材應該要能針對不同國籍學習者的學習特點、弱點來編寫，

以適應當地的教學環境、教學習慣。但是，現在多數短期課程教材是以目的

語環境為背景而編成的，較難用於非目的語環境。 

2. 說明文字的選詞問題 

  有的教材說明語法時，用詞太艱深或選用專有詞彙，忽略學習者對於這

樣的說明是否能接受。應以淺白的例句作為引導，不要強加「語言學解釋」。 

3. 編寫體例的問題 

  漢字和拼音要一起呈現或者分開處理，應該要詳加考慮。短期課程重視

聽說能力，但是部分教材識讀漢字和習寫漢字的比例過多，會增加學習者的

負擔，也影響學習效率。 

4. 教材練習題問題 

  不少現有教材的練習題題型單一，且練習方式和通用型教材並無二異，

「以書面練習和理解性記憶為主，例如填空、造句、翻譯、組詞連句」。而

這些練習方式不能體現短期課程重視聽和說的特點。再者，需多增加實踐性

的練習、以達成溝通交際為目標的練習活動。 

  綜衡以上，在編寫短期課程教材時，首先應明確知道該課程的學習目標

為何、學習者特性為何，再根據該課程的學習目標訂定每課主題。編寫時應

注意漢字和拼音的呈現方式、練習的形式與比重。筆者同意李明的看法，短

期教材若要有較顯著的成果，教材的針對性必須突出。選詞方面則要對比課

程目標，比如說若學習者學習法律華語，教材必須選用專業詞彙，不可為了

使學生容易理解而選用不恰當的詞彙。而漢字和拼音的比重如何安排也得考

慮學習目標，若學習者未來還繼續學習華語，漢字教學就不可偏廢。但若學

習目標在於溝通交際能力，則能減少漢字教學的篇幅。總的來說，短期教材

的設計應該就學習目標而調整，才能有效提升學習者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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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泰國學生的學習特性 

  學習者是課程組成的四大元素之一26。因此在規劃課程時，應先了解該

課程學習者的學習目標、學習特性、學習難點等等。參與本計畫之學員為泰

國清邁職業學校（Chiang Mai Vocational College）學生，論文研究者無法於

課程之前與該校學生接觸，因此透過前人文獻試圖理解一二，再輔以行前問

卷調查了解該校華語學習狀況，問卷結果將於第四章討論與分析。 

一、 泰國學習者之學習動機、習慣與課堂情況 

1. 學習動機 

  呂軍偉和鐘杏梅（2017）統計37篇泰國學生華語學習動機的相關文獻，

結果顯示目前相關研究多以泰國中學生、大學生為調查對象，針對職業學校

學生的文獻甚少，只有兩篇。可見目前對泰國職業學校學生的研究是不足的。 

  少數文獻，如杜宗景和緱廣則（2011）在分析泰國華語教學現況時提到，

對於職業學校學生而言「漢語等外語課作為職業學校的必修課，其學習目的

主要是為了就業」。這個說法和其他學者的調查結果一致。林明明（2011）

調查清萊府中學生學習華語的原因，選項「中文對未來就業有幫助」平均得

分最高27，其次為「中文對未來升學有幫助」。陳天序（2012）以藝術大學

（Silpakorn University）學生為標的調查其學習動機，「語言興趣、工具需

要」是為首要動機。邱秀琴（2014）調查普吉府所有華語學習者，結論亦為

「以後工作上的需求與溝通是華語學習者主要動機之一」。整體來說，無論

教育背景或年紀，多數泰國華語學習者學習華語時，是將華語當成工具，他

們認為學習華語對未來就業有幫助。 

2. 學習習慣 

  協助本計畫執行之泰國籍人員於行前便不斷叮嚀，泰國學習者態度不如

臺灣學生積極，且泰國學習者沒有複習或寫作業之習慣，更遑論要求他們預

                                              
26 短期課程的四大元素分別是教師、學習者、教學材料以及學習環境，可參考本章第一

節。 
27 1 分為「非常不同意」，5 分為「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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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課業。對於如此的描述，筆者本是半信半疑，因在臺灣遇見的泰國學習者

態度一向良好，是教師們眼中的好學生代表，且大多遵循教師的課堂指令，

包含完成課後作業、準備小考及預習課程等等。 

  而一些提及泰國學習者學習態度的研究，如陳玲（2010）、林明明

（2011）、Li（2011）、杜宗景和緱廣則（2011），亦持同樣的看法，如林

明明認為泰國學習者是被動的： 

雖然學生認為中文對自己未來的發展很重要，想把中文學好，可是他們現在的

學習態度不夠積極，屬於「被動型」的學習者。（林明明，2011，頁 123） 

  陳玲訪問當地華語教師對泰國學習者的看法，十位有八位認為學習者

「上課延遲進教室」經常發生，而十位中有八位認為很少遇到「會預習功課」

的學生。因此，陳玲總結認為此足以顯示泰國學習者的態度是不積極的。

Li討論泰國中、小學生的課堂表現及特點，其中詢問學習者「老師佈置的預、

複習作業，你執行得怎麼樣？」98份問卷中，高達90份問卷結果是「從不做」。

不僅是於泰國任教的當地老師及外籍老師認為學生態度不夠積極，連學習者

也坦承從不做作業的習慣。 

  造成這種現象的可能原因有許多面向。杜宗景和緱廣指出泰國華語教學

的教學法較為單一且偏重讀寫練習，如此會逐漸削弱學習者的學習興趣。最

直接的證明便是，許多學校第一學期開設華語課，經常滿班，但登記第二學

期課程的學生人數卻銳減。林明明從學校課程安排來說，泰國學校的活動較

多，會占用課堂時間或使學習者分心，教學安排便會受到影響。另由於泰國

學制沒有留級制度，學習者若未達到該學期及格分數（五十分），只要參加

補考便行（陳玲，2010）。不僅學校給予學生的學業壓力不多，陳玲也指出

學生家長不太要求孩子成績，未能督促學習者學習。本計畫泰籍人員指出職

業學校的學生更是如此，因其家庭認為早日工作賺錢比學習重要得多。 

3. 課堂情況 

  在泰國的華語課堂上，讀、寫練習的比例大於聽、說訓練（林明明，

2011），Li（2011）更指出學習者大多注重「語言知識」，不夠重視「語言

技能」。在這樣的環境下，學習者雖然認為聽、說能力是最重要的，但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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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也是他們最缺乏的能力。 

  課堂語言的使用，堅持以中文為主、泰文為輔的教師是有的，但多數仍

以泰文為主要教授語言。有的老師認為使用翻譯法「一句中文，一句泰文」

比較有效率；有的老師認為在初級課堂上使用華語作為教學語言，學習者經

常聽不懂（林明明，2011）。陳玲（2010）調查外籍教師在課堂上使用泰文

教學、與學習者溝通的比例達百分之八十；學習者對於教師於課堂上使用泰

文的意願也非常高（均分為4.8/5，5為滿分「非常同意」）。 

  至於上課模式，根據陳玲與林明明的訪談觀察，泰國學習者喜歡「輕鬆

愉快」的學習方式，諸如角色扮演、唱歌、玩遊戲、看電影等等。當地老師

表示只要「不像一般上課的形式，他們都非常喜歡，比較願意合作」（林明

明，2011）。 

  泰國學習者和筆者在臺灣大專院校語言中心所接觸到的學習者不大相

同，泰國學習者能接受的上課模式、功課份量有些差異，課後願意為課堂作

業付出的心力看似不高。了解泰國學習者的特性有助於本計畫的課程安排、

教材編寫與教學設計。如何讓較不積極的學習者完成為期兩周高密度的華語

課程、嘗試聽說訓練為重的課程模式，並接受不會說泰文的臺灣教師將是本

計畫的一大考驗。因此在課程安排與教學法上，我們偏好以活潑、輕鬆一些

的教學方式引起學生的興趣，讓學生不排斥上課。課後作業在學校完成，若

有問題能即時詢問老師。更詳細的課程安排與課堂操作模式將於第五章討

論。 

二、 泰國學習者學習華語的難點 

  不同母語之學習者學習華語時，因其母語特徵與華語有所差異，因此學

習難點是不一樣的。比如，非漢語圈地區之學習者習寫漢字時碰上較大的困

難，母語無聲調特徵的學習者較難辨別聲調，又如母語語序與華語不同的語

言，句子容易產生錯序的問題。因此，若已知參與課程的學習者母語為何，

於課前了解學習者容易產生的偏誤或知道學習者將碰上的學習難點，有其必

要性。 

  參與本論文之計畫「2017清邁短期密集華語課程」之學習者為泰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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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母語皆為泰文。下面彙整泰國學習者學習華語時的難點及常見偏誤。由

於相關文獻較少，筆者只提出語音和語序方面的問題。 

1. 語音問題 

  不少文獻（李紅印，1995；蔡整瑩和曹文，2002；吉娜和簡啟賢，2004；

馬玉鳳，2009；劉佩菁，2012；劉婉蓉，2017）針對泰國學習者學習華語時

的語音偏誤進行討論，整理如下。華語語音以漢語拼音和國際音標併呈，泰

文以泰文字母和國際音標併呈。 

1.1 泰文中沒有的對應語音 

泰文沒有翹舌音（zh /ʈʂ/、ch /ʈʂʰ/、sh /ʂ/）、舌尖前音（z /ts/、c /tsʰ/）和

舌面前音（j /tɕ/、q /tɕʰ/、x /ɕ/）。學習者經常以泰文的舌面中音จ /tɕ/、

ฉ28 /tɕʰ/，和舌尖前音ซ29 /s/替代這幾組發音。 

雖然泰文จ /tɕ/、ฉ /tɕʰ/國際音標的標音方式和華語j /tɕ/、q /tɕʰ/是一樣的。

但筆者實際詢問於臺灣留學的泰國學生，他們認為จ /tɕ/發音較接近華語

的z /ts/，而ฉ /tɕʰ/有的人認為接近ch /ʈʂʰ/，有的人認為接近q /tɕʰ/。發音

雖然接近，但จ發音位置和z /ts/相比，舌位較後；ฉ和ch /ʈʂʰ/相比，舌位

                                              
28 泰文 ฉ、ช、ฌ 發音皆為/tɕʰ/。其和韻母連讀時會影響聲調。本篇選 ฉ 代表/tɕʰ/音，不

同時列出三者。 
29 泰文 ซ、ศ、ษ、ส 發音皆為/s/。其和韻母連讀時會影響聲調。本篇選 ซ 代表/s/音，不

同時列出四者。 

表 二-2 華語舌尖前音、翹舌音、舌面前音和泰文舌尖前音、舌面中音 

華語 泰文 

舌尖前音 翹舌音 舌面前音 舌尖前音 舌面中音 

z /ts/ zh /ʈʂ/ j /tɕ/ － － จ /tɕ/ 

c /tsʰ/ ch /ʈʂʰ/ q /tɕʰ/ － － ฉ /tɕʰ/ 

s /s/ sh /ʂ/ x /ɕ/ ซ /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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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前。吉娜和簡啟賢（2004）認為จ、ฉ發音與華語的z、c相當。 

1.2 送氣塞擦音持阻不足： 

華語送氣塞擦音有c /tsʰ/、ch /ʈʂʰ/、q /tɕʰ/，雖然泰文也有送氣塞擦音ฉ 

/tɕʰ/，但是學習者經常有持阻不足的狀況，誤唸成擦音。 

1.3 泰文鼻音的負遷移： 

泰文的鼻音（ณ /n/、น /n/、ม /m/、ง /ŋ/）可做聲母，且鼻音較華語的重。

又根據李紅印（1995）調查，泰文聲母ห /h/、ฮ /h/與韻母◌ะ /a/、◌า /aː/

連讀時，帶有很重的鼻音。學習者說「好(hǎo)」時，常帶有鼻音。 

1.4 泰文結合韻母的負遷移： 

泰文的結合韻母有六個，เ◌ ียะ /iaʔ/、เ◌ ีย /ia/、◌ ัวะ /uaʔ/、◌ ัว /ua/、เ◌ ือะ 

/ɯaʔ/、เ◌ ือ /ɯa/，皆與母音◌ะ /a/、◌า /aː/結合。因此學習者經常將「國

(guó)」唸成「guá」，將「謝xiè」唸成「xià」。 

李紅印提到泰文◌ ัว /ua/標音雖為/ua/，但實際發音可能是/ua/或/uo/。因

此，這兩個音對泰國人來說不起辨義作用。學習華語時就是個難點。 

  除了以上提到的四點，其他如yu /y/、er /ɚ/，因泰文沒有，也是學習難

點。泰文韻母分長韻母、短韻母，且具有辨義作用，但華語沒有這樣的區別。

泰國學習者經常不自覺唸出長韻母，雖能理解又不影響語意，不過聽起來覺

得和母語者有些微差異，故須特別提醒。 

2. 語序問題 

  討論泰國學習者學習華語語序偏誤的文獻不太多，以下整理主要來自吉

娜和簡啟賢（2004）於泰國皇家學院授課時的觀察紀錄。 

2.1 定語的位置 

泰語和華語定語與中心語的位置不同，泰國的定語在後，華語的在前。 

(1) ใจ ดี 

tɕai di: 

心 好 

‘好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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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ใบ ชา 

 bai tɕʰaː 

 葉 茶 

 ‘茶葉’ 

2.2 時間的語序 

泰文時間詞放於動詞後修飾，華語則是在動詞之前。 

(3) พวกเรา ไป ตอน 6 โมง เย็น 

 phuak reaː pai tɔn 6 moŋ jen 

 我們 去 ∅  六 點 晚上 

 ‘我們晚上六點去。’ 

2.3 情態動詞的位置 

泰文的情態詞放在句末，華語的則在動詞之前。 

(4) ฉัน ทํา อาหาร ไทย เปน 

 tɕʰan tʰam ʔaːhaːr tʰai pen 

 我 做 菜 泰國 會 

‘我會做泰國菜。’ 

  從以上例子可見泰文語序和華語的差異。上面例子的句式都算簡單，若

碰見更複雜的句式時，教學上一定要更注意。此外，當泰文沒有對應用法時，

學習者會出現迴避行為，偏好使用泰文也有的用法。如蔡惠蘭（2013）指出

泰國學習者的疑問句式表現，偏好使用「嗎」而迴避使用華語中的正反問句

形式，就是受到泰文疑問詞「ไหม /mai/」影響的關係。 

  各國學習者的學習習慣與學習難點各不相同，泰國學習者的學習態度較

不積極，且習慣聽講的上課模式。而泰國學習者學習華語時，由於漢、泰語

序不同，學習時便有較大的困難。了解學習者有助於課程的安排與教師對課

堂狀況的掌握，是不可缺少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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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主要介紹本研究之研究方法與流程、研究對象及場域，以及研究工

具。第一節將簡述本研究使用的研究方法：文獻分析法（Documentary 

analysis）及調查研究法（Survey Research）；第二節描述研究參與者及研究

場域；第三節為本研究之架構；第四節說明研究工具，羅列本研究參照的現

有短期課程、短期教材和泰國本土教材的基本資料。 

第一節 研究方法 

一、 文獻分析法 

  文獻研究法（documentary analysis）又稱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

或資訊分析法（informational analysis），是根據某課題或研究目的，通過調

查文獻來全面地掌握該研究文題的歷史或現況。張紹勳（2000）說明文獻分

析法是研究人員「檢視某一類社會（製）成品，主要是對各種不同的溝通形

式，例如書籍、雜誌……加以分析」的辦法。王文科和王智弘（2013）則指

出了此法的優缺點；其優點為文獻大多集中在圖書館，取得方便，且文獻是

由專業人士撰寫，品質較佳；缺點則是文獻僅有語文的行為，無法取得非語

文的相關資料。 

  本文將使用文獻分析法於兩個部分，一是現有短期華語初級教材之特點

與架構分析，二是泰國出版之華語教材現況與分析。首先蒐集現有之初級短

期教材與泰國出版之華語教材，接著整理教材各課架構並嘗試分析各教材之

特點。分析之結果則作為設計「2017清邁短期密集華語課程」教材時之參照。 

二、 調查研究法 

  根據張紹勳（2000）的說法，調查研究法（survey research）是科學研

究中最常使用的一種方法，此法的宗旨在於追求事物的「一般性特徵」，透

過樣本了解普遍的現象。研究調查法的資料可以透過問卷、訪問或觀察蒐集

而來。王文科等人（2013）指出此法的優缺點；優點在於容易取得較完整的

資料，且較易深入了解問題的核心；缺點在於訪問調查需要大量經費或時

間，短期內要蒐集到大量資料的難度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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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使用了問卷研究法與訪問研究法兩種形式。於調查現有海外短期密

集課程時使用了訪問調查法，訪問具有非目的語區短期密集課程經驗之華語

教師該課程進行之模式、想法與建議（若受訪教師在海外不便面訪，則以問

卷替代訪問，或是透過網路平台進行文字訪問）。另一訪問是於課程結束後，

訪問三位「2017清邁短期密集華語課程」授課教師關於本課程之安排與新編

教材的課後心得與建議。問卷調查法則用於本計畫之課程最後一天，調查課

程參與者（學習者與泰方協助本計畫執行之華語教師）之學習心得與課程感

想。 

第二節 研究場域與研究參與者 

一、 泰國清邁職業學校 

  泰國清邁職業學校（Chiang Mai Vocational College）是公立學校，為清

邁府排名第一之職業學校。該校共有約八百名學生，設有商業科、家政科、

美術科及旅館管理科等，共設有十七個部。由於學生畢業後直接進入職場的

比例高，且多從事觀光服務業，因此該校特別注重學生的外語能力。又由於

前往泰國地區旅遊的華人越來越多，再加上泰國與中國的商業往來日趨密

切，因此該校近年積極於校內推動華語課程。 

  於2017年8月筆者調查清邁職業學校校內華語課程開設狀況，協助本調

查者為該校副校長王龍財先生。該校有高職部和二專部，加上不同科別，校

內共分十七個部。十七個部之中，已有七個部提供華語課程作為選修課。該

選修課課時每週一次，一次兩小時，一個學期可以完成36至40個課時。該校

以中國國家漢辦發行的《交際漢語》為教材，《交際漢語》有泰文版。校內

有兩名泰籍華語教師和一名中國志願者教師，三位共同分擔課程。泰籍教師

多以學生的母語進行教學。由於校方高層意見不一，華語課程尚無法列為必

修課，且未能於全校推動，以上種種導致華語課程開設的狀況還不太穩定，

且課程安排上學生學習華語的時間過少。調查結果整理如表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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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1 泰國清邁職業學校華語課程現況 

開課比例 全校有十七個部，有七個部開設華語選修課 

課程類型 選修課 

課  時 每週兩小時 

教  材 

《交際漢語》   

（由國家漢辦發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教師背景 該校共有三名華語老師，背景分別為 

1. 留臺之泰籍教師 

2. 泰籍本土教師 

3. 中國外派志願者教師（每一年或兩年換一次） 

教學目標 使學生掌握初級華語，進而未來 

1. 能從事與華語相關之工作 

2. 能繼續深造華語 

教學困難 1. 校方不夠重視華語課 

2. 課程編制未納入必修課程之中 

3. 學生接觸、學習華語的時間過少 

4. 教師數量有限，且中國籍教師流動率高 

二、 學習者背景 

  本計畫「2017清邁短期密集華語課程」與清邁職業學校合作舉辦，預計

開設四個班，共招收42名學生。學生由泰方隨機分班，分成A班、B班、C

班、D班，每班10-11名學生。根據校方資料，參與本課程的學生為高職部

一、二、三年級與二專部一、二年級的學生。學生是由各部教師（非該校華

語老師）推薦參加的。 

  42人中，最後完成兩週課程並參加成就測驗的學生有32名。本課程於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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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職業學校假期間開課，學生皆是利用自己的假期到校上課。由於學生可能

是家庭重要的人力，因此課程中因協助家庭工作而退出者有之。又不少學生

住家離清邁職業學校（位於清邁古城區中心）很遠，有的住在清萊府，有的

住在山區，車程長達一至二個小時，到校十分不便。若遇上大雨，交通中斷，

學生更不能到校上課。完成全部課程的32名學生真的非常不容易。 

  42名學生分班狀況如表三-2，A班有11名學生、B班有10名學生、C班有

11名學生、D班有10名學生。原定清邁職業學校數位其他科目的教師亦參與

本課程，但由於教師行政工作繁忙，皆未能全程參與，因此這裡提供的學習

者人數未包含參與課程的泰籍教師，只有清邁職業學校的學生。 

  本課程設計給零程度或趨近零程度之學習者，因此未設計課前測驗。第

一天面對學生時，授課教師以簡單的問候及提問開場，發覺學生未能回應。

我們以此認定學生確實為零程度或趨近零程度之學習者，符合本課程、教材

設定之程度。 

表 三-2 「清邁短期密集華語課程」課程參與者 

班別 授課教師 學生 性別 是否完成課程 

A班 T-A S-A1 女 完成課程 

S-A2 女 完成課程 

S-A3 女 完成課程 

S-A4 女 完成課程 

S-A5 女 完成課程 

S-A6 女 未完成課程：原因不明 

S-A7 女 未完成課程：原因不明 

S-A8 女 完成課程 

S-A9 女 完成課程 

S-A10 男 未完成課程：原因不明 

S-A11 女 未完成課程：原因不明 

B班 T-B S-B1 女 完成課程 

S-B2 女 完成課程 

S-B3 女 未完成課程：上學途中出車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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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4 女 完成課程 

S-B5 女 完成課程 

S-B6 女 未完成課程：原因不明 

S-B7 男 完成課程 

S-B8 女 完成課程 

S-B9 女 完成課程 

S-B10 女 未完成課程：原因不明 

C班 T-C S-C1 女 完成課程 

S-C2 女 完成課程 

S-C3 女 完成課程 

S-C4 女 完成課程 

S-C5 男 完成課程 

S-C6 女 完成課程 

S-C7 女 完成課程 

S-C8 女 完成課程 

S-C9 女 完成課程 

S-C10 女 未完成課程：幫家裡做生意 

S-C11 男 完成課程 

D班 T-D S-D1 女 完成課程 

S-D2 男 完成課程 

S-D3 女 完成課程 

S-D4 女 完成課程 

S-D5 男 完成課程 

S-D6 女 完成課程 

S-D7 女 完成課程 

S-D8 女 完成課程 

S-D9 女 未完成課程：原因不明 

S-D10 女 未完成課程：原因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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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授課教師背景 

  參與本計畫之授課教師有四位（包含筆者），授課時皆為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系二年級研究生。四位老師於此行前皆有團體班教學經驗。因其

專業素養、團隊合作能力、獨立工作能力皆十分優異而入選為此計畫之授課

教師。 

第三節 研究流程與架構 

  本文旨在研究非目的語區的短期密集華語課程之設計與教材編寫，研究

過程包含四個階段，為文獻蒐集分析、教學現場之現況調查、課程規劃與教

材編寫及教學實踐。 

  文獻蒐集分析在於蒐集和檢視現有短期華語課程教材（包含臺灣地區以

及中國地區出版之教材），並分析整理教材特點。同時藉由網路搜尋與教師

訪談檢視現有非目的語區之短期密集華語課程之設置情況。接下來為教學現

場之現況調查，也就是針對本計畫執行地區──泰國清邁職業學校──透過問

卷調查學習者與教學場域之現況，並且蒐集於泰國地區流通之泰國本土華語

教材，作為本計畫編寫教材時的參考。以上為前置調查（調查結果於第四章

說明），調查結束後根據彙整結果規劃一短期密集華語課程（為期兩週，授

課時間為十天）和編寫適用於該課程之短期教材（課程設置與教材範例於第

五章說明）。最後在實地教學之後整理學習者之學習成果（課程結束時之成

就測驗），並且蒐集學習者、授課教師之反饋與建議。研究過程如圖三-1

所示。 

第四節 資料蒐集方式 

  為了找到最適合本計畫「2017清邁短期密集華語課程」的課程架構與教

材，了解現有非目的語區華語短期密集課程的模式與市售教材是必須的。本

研究期望藉由了解現有課程與教材，找出與本研究之相異點或相同點而有所

啟發。另，各國學習者已有一套固定的學習模式，透過泰國本土教材了解泰

國學習者慣有的學習模式，以期藉由學習者熟悉的方式來提升學習成效。以

下列出所蒐集的資料，資料分析於第四章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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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1 研究過程 

結論與建議 

資料整理與分析 

課程設計與教材編寫 

課程回饋調查 

短期教材及課程現況分析文獻探討 教學現況調查 

研究動機與目的 

確認問題與範圍 

  短期密集課程 

  短期密集教材 

  泰國學習者 

  短期密集課程(非目 

的語區) 

  短期密集教材 

  泰國本土教材 

  泰國清邁職業學校華

語課程設置與學習者

狀況 

  學習者問卷 

  授課者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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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非目的語區華語短期密集課程 

  非目的語區華語短期密集課程之資訊來源有二，一是筆者上網利用中英

文關鍵字（Mandarin, Chinese, intensive, short-term course, 中文、漢語、短期

課程、密集課程）交叉搜尋課程相關資訊；二是筆者詢問認識的於海外任教

的華語教師是否有相關經驗，若有則進行訪問（面訪、線上問卷式訪談），

訪問內容如附錄一。教師訪談問卷除了課程，還有關於教學法與教師執行課

程的心得與建議，用來給筆者作為本計畫執行的參考。 

  線上課程查詢結果與透過訪談得知的非目的語區短期課程項目共有13

個，列於表四-1，與課程結構一起呈現。因筆者第二外語只諳英語，故課程

來源多為英語地區。且許多課程並無網頁，無法於網路上查知，因此只取得

13筆資料。此實為本研究之缺憾。 

二、 現有短期密集教材 

  筆者蒐羅台灣、中國兩地現有短期密集教材，一方面尋找是否有適用於

兩周短期課程的教材，同時參考現有教材之架構與編寫模式，用於之後編寫

兩周短期教材時的參考。蒐羅到的教材按出版（或再版）年份排列如表三-3。

表三-3中的教材，如《漢語口語速成（入門篇）》（馬箭飛、蘇英霞和翟豔，

2015）、《速成漢語基礎教程（綜合課本）》（郭志良、楊惠元，2007）、

《漢語十日通：入門篇》（楊惠元，2008）由教材名稱、前言清楚可知其定

位為短期教材，不過臺灣多數教材定位較不明朗。為處理這個問題，並擴大

教材蒐羅範圍，筆者將數本非系列式教材也列為短期教材的一種，如楊琇惠

的《實用生活華語不打烊（初級篇）》（2010）。 

  另有些教材不列入分析，比如雖能搜尋到書名，但因無法取得書面文本

或電子檔資料的，未能做為參考，如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Martin 

Symond、 Cavis Parshall、David Seiboth 主編之《生活漢語初步短期課課程》

（2004）、呂必松《48小時漢語速成：基礎篇》（2010）。還有，輔助型教

材也不列入，如《速成漢語基礎教程（聽力課本）》（郭志良、楊惠元，2007），

該教材有提供給主課使用的綜合課本，聽力課本則是為了加強聽力而編寫

的，而本文主要參考綜合型短期教材，就不選用針對某單項語言技能之課

本。年代久遠無再版的教材也不列入分析，像陳如、劉虹、劉立新《30天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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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通》（1997）。 

表 三-3 現有華語短期課程教材 

編號 教材名稱 年份與版本 作（編）者／出版單位 

1.  《漢語會話301句（上冊）》 
2015 四版 

（1990 初版）

康玉華、來思平 

北京大學出版社 

2.  《漢語口語速成（入門篇上）》 
2015 三版 

（2000初版）

馬箭飛 、蘇英霞、翟豔 

北京大學出版社 

3.  《300句說華語》 2011 初版 
楊琇惠 

五南圖書出版社 

4.  《實用生活華語不打烊（初級篇）》 2010 初版 
楊琇惠 
五南出版社 

5.  《華語簡易通（入門篇）》 2009 初版 
盧翠英、孟慶明 

正中書局 

6.  《漢語十日通：入門篇》 2008 初版 
楊惠元 
商務印書館 

7.  《速成漢語基礎教程（綜合課本）》 2007 初版30 
郭志良、楊惠元 

北京大學出版社 

8.  《體驗漢語（生活篇）》 2006 初版 
朱曉星等人 

高等教育出版社 

9.  《問和答──速成漢語口語》 
2006 二版 

（1998 初版）

陳曉樺、朱匡侯 

北京大學出版社 

10.  《速成漢語》 
2004 二版 

（1997 初版）

何慕 

北京大學出版社 

11.  《魔力漢語》 2003 初版 
姚曉琳、何薇、林齊倩 
北京大學出版社 

三、 泰國本土教材及針對泰國學習者之教材 

  除了了解現有華語短期教材之外，為了近一步了解泰國學習者的學習習

慣，筆者也查找了一些泰國本土華語教材以及針對泰國學習者的國別化華語

教材。參考泰國本土教材能了解泰國學習者如何學習華語，也能窺伺泰國學

                                              
30《速成漢語初級教程》是《速成漢語初級教程》（1996）的修訂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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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的學習習慣，例如特別凸顯什麼重點及練習題的模式等；參考針對泰國

學習者的國別化教材則可知為泰國學習者編寫教材時應注意的細節。 

  國別化教材的蒐集相對於泰國本土教材來的容易，但多數教材為一本多

譯教材（同個版本有各種語言的譯本），如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出版的教材

有泰文版本《一千字說華語》（2008）及《泰國版新編華語課本》（2006）。

筆者於此蒐集到的泰國本土華語教材數量十分有限且年代較遠，皆是本所圖

書室藏書，如《漢語初步》（2004）。又由於在臺灣能取得的泰國教材有限，

因此本文所指的泰國本土教材定義為：由泰國籍華語教師所編寫之華語教

材，或由長期於泰國深耕之華語教師（如任景文《初級漢語》）所編寫之華

語教材。表三-4中張君松《泰國人學中文》編者為泰國人，不過教材係由臺

灣出版社所出版的，因編者為泰國人，故亦作為參考。 

表 三-4 泰國本土教材及針對泰國學習者之教材 

編號 教材名稱 出版年份 作（編）者／出版單位 

泰國本土教材 

1.  《泰國人學中文》 2010 
張君松 

統一出版社 

2.  《漢語初步》 2004 
เสี่ยวอานตา 

บริษัท บุค ไทม จํากัด   

3.  《初級漢語 2》 2001 
任景文 

SE-Education  

4.  《學漢語課本》 1998 
มานิต เจียรบรรจงกิจ 

บริษัท บุค ไทม จํากัด   

針對泰國學習者之國別化教材 

5.  《現代華語（泰國版）》 2009 
臺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 
聯經出版社 

6.  《一千字說華語（泰文版）》 2008 
馬昭華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7.  《泰國人學漢語》 2006 
徐霄鷹、周小兵 

北京大學出版社 

8.  《泰國版新編華語課本》 2006 
柯遜添等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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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五百字說華語（泰文版）》 2005 
劉紀華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以下茲就現有非目的語區短期課程、現有短期教材與泰國本土教材做更

進一步的分析與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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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現況分析 

47 

第四章  現況分析 

  規劃課程與編寫教材以前除了研讀相關理論依據，也應以現實情況為明

燈和借鏡。本章就三個面向作現況分析，一是探究非目的語區華語短期密集

課程之執行概況，參考其課程份量、語言課與文化課之比重等面向；二是分

析現有華語短期教材之內容，嘗試整理出短期教材之特點，並與通用教材比

較歸納出相異之處；最後是瀏覽泰國本土教材以及針對泰國學習者之國別化

教材，了解這類教材用意在於試圖透過教材理解泰國學習者的學習習慣和在

編寫針對泰國學習者教材（國別化教材）時應調整哪些細節。分析過程與結

果見下文。 

第一節 非目的語區華語短期密集課程 

  非目的語區華語短期密集課程是指開設於非臺灣、中國、香港等華語地

區的課程。課程為期兩週至八週，是為「短期」；課程之週課時相較於一般

課程來得多，是為「密集」。經筆者透過網路及訪談調查，得知十三個課程，

見表四-1，因筆者語言能力的限制，十三個課程中有八個位於北美、三個位

於英國以及兩個位於德國（位於德國的兩個課程皆是透過教師訪談得知

的），無法觸及非英語地區的課程是本階段研究的缺憾。 

  調查結果如表四-1，表中資料皆為筆者上網由課程網頁擷取而來或於訪

談後整理而來的，部分資料輔以前人文獻（在註腳中註明）。搜尋課程資料

時，發現絕大部分短期課程是在目的語區舉辦的，許多是由海外大學和目的

語區機構合作舉辦學分式或非學分式短期課程，比如著名的普林斯頓在北京

（Princeton in Beijing）、哈佛在北京（Harvard Summer Program in Beijing）、

哥倫比亞在北京（Columbia summer in Beigjing）等課程。有鑒於蒐羅到的

二到八週短期課程資訊略少，因此筆者擴大短期課程的定義，只要課程名稱

包含 intensive，就納入參考資料，以便取得更多樣本作為參照，結果總共

有十三個課程。 

  課程的四大要素包含教師、學習者、授課材料和學習環境。筆者以現有

非目的語區課程為參照時，便從這四個面向為著眼點。不過，由於「教師」

身分和評選標準無法由網上資料得知，無從得知授課教師的背景，在此節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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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討論。「授課材料」包含教材、教具、授課簡報講義等等，但筆者將聚焦

於課程選用的教材之上，因筆者亦無從得知課堂上教師是否使用其他授課材

料。而學習環境指涉的範圍很大，大至政經環境、國家語言政策，小至課室

規模、學習風氣等等。筆者關注的是課程的周期、學時以及課程的程度。除

了課程四大要素以外，課程設立的目標也很重要。設計課程時應先確立課程

目標，而課程的一切安排應朝著課程目標前進。因此了解現有非目的語區課

程的目標有其必要性。總結以上，以現有非目的語區課程為參照時，分析的

面向有學習者、教材、課程的總學時、日學時、課程提供的程度等級以及課

程目標。 

  筆者關注課程程度、學習者、學時、教材以及目標的具體原因如下： 

(1) 課程程度：整體課程配置會受到班級程度的影響，包括教師於課堂上使

用的語言為目的語或學習者的母語、輔助課程的類型與比

例、文化課程的項目等。按照學習者程度，課程應做不同的

安排。 

(2) 學習者：課程對象會影響教師授課流程與教學安排。此外，了解課程的

潛在對象可以推測課程設立的目的及目標。知道學習者來源也

能推知學習者背景以及學習動機。了解學習者是課程開始前的

重要功課。 

(3) 學時：了解現有非目的語區短期密集課程提供的平均學時，不僅 可以

作為參考，更能推估出多數學習者能接受的每日平均學時為何。

雖是短期密集課程，但要是課程分量超過學習者所能吸收、承受

的範圍，可能造成學習者的流失以及學習無效的嚴重結果。 

(4) 教材：短期課程和一般課程不同，應有專屬於短期課程的教材。短期教

材教學目標明確，且能在有限課時中帶給學習者成就。如此，了

解現有課程所使用的教材便是必須的。 

(5) 課程目標：設計課程時，首先應確立課程目標。確立課程目標以後，才

能挑選合適的教材、規劃每日學時和安排輔助課程。另，教

授者的授課方式和課堂著重點也隨著課程目標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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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四-1為十三個非目的語區短期密集課程的資訊。在網頁上未特別註明

或查詢不到資料，以n.a.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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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 非目的語區華語短期密集課程一覽表 

 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程度 學習者 學時 教材 課程目標 

1. 
Middlebur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Monterey 

Summer Intensive 
Language Program 

all levels 18 years of 
age31 

4.5 時/天 

8 週 

新的中國32 

1999 周質平 

to help students make 
significant strides in 
their language skills 

2. 

City, University of 
London 

Summer Intensive 
Mandarin Chinese 
(Beginners)33 

beginners n.a. 3 時/次 

2 次/週 

共 10 週 

Colloquial 
Chinese 

2015 Qian Kan 

to gain basic social 
communication skills 

3.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Centre for 
Languages &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ummer intensive 
modern foreign 
language courses 
(Mandarin) 

beginners 
and 
intermediate

all aged 18 or 
over 

3.5 時/天 

2 週 

Discover China  

2010 Anqi Ding 

to give participants th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their foreign language 
and culture skills in a 
professional context 

4. 
University of Glasgow, 
Confucius Institute 

The Summer 
Intensive Classes34 

beginners n.a. 4 時/天 

1 週 

n.a. n.a. 

                                              
31 根據官網，課程一般接受 18 歲以上的學員，但 16 至 18 歲的學生在監護人的同意下可報名參加暑期課程。 
32 參見婁開陽和楊太康（2010）「美國『明德漢語教學模式』移植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與對策」 
33 筆者於 2018 年 5 月再度查詢時，該課程已取消。 
34 筆者於 2018 年 6 月再度查詢時，該課程已無法查詢，僅剩每季開設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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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 非目的語區華語短期密集課程一覽表 

 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程度 學習者 學時 教材 課程目標 

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Summer course: 
Intensive Chinese 

beginners 
and 
intermediate

校內學生 3 時/天 

10 週 

n.a. This course is equivalent 
to Chinese courses 
offered in the regular 
academic year 

6.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Summer Intensive 
Introductory Chinese 

beginners 校內外學生 4 時/天35 

8 週 

n.a. to introduce the 
fundamentals of Modern 
Chinese 

7.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the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Intensive Languages 
Study (Chinese) 

all levels 校內外學生 5 時/天 

約 8 週 

n.a. each course is 
equivalent in content to 
one semester of a 
regular-track language 
course 

8. 
Beloit College, Center 
for Language Studies 

Intensive Summer 
Courses in Chinese 

all levels come from a 
variety of 
backgrounds 

4 時/天36 n.a. n.a. 

                                              
35 根據官網，該課程每天上午有 3 個學時，下午有 1 個小時口語練習時間。 
36 根據官網，每週 22 學時（含一對一指導時間）。可選擇 3.5 週或 7 週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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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 非目的語區華語短期密集課程一覽表 

 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程度 學習者 學時 教材 課程目標 

9. 

Cornell University, 
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Summer 
Sessions 

Intensive Mandarin 
Program at Cornell37 

n.a. n.a. n.a. n.a. n.a. 

10. Universität Tübingen 
Intensive Chinese 
Course (Winter-term)

初級 
校 內 修 過 漢

語課的學生 

3 時/天 

3 週 

成功之路起步篇 

2008 楊楠 

在短時間內達到漢語

初級水平，並取得相對

應學分 

11. Universität Trier 
獎學金學生留學前語

言培訓項目 
all levels 

獎學金大專

院校學生 

4 時/天 

3～4 週 

新實用漢語課本 

2007 劉珣 

在前往中國前具有先

備知識，包括語言及文

化 

        

                                              
37 根據官網，課程已於 2016 年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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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 非目的語區華語短期密集課程一覽表 

 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程度 學習者 學時 教材 課程目標 

12. 

StarTalk 2018 Summer 
program38 

beginners K-12 約 100 學

時 

2～4 週 

n.a. to provide 
communicative 
language learning and 
hands-on cultural 
activities to promote 
participants’ learning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13.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CHIN language 
courses: intensive 
Chinese 

初級 校內修過漢

語課的學生 
4 時/天39 

6 週 

中文聽說讀寫40 

2008 姚道中、劉

月華 

完成當期課程取得學

分 

BasicI 習得 500 詞彙、

BasicII 習得 1000 詞彙 

                                              
38 星談計畫（StarTalk）是美國國家安全語言專案（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的一部份，除了培育優秀本土師資，也向中小學生提供暑

期密集中文課程。2018 年暑期課程有 Wofford College 的 STARTALK Chinese Student Program（兩週密集課程，招收 6-12 年級學生）、Glastonbury 

Public Schools 的 Discover Chinese（四週密集課程，招收 K-12 年級學生）、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的 Mississippi StarTalk 12（四週密集課程，招

收 9-12 年級學生）等等。 
39 按照開課系所制度，每週有四天課，星期三不上課。 
40 《中文聽說讀寫》於 2018 年七月出版第四版，表中 2008 年為第三版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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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係於2017年七月利用網路搜尋課程，於2018年再度查詢課程時發現

已有三個課程不再舉辦，課程分別是(2)City, University of London <Summer 

Intensive Mandarin Chinese (Beginners)>、(4)Confucius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Glasgow <The Summer Intensive Classes>和(9)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Summer Sessions, Cornell University <Intensive Mandarin Program at 

Cornell>。停辦課程之比例高達四分之一，可見於非目的語區開設此種課程

之不易。而雖然此三個項目於2018年未開設成功，但其經驗與課程模式仍有

參考價值。因此此節分析仍採納其資訊。 

  首先，筆者將這十三個課程分為兩類，第一類是由大專院校內的單位如

進修推廣學院、語言中心、孔夫子學院所舉辦，潛在學習者主要為校內學生，

但也對外開放，屬於個人進修型課程；第二類是基於某個計劃需求，由大專

院校接受委辦而開設的課程，屬於計畫培訓型課程。非目的語區的課程多為

第一類「個人進修型」課程，十三個課程中就有十一個屬於此類。只有(11) 

Universität Trier的課程和(12) StarTalk星談計畫屬於第二類。而第一類課程

還可以劃分為學分課程以及非學分課程兩種。學分課程有(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7) the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 (10) Universität Tübingen和 (13)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顧名思義，學習者修課完成並通過測驗以後，

可以取得該校相對應的學分或獲得其他學校採認。因為與學分相關，因此課

程授課內容必須和學期課程一致，亦可斷言這三個短期密集課程就是學期課

程的濃縮，不是因特殊目的而規劃的短期課程。 

  第一類非學分課程中最著名的就屬 (1) Middlebur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Monterey41的暑期中文課程。該課程向全球對語言有興

趣的學員招生，是美國著名的外語培訓學校，其課程的嚴謹與教學的嚴格也

十分出名。該校是十三個課程中唯一要求學員全程住校，完全掌控學習環境

的課程，甚至於課前要求學員簽署「中文誓約」發誓於課程期間不得使用其

母語。明德暑校以此高密度、高強度的訓練為號召，難為其他學校所模仿，

應以個案方式進行研究。關於明德暑校中文課程更詳細的運作模式可以參考

                                              
41 中文名稱為明德中文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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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仲謀（1994）、汝淑媛（2006）和毛悦（2010）。 

  第二類課程為(11) Universität Trier的課程和(12) StarTalk星談計畫。

Universität Trier的短期課程已經執行二十多年，是與全德最大獎學金計畫

studienstiftung42的合作課程。Studienstiftung獎學金計畫得主前往目的語區前

必須在Universität Trier接受為期三週的語言文化培訓，以求在出發前有一定

的語言基礎與文化知識。Startalk星談計畫從2007年開始執行，屬於美國安

全語言啟動計劃（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NSLI）之一環。取

得經費的院校開設暑期短期課程，為期二到四週，各校課程、重心略有不同。

詳細課程資訊可以參照Startalk暑期課程網頁。 

 

圖 四-1 非目的語區短期密集課程類型 

接下來就課程程度、學習者、學時、教材以及目標五個面向來看。十三個課

程皆提供初級華語課程，其中一半課程提供中級（intermediate level）以上

課程給學習者選擇。是否開課成功，可以確知的是Universität Trier因配合獎

學金得主的程度，會開設各個程度的課程；明德中文暑校因學習者眾多，亦

能開設不同程度的課程。短期課程和一般課程的現象一樣，初級課程的數量

                                              
42 Studienstiftung 獎學金設立於 1986 年，獎學金得主必須前往目的語區（中國）停留一

年時間。短期目標是培育精通漢語的各科人才，長期目標在於維持並加強中德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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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於中級以上課程，其原因據任教於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受訪教師

G老師表示，（大專院校）學習者升上高年級以後課業繁忙、外務亦多，能

參加密集課程的學生就少了，因此該校只開設初級密集課程。 

  這十三個課程中只有Startalk 2018夏令營課程是針對幼兒園至十二年級

的學習者。其他課程針對的學習者為18歲以上成年人或大專院校學生。明德

中文暑校有條件地接受16歲到未滿18歲的申請者，申請者必須取得監護人同

意始可報名。 

  語言課的學時方面也取得很大的一致性，多數課程每日學時是三到四個

小時。明德中文暑校是四個半小時（強化課程），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則是五個小時（學分課程）。一般而言短期密集課程是每天授課，不過City, 

University of London的課程較不典型，為每週兩次；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因開課系所制度為星期三不授課，因此每週上四次課。除了語言

課，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額外安排每日一小時的口語練習時間，每日總

學時為四小時。明德中文暑校有個人輔導課和夜間兩小時的補習課（施仲

謀，1994）。Universität Trier下午有文化課、語言技能課、口語報告，每天

安排不同類型的課。 

  目前所知非目的語區短期課程使用的教材有六本，明德中文暑校使用周

質平《新的中國》（1999）、City, University of London使用Qian Kan《Colloquial 

Chinese》（2015）、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使用Anqi Ding《Discover China》

（2010）、Universität Tübingen使用楊楠《成功之路（起步篇）》（2008）、

Universität Trier使用劉珣《新實用漢語課本》（2007）、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使用姚道中和劉月華《中文聽說讀寫》（2008）。這六本教材皆是

通用教材，不是為短期課程而編。受訪的G老師和於Universität Tübingen任

教的L老師表示，由於該短期課程為學分課程，因此教材、學習內容必須和

學期課程一致。於Universität Trier任教的Q老師認為劉珣的《新實用漢語課

本》較有系統性，對於學習者未來至中國學習時，課程的銜接上較容易。 

  從短期課程的類型──個人進修型（學分課程、非學分課程）、計畫培

訓型──便可推斷出這些課程的目標有所不同。學分課程的目標很清楚，便

是讓學習者在短期內學完一學期的課程並取得相應學分。非學分課程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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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是讓學習者具備基礎中文能力，明德中文暑校的目標則在於大幅提升學習

者的語言能力。計畫培訓型依照計畫目標而所有不同，Universität Trier的課

程目標是使學習者具備基礎華語能力和對中華文化有些概念，Startalk 2018

暑期夏令營多開放給K-12學習者，以引起學習者興趣和學習動機為目標。 

  總結以上，於非目的語區開設短期密集課程可先從初級課程開始，潛在

學習者人數相對較多。每日語言課學時三至四小時為大部分學習者可以接受

的份量。若課程為非學分課程，教材的選擇空間則較大也較自由。 

  雖然有現有課程模式可以參考，但「2017清邁短期密集華語課程」仍面

臨巨大挑戰。第一便是學習者年齡不同，現有課程多為大專院校學生、成年

人開設的，只有Startalk是為中學生開設的課程。又調查到的短期課程所使

用的教材皆為通用教材，如何挑選、編寫短期課程教材是個難題。第三，除

了明德暑期中文學校對學習者有明確的要求，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和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的課程都表示學習者應執行課後複習，每天應花二

到三個鐘頭自學。Beloit College於課程介紹處便直指申請者需有強烈動機，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要求申請者附上在學成績作為審查標準（挑選學習

者）。就如G老師所言「下了課就無法規範學生，學生說不說中文，有沒有

複習，這些老師都無法控管」。除非像明德學校一樣全體住宿，絕對控制學

習環境，要不然很難讓學生確實做到複習、預習、課後自主練習等功夫。「2017

清邁短期密集華語課程」不像學分課程有約束力，且學員每日課程結束後就

返家，隔天再到校上課。如何讓沒有成績壓力、回家以後沒有時間複習的學

習者跟上課程進度，這又是對教學者的一大挑戰。 

  雖然「2017清邁短期密集華語課程」為非學分型課程，對學習者沒有成

績的約束力，但從另一方面來看這也是一種優勢。正因為沒有學分壓力，本

課程進度便不需配合該校原課程規劃，課程進度與學習份量有調整空間。也

因此課程可以以「引發學習者的學習興趣並永續學習」為課程目標。於課程

期間除了安排緊湊的語言課，可以加入其他較活潑的體驗式課程，比如文化

型手做課，作為學習者在高密度課程下情緒上的調劑。 

  透過了解現有非目的語區華語短期密集課程的架構以後，參考其運作模

式並對比出現有課程與「2017清邁短期密集華語課程」之差異，讓本課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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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與走向更加明朗。 

第二節 現有華語短期課程教材 

  李明（2005a）認為分析教材時需從四個面向切入──內容選材、編排方

式、是否重視句型結構以及詞彙的處理方式。內容選材的針對性要強。比如

若學習者非學生身分，校園話題比例要降低；若學習目標為商務會話，話題

必須凸顯商務以符合需求。短期教材的編排以功能、話題、情景為綱要，與

內容相互呼應。強調句型結構可以使學習者溝通更加順利，可以藉由提出「關

鍵句」彌補語法教學的不足。每課詞彙份量不宜多，可以藉由練習題或補充

來補足詞彙的缺口。張亞軍和盧曉逸（1981）則提到短期教材應能凸顯聽說

練習，語音和語法教學應融入會話教學之中。於此節筆者就李明與張亞軍和

盧曉逸提出的六點來檢視現有華語短期教材。 

  本篇要參照的短期教材有十一套，按照最新版出版年份排列分別是康玉

華、來思平《漢語會話301句（上冊）》（2015）、馬箭飛等《漢語口語速

成（入門篇上）》（2015）、楊琇惠《300句說華語》（2011）、楊琇惠《實

用生活華語不打烊（初級篇）》（2010）、盧翠英和孟慶明《華語簡易通（入

門篇）》（2009）、楊惠元《漢語十日通：入門篇》（2008）、郭志良和楊

惠元《速成漢語基礎教程（綜合課本）》（2007）、朱曉星等《體驗漢語（生

活篇）》（2006）、陳曉樺和朱匡侯《問和答──速成漢語口語》（2006）、

何慕《速成漢語》（2004）、姚曉琳等《魔力漢語》（2003）。更多出版與

版本資料請見表三-4。 

  在分析十一套短期教材之前，筆者認為應先熟悉這些教材的編寫方式，

觀其內涵，始能辨其優劣長短。因此筆者先就大面向來看，看教材各本欲突

出的特點、每冊的份量（課數）、每課需要的學時以及每課涵蓋的單元。大

面向的結果參照表四-2。接著，細看教材內各個單元的編寫模式，包括拼音

的處理方式、課文的呈現方法、每課詞彙量和一冊的詞彙總數、語法的處理

及練習方式，以及練習題模式。整理結果請參照表四-3。另，大面向的分析

以一套書為單位，細部分析以各套書的第一冊或最基礎的那冊為主。 

  一般而言短期教材的特點為凸顯聽、說能力的訓練，並以培養學習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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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際能力為目標。十一套教材中就有八套於前言處直接點出這個特色。其中

幾套教材除了強調這個特色，還具備能與其他教材做出區隔的顯著特點。比

如《漢語會話301句》提倡語法結構的重要性，認為穩定學習者的語法架構

有助於交際能力的發展。《漢語十日通》秉持先聽後說、先輸入後輸出原則，

每課以聽力練習切入。《速成漢語基礎教程（綜合課本）》認為學習者漢字

的認讀與書寫能力必須和聽、說能力並進。《問和答》以提問－回應模式培

養學習者的口語能力。 

  其中，三套教材的前言說明未直接指出上述特點，這三套側重的是教材

的功能和學習者感受。比如，《300句說華語》側重學習者需求，讓學習者

按照需要的情境選擇想說的句子。《實用生活華語不打烊》關心學習者感受，

包括注重閱讀的美觀舒適，並提供學習者多元的練習方式。《華語簡易通》

也關心學習者感受，視覺上使用大量全彩圖片，並且製作成便於攜帶的大小。 

  這十一套教材有個共同點，就是都是為了位於目的語區的學習者而編寫

的，因此話題上圍繞著「生活」或是「生存」話題，比如購物、點菜、問路、

坐車。課文對話中也經常出現目的語區的專有名詞，比如捷運站、蓮霧、頤

和園、天安門等等。對身處目的語區或即將前往目的語區的學習者而言，這

樣的編排再方便不過。但對於在自己國家學習華語的學習者來說，這樣的詞

彙並未存在於學習者的固有認知當中，也不存在於學習環境之內。如此會給

學習者的學習帶來阻礙。 

  從教材份量來看，這十一套教材只有《問和答》跟《300句說華語》為

單冊教材，其餘九套皆是兩冊以上，《速成漢語基礎教程（綜合課本）》更

多達八冊。也就是說，這些教材能滿足不同程度學習者的需求。而教材的每

冊課數落在十課到二十課之間，有四套教材是十課、兩套是十二課、三套是

十五課、一套是十六課、一套是二十課。就單課份量來看，《漢語十日通》、

《體驗漢語》、《魔力漢語》完成一課需要四到五個學時；《速成漢語基礎

教程（綜合課本）》、《速成漢語》用週為單位，以每週完成兩課為其課程

進度（不清楚每週有幾個學時）；其他教材則未說明。總結以上，現有短期

教材每冊課數介於十課到十五課之間，每課所需學時約莫為四到五小時。 

  這些教材大體上都保留了課文、生詞、練習這三個部分，語法單元則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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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有。和通用教材不同的是，許多短期教材列出當課重點句式，不但點出

該課主題，也是幫助學習者學習的一個辦法，這樣的教材有《漢語會話301

句》、《300句說華語》、《體驗漢語》、《問和答》、《速成漢語》和《魔

力漢語》。提供文化單元的教材不多，只有《漢語十日通》、《體驗漢語》

和《魔力漢語》三套，原因或為每課學時短，無法多作著墨的關係。而十一

套教材中只有一套教材《速成漢語基礎教程（綜合課本）》列出漢字筆順表，

再次印證「寫漢字」在短期密集課程中的教學順位是比較後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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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2 華語短期教材介紹 

 教材名稱 冊數與課數 所需學時 教材特點 每課單元 

1. 漢語會話301

句 
共兩冊，每冊二十課 （未說明） 交際能力與語法結構

並重，透過替換與擴展

練習，使學習者具備交

際能力 

重點句式、課文、替換

與擴展、生詞、拼音/

語法43、練習 

2. 漢語口語速成 共七冊，入門篇每冊十

五課 

（未說明） 培養口語交際能力，注

重聽、說訓練，話題以

日常生活、學習、交際

相關 

課文、生詞、拼音/語法

44、練習 

3. 300句說華語 每冊十課 （未說明） 是類似辭典般的入門

書籍，按主題分類，學

習者可以按照自己的

需求選用句子 

句子 

      

                                              
43 《漢語會話 301 句》前三課是拼音介紹，第四課開始拼音單元換成語法單元 
44 《漢語口語速成》前五課是拼音介紹，第六課開始編列語法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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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2 華語短期教材介紹 

 教材名稱 冊數與課數 所需學時 教材特點 每課單元 

4. 實用生活華語

不打烊 
共兩冊，每冊十二課 （未說明） 提供多元的學習方式

與課後練習，使用大量

全彩插畫增添學習者

的舒適感 

課文、生詞、語法、練

習 

5. 華語簡易通 共兩冊，每冊十課 （未說明） 圖文並列，輕巧易攜帶 課文、生詞、語法、練

習 

6. 漢語十日通 共四冊，每冊十課 一課約四個學時 突出聽說，兼顧讀寫 課前練習、課文、生

詞、練習、語言/文化介

紹 

7. 速成漢語基礎

教程（綜合課

本） 

共八冊，每冊十課 每週兩課，二十週完成

八十課 

以話題為中心，第一冊

側重語音訓練，雖重聽

說，但也強調漢字的認

讀及書寫 

語音（第一冊）、課文、

生詞、練習、注釋45、

漢字表 

                                              
45 《速成漢語基礎教程》第一冊的「注釋」單元，著重語音解釋，像難音的發音方式「j 發音時，舌面前部抵住硬顎前部（p.74）」、特殊語

音規則、一／不變調等等。第十課開始有語法解釋，如不、都、量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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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2 華語短期教材介紹 

 教材名稱 冊數與課數 所需學時 教材特點 每課單元 

8. 體驗漢語 初級程度有兩本（生活

篇／留學篇），每本十

二課 

一課四～五個學時 根據學生在目的語區

留學的需要，以交際任

務為中心，培養聽說技

能 

重點句式、課文、生

詞、練習、文化介紹、

補充詞彙 

9. 問和答──速

成漢語口語 

共十六課 （未說明） 以疑問句為主線，旨在

提高口語交際能力 

重點句式、問答練習、

課文、生詞、練習 

10. 速成漢語 共三冊，每冊十五課 每週兩課，八週完成一

冊 

側重培養聽和說的能

力 

重點句式、課文、注釋

46、生詞、練習 

11. 魔力漢語 共兩冊，每冊十五課 一課約四個學時 以話題為中心，側重聽

說能力，練習兼顧操練

與運用 

課文、重點句式、生

詞、練習、文化 

 

                                              
46 《速成漢語》「注釋」這一部份包含詞彙、語法（比如，會、能的比較）、語用（比如，「沒什麼」作為別人表達感謝時的回應）、文化的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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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了解十一套教材的大觀以後，接著要分別看看各套教材如何處理拼音、

課文、生詞、語法以及提供什麼樣的練習題。 

  短期教材對於拼音的處理方式有三種。第一是取消拼音單元，第二是將

拼音單元附於第一課開始之前，獨立成篇。單就教材方面來看，課程若從第

一課教起，附於第一課之前的拼音單元等於是補充資料。教師若安排了拼音

教學，極可能因學時因素而快速帶過，不多停留與練習，又或者讓學習者自

行閱讀。第三種處理方式是將拼音分散於前幾課當中。這種方式的好處是一

來可以彌補拼音教學時數不足導致學習者不熟悉拼音的問題；二來透過降低

單次學習份量使學習者能夠減輕負擔；三來每課都能安排發音練習，收逐步

修正學習者發音之效果。 

  短期初級教材和通用教材一樣，課文以對話為主。先從對話入手，再加

入短文。為了降低學習者負擔，課文多為漢字與拼音上下並呈的模式。部分

教材不僅有漢字、拼音，同時還附上翻譯。這種模式可以確保課堂的流暢度，

但長遠地看，不利於培養學習者的認讀能力。短期教材在處理課文的漢字

時，除了附上拼音來降低漢字造成的學習障礙，有的利用「按詞斷句」的方

式來協助學習者認讀。以下(1)是按照「按詞斷句」呈現的句子，(2)是一般

的呈現方式。「按詞斷句」在學習者初學華語時有輔助之效，但待學習者能

力提升以後最好讓學習者習慣一般的句子，以免學習者過度依賴，使得日後

產生斷詞能力失落的問題。 

(1) 他 是 日本 人。 

 Tā shì Rìběn rén. 

(2) 他是日本人。 

 Tā shì Rìběn rén. 

  詞彙、語法的處理和呈現方式有很大的一致性。經統計，每課的詞彙數

量約落在二十個到三十個之間，詞彙總量隨著總課數改變。按每課四個學時

來計算，教授二十個詞彙對學習者和教學者而言都有些負擔。在不增加學習

者負擔的情況下，有的教材利用「補充詞彙」，在練習題處提供更多相關詞

彙讓學習者練習。比如《漢語口語速成（入門篇上）》第十課＜現在幾點＞，

詞彙表中有「現在、今天、上午、星期、月」，補充詞彙有「明天、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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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天、前天、大前天、現在、上午、早上」；又如《體驗漢語（生活篇）》

第七單元＜一直走＞，詞彙表中有「一直、走、往、右、拐」，補充詞彙有

「左、東、西、南、北」。比起將大量詞彙填入課文之中，而大幅增加當課

詞彙數量，按「補充詞彙」的模式處理是個折衷的好方式，不僅學習速度慢

的學生能較不感受壓力，學習速度快的學生也能依自己的需求及能力多攝取

詞彙。而語法的一致性在於，短期教材要不就是省略語法單元，要不就是單

列出語法結構和解釋。有的教材會利用練習題單元大量操練語法，如《實用

生活華語不打烊（初級篇）》、《速成漢語1》和《漢語會話301句（上冊）》。

只有《漢語口語速成（入門篇上）》同時附上語法練習，且語法練習有大量

圖片輔助，型態多是「看圖完成會話」。 

  練習題單元最能直接反應出編者看重的語言技能為何。若編者重視語法

架構，便會多設計一點語法題，像重組、語法填空等等；若編者重視學習者

的交際能力，便會提供多一點情景練習，如角色扮演、完成對話等等。筆者

參照的十一套教材雖多以培養學習者口語交際能力為目標，但練習題的訓練

卻不一定能與之相呼應。比如《漢語會話301句（上冊）》第十課練習題的

選詞填空，選項「去、在、離、回、買、往」很明顯地就是語法練習，更別

說判斷句子正誤的是非題也是常見的語法練習。《速成漢語基礎教程（綜合

課本1）》的練習題有一大部分是模仿課文完成對話，這種練習雖紮實，但

給學習者的局限較大，因未提供學習者自由創造的空間，學習者未能自主產

出內容。《華語簡易通》第八課最後一個練習「請說說你一天的活動」和《漢

語十日通》第八課的「請準備一張家庭照片，在小組內進行介紹」很適合做

為一課結束時的綜合型口語練習活動，同時也能呼應該教材「以話題為中

心、側重聽說、培養交際能力」的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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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3 華語短期教材編寫分析 

 教材名稱 拼音 課文 生詞 語法 練習題 

1. 漢語會話301

句（上冊） 
一～三課，每

課介紹一點 

對話 

漢字、拼音並呈 

每課約20個 

共約400個 

第四課開始，

每課列出2~3

個語法點，沒

有練習題 

完成對話、情景會

話、語法練習47、語

音練習、聽後複述 

2. 漢語口語速

成（入門篇

上） 

一～五課，每

課介紹一點 

對話 

短文（第六、十一課）

漢字、拼音並呈 

每課約20~35

個 

共約425個 

第六課開始，

每課有3~4個

語法點，並搭

配練習題 

會話練習、看圖說

話、聽力 

3. 300句說華語 （無） 句子48 

漢字、拼音、翻譯並呈

 

 

共約520個 （無） （無） 

                                              
47 《漢語會話 301 句》練習題前四課有情景會話練習，前八課有完成對話。但隨著課數增加，越後面越重視語法，第九課開始練習題著重語法

練習，比如造句、選用適當的語法、判斷句子是否合語法等等。 
48 《300 句說華語》沒有傳統教材中的課文、生詞，該書以情境分類，提供某情境下的常用句子。比如第三課＜自我介紹＞的＜年齡＞項目下

有「您今年幾歲、我今年十八歲」這樣的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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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3 華語短期教材編寫分析 

 教材名稱 拼音 課文 生詞 語法 練習題 

4. 實用生活華

語不打烊（初

級篇） 

（無） 對話 

漢字、拼音並呈 

每課約55個49 

共約650個 

每課有5~6個

語法點，沒有

練習題 

拼音、看圖說話、句

型練習、完成對話、

閱讀理解、認識部

首、聽力 

5. 華語簡易通

（入門篇） 
獨立成篇 對話 

僅呈現漢字 

每課20~30個 

共175個 

各課列出約3

個語法點，沒

有練習題 

會話練習 

6. 漢語十日

通：入門篇 

一～四課，每

課介紹一點 

對話 

短文（第五課開始） 

漢字、拼音並呈 

每課20~30個 

共220個 

只有第十課有

語法整理，沒

有練習題 

會話練習 

7. 速成漢語基

礎教程（綜合

課本1） 

一～八課，每

課介紹一點 

對話 

短文（第九課） 

漢字、拼音、翻譯並呈50

每課20~30個 

共約270個 

（無） 發音練習、完成對

話、認字練習 

                                              
49 《實用生活華語不打烊（初級篇）》每課生詞數量落差很大，最少 20 個，最多一課 95 個。 
50 《速成漢語基礎教程綜合課本 1》有的課文漢字、拼音、翻譯並呈，有的課文未提供漢字。筆者未能發現其間變化的規律，編者也未交代用

意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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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3 華語短期教材編寫分析 

 教材名稱 拼音 課文 生詞 語法 練習題 

8. 體驗漢語（生

活篇） 

獨立成篇 對話 

漢字、拼音並呈 

每課約20個 

共240個（含補

充詞語約500

個） 

（無） 語音練習、看圖說

話、角色扮演、聽

力、漢字 

9. 問和答──

速成漢語口

語 

獨立成篇 問答練習 

短文（第二課開始） 

漢字、拼音、翻譯並呈

每課約25個 

共約430個 

（無） 認讀拼音、完成對話

／句子、提問練習 

10. 速成漢語1 （無） 對話 

短文（第八課開始） 

漢字、拼音、翻譯並呈

每課約20個 

共約300個 

（無） 完成對話、語法、翻

譯、填空、句子重整

11. 魔力漢語 每課練習一點 對話 

漢字、拼音、翻譯並呈

每課10~20個 

共約230個 

（無） 句型替換、完成句

子、翻譯、閱讀理

解、回答問題、角色

扮演、語音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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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學者（張亞軍和盧曉逸，1981；李明，2005a）提出的分析短期教

材的六個面向：內容的針對性、以話題情景為綱、強調句型結構（突出關鍵

句）、詞彙數量的適切性、反應聽說練習、將語音語法融入會話教學之中。

筆者欲修改六個面向中的「強調句型結構（突出關鍵句）」一條。欲達到良

好的人際溝通不能不建築於句型結構之上，只是如何做，筆者認為不能只突

出關鍵句。突出關鍵句等同於讓學習者背書，少了靈活性。應該藉由口語練

習來穩固學習者的句型結構，也就是張亞軍等人提出的「將語法融入會話教

學之中」，才能真正呼應「培養交際能力」的精神。於是，六條中的「強調

句型結構（突出關鍵句）」在此修正為「強調句型結構（融入會話教學之中）」。

表四-4以這六個面向檢視十一套教材，符合的以○表示，未符合以Ⅹ表示。 

表 四-4 華語短期教材評估表 

 針對性 話題 句型 詞彙 聽說 語音

漢語會話301句 ○ ○ Ⅹ ○ Ⅹ ○ 

漢語口語速成 ○ ○ ○ ○ ○ ○ 

300句說華語 ○ ○ Ⅹ Ⅹ Ⅹ Ⅹ 

實用生活華語不打烊 ○ ○ ○ Ⅹ Ⅹ Ⅹ 

華語簡易通 ○ ○ ○ ○ ○ Ⅹ 

漢語十日通 ○ ○ ○ ○ ○ ○ 

速成漢語基礎教程 ○ ○ Ⅹ ○ Ⅹ ○ 

體驗漢語 ○ ○ ○ ○ ○ Ⅹ 

問和答 ○ ○ Ⅹ ○ Ⅹ Ⅹ 

速成漢語1 ○ ○ Ⅹ ○ Ⅹ Ⅹ 

魔力漢語 ○ ○ Ⅹ ○ ○ ○ 

  總結以上，按練習題是否能反應教材特點，再加上每課份量、閱讀的舒

適度以及出版年代，筆者認為《漢語口語速成》、《體驗漢語》、《漢語十

日通》最適用於短期課程。前兩套教材利用大量圖片引導學習者進行口語練

習，三套教材都注重學習者對當課話題情景的掌握度，提供許多情境練習的

機會。從其編排清楚可見其重視學習者口語交際能力，練習題也以圖片引導

學生回答，不再使用傳統上填空、改寫句子、重組句子等重視書面與語法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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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的練習。這三套教材的編排完全體現了短期課程的特色。 

第三節 泰國本土教材及針對泰國學習者之教材 

  本節旨在分析四本泰國本土教材。其由於在台灣能取得的泰國本土資料

較少，無法以四本教材概括全面狀況，因此只能就所看到的資料略作陳述。

另外，本節亦參考針對泰國學習者之國別化教材和有泰文譯版的教材，希望

能從中了解針對泰國學習者教材之編寫要點。 

  首先是泰國本土教材。張君松的《泰國人學中文》和其他三套有本質上

的不同。作者張君松雖是泰國籍，《泰國人學中文》的潛在學習者也是泰國

籍學習者，但這本教材是由台灣出版社出版的。此外，《泰國人學中文》的

定位不僅是中文學習教材，也是泰文學習教材，作者對該書的期望是同時滿

足臺泰兩方的學習需求。於此參照此書的考量是，作者為泰國人編寫時應會

受到母語思維的影響，或許能從中了解泰國籍老師編寫教材的特色。又《泰

國人學中文》按主題分類，每課有生詞表，以「單句」為中心（不是對話模

式）。每課依據當課主題51提供約八個句子給學習者選用。句子呈現方式為

漢字、拼音、注音、泰文直譯和泰文翻譯並列，沒有解釋。這本教材屬於自

學用書，是一本以句子為單位的工具書。 

  另外三套皆由泰國出版社出版，其中任景文《初級漢語》被多所泰國學

校採用，具有代表性。這三套教材的編排模式十分相近，就排版來看，版面

是黑白色調，且皆以文字敘述為主。搭配的極少量插圖僅有妝點功能，跟課

文場景、語法練習都沒有關連，如圖四-2下方的花束52。 

                                              
51 共有四十六課，主題按場景分類，如天氣、訂機票、多少錢、興趣、數字等等。不是

按語言功能分類的。 
52 按詹雅涵（2014），任景文于 2012 年修訂《初級漢語》，修訂的其中一處便為課文單

元插入更多圖片來輔助學習者理解情境。筆者陳述的版次為 2001 年出版的初版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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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2 《學漢語課本》第 18 頁之插圖 

  架構方面，各課有生詞（《漢語初步》未列出當課生詞）、課文、語法

和練習題，另《學漢語課本》有語音教學。生詞單元羅列出漢字、拼音、詞

性、泰文翻譯，未提供例句。課文多為對話，排版略有不同。《學漢語課本》

先列漢字，再列拼音；《初級漢語2》僅列出漢字。《漢語初步》比較特別，

不僅列出漢字、拼音，同時列出每個詞彙的泰文直譯，於課文後再附上完整

的泰文翻譯。使用《初級漢語2》的學習者程度較高，不需要拼音、泰文輔

助，不過，提供初級學習者拼音、翻譯的輔助，可以減輕初學漢字時的負擔，

延長學習者的學習動力。語法單元的呈現方式是一樣的，只列出當課重點語

法並提供中文、泰文解釋和一些例句。比如《學漢語課本》第三課語法二針

對疑問詞「誰」的說明：「『誰』是疑問代詞，放在提問部分的位子上構成

疑問詞」，並提供拼音例句「tā shì shéi? ta shì wǒ péngyǒu.」。語法單元的

模式很顯然地重講不重練，說明份外仔細，但講解後未馬上提供練習。教材

或在練習題單元處提供語法練習，但不是每個語法都有明確相對應的練習，

是較類似統整型的複習功課。最後一個單元是練習題，練習題表現出的高度

一致性在於重視語法及句型架構，缺乏口語交際及聽力練習53，題型有填

空、完成句子、造句、翻譯、重組、用語法改寫句子等。其中擴展練習、翻

譯、回答問題和疑問詞的提問練習這四個題型出現於至少兩套教材當中，且

和臺灣、中國現有的短期教材練習題偏好的題型不同，因此筆者將這四個題

型視為泰國本土教材的練習題特徵。擴展練習如圖四-3，由詞開始慢慢加長

句子，目的在於讓學習者習慣語法結構。翻譯題都是泰文句子翻成中文。回

答問題圍繞當課主題和語法，問和學習者相關的問題，如《學漢語課本》「這

本英文書是誰的？、這雙鞋是你的嗎？」。 

                                              
53 《學漢語課本》有辨別聲調和辨音的聽力練習，沒有理解內容的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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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3《初級漢語 2》第 15 頁擴展練習 

  陳水英（2014）比較泰國小學選用的華語教材時，為了判定教材是否具

有本土化特色，他利用「詞彙」作為評判依據。他認為缺乏本土化特色的教

材「以相關中國的詞彙為主，相關泰國的詞彙出現極少」，凸顯本土特色的

教材詞彙特點不僅表現在名字、城市、動植物、物產，也出現在節日風俗、

著名景點之上。陳水音總結本土化特色強的教材對學習者而言比較容易理

解。因此，筆者參照陳水英的辦法，瀏覽四本教材的詞彙是否具有本土化特

色。《泰國人學中文》按話題分類，列出該話題相關句子，詞彙選用較中性，

如第二十二課＜水果＞有鳳梨、櫻桃、檸檬、草莓，不具明確的臺灣或泰國

特色。但是，當提到交通、地點時，該教材以臺灣相關詞彙為主，比如臺灣

捷運（站名）、龍山寺、淡水、士林夜市、火車車種名稱。全書泰國詞彙只

有曼谷、泰銖、泰航、泰語、大象、佛曆，最後兩個列在附錄的詞彙表中，

作補充詞彙用，泰國相關詞彙特色不顯著。《漢語初步》、《初級漢語2》、

《學漢語課本》皆把課文場景設於中國，是泰國留學生在中國的所見所聞。

雖然全書中國相關詞彙數量不多，但當需要提及地點及食物名稱時，以中國

相關詞彙為主。如《學漢語課本》有頤和園、長城、故宮、香山、包子，《漢

語初步》的中國相關詞彙特色較另外兩套教材顯著，有香山、北京、人民公

社、長城、文化大革命等等。瀏覽四套泰國本土教材後令人驚訝的是，雖然

臺灣、中國相關詞彙的總量比例並不大，但是泰國相關詞彙數量卻比預期的

少得多。或許這幾套教材是針對在目的語區或即將前往目的語區的學習者而

設計的，因此顯少提及泰國本土風情。 

  歸納出泰國本土教材特徵以後，接下來分析針對泰國學習者之華語教

材。和分析泰國本土教材不同的是，翻閱針對泰國學習者之華語教材時，著

重於尋找「針對泰國學習者」之編排手法。參照的教材有五套，出版資料見

表三-5，其中《現代華語（泰國版）》是臺泰合編教材，《泰國人學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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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泰合編教材，另外三本則是由原版翻譯成泰文的翻譯版教材。從書籍外

觀來看，除了《一千字說華語》，其他教材封面都包含泰國元素在其中，或

為泰國寺廟、嘟嘟車、大象，讓人一看就能與泰國相連結。生詞、課文搭配

了泰文翻譯，《現代華語（泰國版）》做得更完全，只要是說明、註釋一律

使用泰文。翻譯版教材因未調整原版內容，又得翻譯成多個語言，因此無法

顧及各國國情，內容上未涵蓋泰國相關詞語或當地民情。合編教材因編寫時

已知對象為泰國學習者，因此內容上可以加入許多泰國元素，比如說《現代

華語（泰國版）》有榴槤、椰子、檸檬魚、涼拌青木瓜、酸辣海鮮湯等泰國

相關詞彙，甚至教材中泰國角色的名字──金達娜──是以泰文名字音譯來

的。 

  總結以上，泰國本土教材特徵如下：場景設計以目的語區為背景；除了

用泰文講解，未凸顯詞彙本土化的特色；版面以灰階為主色調，缺乏圖片輔

助；語法只講不練，重視句型結構；偏好透過翻譯題、擴展練習、回答問題、

疑問詞提問練習這種機械式、理解性練習來掌握目的語。編寫針對泰國學習

者之教材有幾個手法：封面設計加入泰國元素，讓人一目瞭然；使用泰文為

說明語言，大幅降低用中文說明的比例；內容上融入泰國當地特色，最直接

的手法為選用泰國相關詞彙。 

  檢視泰國本土教材以後，筆者發現由泰國出版社出版之教材版面較單

調，對於學習者而言是沒有吸引力的。可以多安排一些與課本相關的插圖，

不僅增加視覺上的吸引力，更能透過圖片引導學習者，以降低母語的使用

率。而編寫針對泰國學習者的教材時，封面除了加入泰國元素，應該要能切

合內容，如商用華語教材的封面要能凸顯商用和泰國的特色，不能只有泰國

元素。而內容方面應該融入學習者母語和目的語文化，不可偏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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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課程與教材設計 

  本章將參考第二章文獻回顧整理之短期課程模式、短期教材特點與主題

以及泰國學習者特性和第四章分析之現有非目的語區短期課程模式、現有短

期教材以及泰國本土教材的結果，進行短期課程架構之安排與短期教材編

寫。第一節闡述的是短期課程的架構，包括課程目標、學習課時、課程安排

之緣由與進行模式等；第二節是短期教材的大綱、編寫體例和單課範例；第

三節是課程實施後學習者的學習成果以及學習者、教學者對課程的回饋與建

議。 

第一節 華語短期密集課程架構 

一、 課程目標與架構 

  「2017清邁短期密集華語課程」是針對泰國清邁職業學校高職生和二專

生的課程，學習者年齡介於十五歲到十九歲之間。本課程配合該校學期時

間，於學校放假期間（2017年09月25日～10月06日，為期兩週，共十個上課

日）舉行。招生和分班事宜由泰方負責，我方只提供開班數量、預計招收的

學生總數和開設的課程程度予泰方負責人。 

  由於無法事前掌握學習者之學習動機是否強烈，對參加課程的學習者也

無篩選機制；再加上泰國學習者的學習習慣為不複習、不指派回家功課，屬

於被動型學習者，面對這樣的學習者，我們認為不能移植現有短期密集課程

的模式──課程進度快、強調預習、要求複習，若完全移植現有經驗，恐怕

學習者負荷不了而退出課程，甚至懼怕中文。因此本課程雖然重視學習者語

言能力的提升（尤其聽、說方面），但更強調引發且延續學習者對中文、中

華文化的興趣。基於此，「2017清邁短期密集華語課程」定位為體驗式課程，

以培養學習者對中文和中華文化的興趣為課程目標。 

  以介紹中華文化、培養學習者學習中文之興趣實為現在非目的語區短期

課程的趨勢。以美國星談計畫為例，Xu, Padilla, Silva & Masuda（2012）於

2008年至2010年間執行的星談計畫，是以高中學生為課程對象的中文密集課

程，該課程目標為(1)學習者可提升聽、說、讀、寫四方面的能力，且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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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量，可見學習者進步幅度54，(2)增加學習者對中華文化的認識。從Xu et al.

將課程成果擺在學習者經由測驗得知的進步幅度上，便知該課程重視學習者

語言能力的提升。而2018年星談計畫下的中文短期密集課程中，許多課程已

經不再聚焦於學習者中文能力的提升，反而期待課程能延續學習者對中文的

興趣。比如，American Chinese Academy舉辦的2018暑期夏令營，課程目標

是「學生能用中文問候他人、交換簡單的訊息，並且建立穩定而持久的學習

興趣」；又如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的雙週中文課程希望能培養出學

習者對中華文化和語言的興趣；再如Wofford College的三週中文課程，雖然

提及學習者的中文能力於課程結束時能提升1或2級55，但其對課程目標描述

的篇幅多為文化、認知方面的，像促進學習者學習中文和中華文化、使學習

者能對比中華文化和其自身文化之異同，並能增加學習者對當地華人社區

（the local Chinese community）的認識，可見側重的部分已往文化方面偏

去。這樣的描述也與美國外語教學學會（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提出的5Cs──溝通（Communication）、文化（Cultures）、貫連

（Connections）、比較（Comparisons）、社區（Communities）──指標相

吻合。故，我們將課程定為中華文化及語言的體驗，以引發學習者興趣為目

標，並非首例，且按照課程結束後學習者的表現與回饋來看，這樣的定位是

合適的。 

  將課程目標設定好以後，另一方面為了配合清邁職業學校的放假期間與

考量本校學期時間（泰國學校的學期時間和臺灣的不同，清邁職業學校放假

時，本校已開課），我們將課程定為兩週（2017年09月25日～10月06日），

扣除週末共十個上課日。 

                                              
54 該課程目標原文為「enabled students to show measurable gains in all four Mandarin 

language skills」。 
55 這裡的「1 或 2 級」是指次等級。以全美外語教學學會（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ACTFL）語言能力分級標準而言，主要等級共分五等，由低到高為

初級、中級、高級、優秀級和優異級。前三級內部再細分出三個次等級，以初級為例，

分成初低級、初中級、初高級。課程結束後，學習者能力可由初低級提升到初中級或初

高級的意思。 

 



第五章 課程與教材設計 

77 

  每日語言課學時以四個小時為上限（根據第四章的調查結果，現有非目

的語區短期課程之每日學時，多數介於三～四小時之間。換言之，根據現有

經驗，即便再增加學時，學習者也可能無法負荷，所增加的學時難以起正面

效果）。為了增加學習者每日沉浸於目的語的時間，在不增加語言課學時的

限制下，我們利用文化體驗課程來增加課堂時間，以延長學習者的學習。語

言課之後，除第九天與第十天，於每日下午皆安排中華文化體驗課程。為確

保課程進度推進順利，學習者的學習狀況扮演著關鍵角色。一般而言，要求

學習者課前預習、課後複習於短期密集課程是必要的手段。不過，研究指出

（陳玲，2010；林明明，2011； Li，2011；杜宗景和緱廣則，2011）泰國

學習者沒有課後複習和寫作業的習慣。若學生課後不複習、未將課堂所學內

化，一旦累積出一定資訊量，學習者便無法再吸收，課堂進度也會連帶受到

影響。因此，本課程為清邁職業學校的學習者安排了自修時段。 

  本課程從早上九點開始到下午四點半結束。課程時間安排如表五-1。上

午九點到中午十二點為中文課。接著是午餐時間，休息一個半小時。下午從

一點半開始，有半個小時的語言課。語言課結束後，學習者在原教室自修，

共自修五十分鐘。從三點開始到四點半是中華文化體驗課。課程第一天上午

有始業式，最後一天上午安排成就測驗，下午是結業式暨學習成果發表會。 

  「2017清邁短期密集華語課程」課程綱要如下： 

課程名稱：2017清邁短期密集華語課程 

課程期間：2017年09月25日～10月06日，共十天 

課程目標：以引發學習者學習中文和中華文化為主要目標 

     並培養基礎中文聽、說能力 

課程對象：清邁職業學校高職部與二專部學生 

     未修習過中文或等同未學過者 

課程材料：自編教材《中文「泰」簡單》 

班級人數：12~13人，上限50人 

開設班數：4班（隨機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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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1 「2017 清邁短期密集華語課程」課程表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8:30~9:00 開幕式  

9:00~12:00 
中文課 I 

第一課 

中文課 I 

第二課 

中文課 I 

第三課 

中文課 I 

第四課 

中文課 I 

第五課 

13:30~14:00 中文課 II 中文課 II 中文課 II 中文課 II 中文課 II 

14:00~14:50 自修時間 自修時間 自修時間 自修時間 自修時間 

15:00~16:30 文化體驗課 文化體驗課 文化體驗課 文化體驗課 文化體驗課 

 第六天 第七天 第八天 第九天 第十天 

9:00~12:00 
中文課 I 

第六課 

中文課 I 

第七課 

中文課 I 

第八課 

中文課 I 

第九課 

複習& 

成就測驗 

13:30~14:00 中文課 II 中文課 II 中文課 II 中文課 II 

期末發表& 

結業式 
14:00~14:50 自修時間 自修時間 自修時間 

自修時間 
15:00~16:30 文化體驗課 文化體驗課 文化體驗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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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堂設計與操作 

  在此說明表五-1之各個課程──中文課I、中文課II、自修時間、文化體

驗課、成就測驗和成果發表──的設計與操作方式。 

(1)中文課I、中文課II 

  課程表中的中文課就是語言課。語言課分成兩個時段，上午三個小時和

午間休息後的半小時，每天共3.5小時。語言課使用自編教材《中文泰簡單》。

課程進度為一天一課，九天完成九課，第十天為成就測驗。上、下午的語言

課所著重的重點不同，中文課I以完成當日進度為目標，中文課II以任務活動

為主軸，也是上午課程的總結與複習。以下分別說明。 

  上午語言課的教學流程是： 

1. 複習（10分鐘，第一天除外） 

2. 核對功課（10分鐘，第一天除外） 

3. 小考（10分鐘，第一天除外） 

4. 當日進度（100分鐘） 

5. 語音練習（20分鐘） 

  複習活動有時是過字卡，有時是口頭提問，有時利用核對作業的時間一

併複習。複習活動結束以後小考，小考有兩題，第一題寫漢字和拼音，第二

題是考認字寫拼音。雖然短期課程的課堂不重視讀、寫，不過為了不讓學習

者偏廢，或是未來選修中文課時遇上讀寫障礙，故每日均有小考強迫學生複

習。小考的結果就如預期般一樣，漢字題正確寫出的比例很低，第二題認讀

的成績好得多。 

 

圖 五-1 每日小考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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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課中採用聽說教學法、直接教學法，注重學習者的溝通能力。首先，

課程使用大量視覺輔助，透過具體圖像引導學生理解語意。比如圖五-1，左

邊簡報有圖片、漢字和拼音，學習者能直接將物品和中文語音聯想在一起，

不必經由母語翻譯成目的語。這麼做還可以補足拼音教學不足之處。短期課

程漢語拼音教學的份量偏少，因此可以趁此時，讓學生練習念出拼音，教師

糾音。右邊簡報的教學重點是抽象語意「這、那」的概念，教師站在大圖側，

顯示「這」的語意，手比斜上方（遠處），顯示「那」的語意。延續上一張

簡報，這一張將水果名稱的拼音拿掉，讓學生不依賴拼音，而能將「音」內

化。 

 

圖 五-2 語言課視覺輔助材料 

  除了大量視覺輔助工具，我們也利用教室中的實體物件。比如教師拿起

自己的手機說「我的手機、老師的手機」，接著拿起學生的手機說「OO的

手機、他的手機」，藉此教所有格「的」。 

  我們也利用團體學習的模式讓學生進行合作學習活動。課堂上經常安排

小組練習活動，或生生互動的練習。因學生理解的模式比較相近，也可以用

母語快速地為同學說明一下，所以小組學習的效果經常比老師帶著學生練習

的效果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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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 五-3 課堂小組活動照片 

  中文課II只有半小時，是當日課程的總複習時間。我們把任務活動當成

當日課程的總結。同時，也檢測學生是否能運用當課所學於交際活動之上。

需要釐清的是，雖然我們將中文課II定位為任務時間，但操作方式和任務型

教學法不同。任務型教學法將任務活動分為前、中、後三個階段，且課堂主

導權在學習者手上。我們的課堂於上午已將先備知識交給學生，任務活動時

段是驗收期。課堂任務包括購買指定物品、我是偵探、向他人詢問聯繫方式

等活動。 

(2)自修時間 

  雖然泰國學習者沒有寫功課的習慣，但我們還是決定派功課，藉機讓學

生複習當日課程內容。學生在自修時間完成當日功課，功課是課本中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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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挑戰」單元，題型有寫出拼音、聽力練習、問答題、翻譯題。教師利用自

修時間跟學生一對一念課文及糾音，並針對學習者的弱點予以指導。 

 

圖 五-4 授課者利用自修時間進行一對一輔導 

(3)文化體驗課 

  文化體驗課分兩個班，A、B班合班上課，C、D班一起上課。共有八個

主題，依序是唱中文歌、打中國結、寫毛筆字、剪紙、象棋、扇畫、畫臉譜、

畫象形字（授課者不需使用許多中文來說明、解釋的課程先上）。四位教師

各負責兩門文化體驗課，每堂課由兩位教師搭配，一人當主要講授者，另一

人從旁協助。比如T-C和T-D搭配，T-C教剪紙時，T-D在旁協助；相同的，

T-D教打中國結時，T-C在旁協助。文化課需要的材料若無法在泰國當地取

得或售價較高，便由教師自行從臺灣攜帶過去，像墨水、毛筆、臉譜、中國

結繩、折扇、象棋等等。 

  前文提過文化體驗課是為一種學習的延伸，希望能拉長學習者沉浸於目

的語的時間。因此授課教師於文化體驗課使用的語言仍是中文，講解作法時

也是使用中文（所幸老師們都不諳泰語，所以學習者只好接受老師用中文進

行教學）。雖然是一門以文化為主體的課，但教師嘗試將語言學習融入文化

課堂之中。下面以「打中國結」和「畫臉譜」為例，說明如何將語言學習融

入文化課堂。「打中國結」安排於課程的前兩天，「畫臉譜」則安排在末兩

天。進行「打中國結」課程時，學習者幾乎無法使用中文，課堂的語言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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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低；而我們預期課程進入後半時，學習者已能用中文進行簡單的溝通，「畫

臉譜」課程就能融入更多語言成份。以下是課堂上使用的簡報與說明。 

 

標題頁，利用圖片說明「打」、

「中國結」的意思。說明時，教

師以手勢、實物輔助。 

 

左方標題輔以泰文，讓學習者明

白本頁的用意（下同）。 

讓學習者學習本課所需的工具

名稱。 

 

「上、下」為打中國結的口訣，

為教學重點。 

 

帶入中國結繩子「上、下」對應

的動作。教師示範以後，讓學生

邊做邊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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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知道本課打的中國結名

稱為何。 

 

發繩子（黃、藍、紅）。教師教

黃色、藍色、紅色，學生複誦。

學生一一到檯前領繩子，必須說

出想要的繩子顏色。 

 

進入教學步驟。 

 

複習口訣──上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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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邊做邊唸口訣──上上下。 

學生邊做邊唸口訣──上上下。 

 

教師邊做邊唸口訣──上上下。 

學生邊做邊唸口訣──上上下。 

 

再複習口訣──上上下。 

 

教師巡堂，協助學生完成蜻蜓。

課堂成就： 

(1)完成蜻蜓 

(2)學會「上、下」與三個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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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頁，利用圖片說明「畫」、

「臉譜」的意思。說明時，教師

以手勢、實物輔助。 

發工具。 

教師手比圖片並詢問學生「這是

什麼？」、「你有ＯＯ嗎？」「你

有幾隻畫筆？」 

以圖片指示學生去裝水。 

在「打中國結」課上學了紅色、

藍色、黃色，這裡補充更多顏色

的說法。並詢問學生「你喜歡什

麼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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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臉譜上顏色的意思。 

介紹臉譜上顏色的意思。 

介紹臉譜上顏色的意思。 

介紹臉譜上顏色的意思（沒學過

的附上泰語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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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臉譜上顏色的意思（沒學過

的附上泰語解釋）。 

 

介紹臉譜上顏色的意思（沒學過

的附上泰語解釋）。 

介紹臉譜上能畫上圖騰的地方

和其代表的意義。 

教師用中文介紹，說「他很喜歡

喝酒，所以他有酒瓶」、「他很

喜歡錢，所以他這裡（額頭）有

錢」。問問學生他喜歡什麼，跟

學生說他可以在臉譜上畫那個

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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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介紹臉譜上圖騰的意義。 

提供各式臉譜給學生模仿，學生

開始創作。 

  從兩份簡報可知，我們使用了大量圖片來傳達意思，圖片搭配拼音說

明，讓學習者可以在輕鬆的環境下學得語言，並能持續沉浸於中文環境。「打

中國結」課程安排在第一天與第二天，簡報上只有一點中文（拼音），學生

的輸入還停留在詞語，如上、下、紅色、藍色、黃色。到了「畫臉譜」課時

（第七天、第八天），教師語言已經能提升到句子層面。如發完工具後問學

生「你有面具嗎？你有桶子嗎？」，也可以拿著工具問學生「這是什麼？」

讓學生看著簡報上的拼音回答。而文化體驗課程也不只停留在「體驗」上，

已經可以使用學生的中文先備知識來中華傳遞文化，比如介紹臉譜上顏色的

意義時，可以這麼說「紅色的是好人，白色的是不好的人」，並搭配圖片協

助學生理解。這種文化課程的安排，可以藉由富有趣味性的文化課程來達到

語言與文化兼顧的學習目標（彭妮絲，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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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5 文化體驗課課堂照片 

(4)成就測驗 

  於課程第十天上午舉行紙筆測驗，驗收學習者兩週的學習成效。成就測

驗有三個部分：聽力、閱讀以及打字。未將口語納入測驗，是因為已經安排

了期末口頭發表。閱讀測驗題型包括詞彙、提問練習、回答問題、連連看（問

答配對）和閱讀測驗（看圖回答）五個大題。考題以測驗學習者的溝通能力

為方向，因此多以問答模式出題。為避免學習者因認字障礙56影響答題，測

驗卷上漢字與拼音並列。成就測驗包含打字題，課程雖不要求學習者熟悉漢

語拼音、能讀能寫，但課堂上我們做了打字（輸入）練習，希望學習者能透

過電腦、行動裝置等跟使用中文的人士溝通。成就測驗卷如附件二，測驗結

果紀錄於本章第三節。 

                                              
56 在課程上，授課者以「訓練學習者聽、說能力」來設計課程，鼓勵但不強制認讀、書

寫漢字。有鑑於此，紙筆測驗若要求學習者具備認讀、書寫能力，似乎與課程目標、課

堂練習相違背。所以，成就測驗卷上漢字、拼音一同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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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6 成就測驗打字題題目與學生回答 

(5)期末發表 

  兩週課程結束時，除了針對語言課的內容有一份紙筆測驗以外，還有一

個期末口頭發表。口頭發表的目的一來在於讓學習者真切感受到自己具備使

用中文的能力，二來展現兩週課程的成果。 

  發表方式本為學生分別上台說一段話，話題為自我介紹。後因結業典禮

行程更動，無法讓學生上台，因而改以個人錄影方式進行，錄影畫面如圖五

-7。 

  發表內容為自我介紹，談談自己喜歡吃的東西、自己會做什麼，說一說

想去什麼地方旅行，最後是想跟授課老師說的話。引導學生練習的方式是先

透過單句提問讓學生回答，如附件三上半部提問，再引導學生將答案填入學

習單下半部份，形成簡短篇章。 

 

圖 五-7 學生期末發表錄影畫面（照片經特殊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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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華語短期密集課程教材之設計 

  本節就參考文獻、現況調查的結果整理出針對清邁職業學校學習者的

短期密集課程教材大綱，並介紹教材的編寫體例。 

一、 設計大綱 

（一）教材目標：短期密集課程教材，適合未學過中文的學習者。本教材目

標是為短時間內使學習者獲得基礎中文聽說及溝通能力。 

（二）教材特色：以泰國職業學校學生為對象的教材。透過生動活潑、貼近

生活的課文對話引起學習者的學習興趣，並以大量圖片引

導學習者進行口語練習，增加學習樂趣。本書每課課後附

有一任務活動，學習者以完成該任務為目標學習各課課

程。每課亦有「自我挑戰」單元，讓學習者測驗自己的學

習狀況。另本書適合在非目的語區學習中文的學習者，特

別是在泰國的學習者，因為本書課文場景設定於泰國，十

分貼近學習者的生長背景，這樣的設定使學習者更容易理

解，且更能吸引力學習者注意。 

又本教材提供大量練習題，希望能減低授課者備課負擔。

授課者教學時直接照著練習題的順序引導學生即可。練習

題包含了鞏固練習和開放式練習兩種模式。 

（三）教材程度：初級零起點 

（四）教材對象：針對未學過中文或近乎未學過之泰國職業學校學習者 

（五）所需學時：本教材每課所需學時為四小時（包含語音練習），本書課

數為九課，總學時為三十六小時。 

（六）學習輔助：課文錄音檔和聽力練習。 

  各課教學目標與細節如表五-2。各課學習目標的制定，除了參照第二章

整理的學者和教師所提之短期教材主題以外（見表二-1），也按照本次課程

學習者而有所調整。研究一般建議短期教材應包括購物、問路、點菜這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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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這些主題適用於目的語區，是為了讓學習者能在生活中應用且生存而

設定的主題。不過，本課程在非目的語區舉辦，若教學生問路、購物、點菜，

學習者或許未能應用於生活之中。因此教材大綱中未納入這些主題。《中文

泰簡單》教材大綱的制定是按著「學習者在本國遇見華語母語者（或能使用

華語者），能使用中文與其來往」，故故事線以松財（泰國人）認識文中（臺

灣人）開展而來。教材詞彙量的估算參考現有教材一課的詞彙量（平均約20

個），再權衡語法數量與難度酌情增減。語法點則參考現有短期教材的語法

點，並參照漢語水平考試大綱之一即與二級語法表。語音除了介紹漢語拼音

系統，第四課到第八課針對泰國學習者的發音難點進行加強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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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2 《中文泰簡單》短期教材大綱 

 課名 學習目標 詞彙量57 語法 語音 

第一課 請問，你叫什麼名字？ 具備介紹自己與他人的能力 15 
 是 
 的（所有格） 聲母、韻母、聲調 

第二課 你喜歡吃泰國菜嗎？ 能簡單說明自己的喜好、興趣 13 
 嗎 
 程度副詞 結合韻 yi、wu、yu 

第三課 我的台灣朋友 
能簡單描述個人能力 

能簡單說明擁有何種物品 
14 

 VO 結構 
 V modifier O 
 會（能力） 
 有/沒有 

三聲變調、「一、不」變調 

第四課 你有沒有 LINE？ 
能向他人詢問電話號碼或其他聯

絡方式 
10 

 V not V 結構 
 可以（同意） 
 小數字 

舌面前音 j-、q-、x- 

第五課 我們什麼時候去？ 能和他人約定時間 16 
 時間的語序 
 去+地點+動作 

翹舌音 zh-、ch-、sh- 

舌尖前音 z-、c-、s- 

第六課 一起去百貨公司 
能簡單描述他過去的一天 

能說明他購買東西的數量 
17 

 量詞 
 了（完程） yu、er、ao、ei 

第七課 你去過台灣嗎？ 
能簡單介紹自己的經驗 

能向他人介紹某地 
12 

 的（修飾格） 
 有（存在） 
 過（經驗） 

ia、ie 

第八課 你家在哪兒？ 具有說明地點的能力 12 
 在 
 部 ua、uo 

第九課 我想去台灣 具有說明方位的能力 7 
 主題句 
 邊 （無） 

                                              
57 詞彙量的計算方式按照生詞表上出現的詞彙計算，包含補充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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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初級華語短期教材編寫體例 

  每課編排單元分為八個部分：課文、生詞、慣用句子、語法、想一想、

本課任務、自我挑戰和語音。其體例與編排模式茲分述如下： 

1. 課文 

  本教材三課成一個單位，九課共三個單位。前兩課採對話模式，第三課

是篇章。初級教材從對話開始對學習者來說比較容易，為了訓練學習者習慣

閱讀簡短篇章，第三課、第六課、第九課都安排了篇章形式的課文。 

  為了讓短期課程課堂進度能順利推進，課文漢字和拼音並列。又第一

課、第二課、第四課的對話，課文以「詞」為單位，按詞斷句。這樣的安排

亦是為了協助學生閱讀課文時，能免去斷詞的干擾，更快理解課文內容。不

過，為了避免學習者於課程結束後過於依賴教材這樣的編寫模式，教材後半

部分與篇章都以平常句子的方式呈現。課文後附有泰文翻譯。 

 

圖 五-8 第一課課文的編排版面 

 

圖 五-9 第三課課文的編排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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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調查到的現有短期教材與泰國本土教材皆將課文背景設定於目的

語區（臺灣或中國），這是因為這些教材將學習對象設定為「在目的語區留

學」或「即將前往目的語區留學」的學習者。本教材與之不同的是，課文場

景設定於學習者的國家，並非目的語區。許多學者（尉萬傳，2007；陳穎和

馮麗萍，2014；詹雅涵，2015）考察針對泰國學習者的國別化教材時，認為

描述目的語區風土人情的課文會對未去過目的語區學習者帶來理解上的困

難，而因為缺乏相關經驗也會無法吸引學習者。故內容上應該要盡量貼近學

習者的生活，選用他們熟悉的話題。考量到參與「2017清邁短期密集華語課

程」的學習者並未有前往目的語區留學的規劃，也對目的語區不慎熟悉，對

目的語區的陌生感可能為學習帶來障礙。因而將課文場景設定於泰國，主角

談及的地點、事物基本上是圍繞著泰國的風土開展的。目的語區的風土則透

過主角B（文中，臺灣人）向主角A（松財，泰國人）介紹的方式引出，不

過，目的語區的風情多置於教材後半部分。 

2. 生詞 

  本短期課程的進度規劃是每天一課，每日的輸入量（含生詞、語法、語

音）不能過多，因此每課生詞表上的生詞數量約為15個左右。不過，詞彙是

完成交際任務的重要成分，要是詞彙量不足，溝通可能產生窒礙。本教材解

決詞彙量不足的作法是利用語法的練習題，提供更多詞彙讓學生選用，學習

者可以依據個人需求選擇所需要的詞彙。使用這個方式的好處是，進行口語

練習時，學習者的回答能更多元。而且若不將這些詞彙列入生詞表中，學習

者的心理負擔也能減輕，學習時能更輕鬆愉快。 

 

圖 五-10 第一課語法練習題的補充詞彙 

 



第五章 課程與教材設計 

97 

  生詞表的呈現方式是漢字、拼音、泰文翻譯並列，礙於版面（短期教材

不宜厚）和不增加閱讀負擔，本教材沒有提供例句。 

 

圖 五-11 生詞表的編排版面 

  第四章提到編寫教材時可以透過提高與學習者母語相關的詞彙數量來

增強教材的本土化特性。《中文泰簡單》也利用此法加強教材特色。本書中

提到與泰國相關的詞彙有：松材（角色名稱，泰文音譯名）、榴槤、木瓜沙

拉、酸辣蝦湯、打拳、蓮花、廟、椰子、曼谷、清邁、清萊、烏汶、合艾。

教材中提到通訊軟體時，選用＜LINE＞，不只是因為該平台在台灣廣泛流

通，也是因為泰國年輕人普遍使用該軟體的緣故。此外，教材中選用的圖片

也盡量貼近學生認知，比如圖五-12的泰國消防栓和泰國地圖。 

  

圖 五-12 具有泰國特色的圖片 

  教材當中涵蓋的與泰國相關的元素尚停留在具體事物（名詞、物品、地

理），未能深入觀念或風土民情。未來更新教材或編寫新教材時，可以尋求

與泰國本土教師更深入的合作，或能克服這個問題。 

  本教材生詞表共列出141個詞彙（未含補充詞彙）。與國家華語測驗推

動工作委員會提供之華語八千詞58相對照，百分之七十四為A1詞彙，百分之

                                              
58 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提出之華語八千詞分為七級，分別為準備一級、準備二

級、入門級、基礎級、進階級、高階級和流利級。與歐洲語言能力參考指標（Th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相對應，準備一級、準備二級和入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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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為A2詞彙，百分之七為B級詞彙，有百分之七為未列入詞彙表的詞彙。

未列入詞彙表的詞彙包含地道、好喝、好玩、李、木瓜、沙拉、台北、泰國、

泰國菜、王，多為中文姓氏或是專有名詞。 

 

圖 五-13 教材詞彙與華語八千詞之對應比例 

3. 慣用句子 

  本教材中的「慣用句子」單元不是母語者所謂的慣用法，更接近其他短

期教材編寫者認為的「重點句式」。這個單元從課文中擷取兩個關鍵句式，

讓學生熟讀。這兩個句子也是當課語法重點，以不同單元形式反覆出現來加

強學生記憶。 

 

圖 五-14 慣用句子的編排版面 

 
 

                                                                                                                                    
為 A1，基礎級為 A2，進階級為 B1，高階級為 B2，流利級為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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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語法 

  每課語法2到4個，依語法的難度調整數量，全書共涵蓋二十四個基礎中

文語法。語法單元列出句型架構、例句並提供練習題。若該語法的用法較難，

必須耗費較多時間解釋才能讓學習者理解，教材就會提供泰文翻譯，但教師

說明、提供情境和練習時，仍是使用中文。 

 

圖 五-15 語法的編排版面 

  語法練習以情境引入，輔以大量圖片以引導學習者理解。如圖五-14，

先讓學習者看圖說一說，以鞏固句型結構；接著讓學習者互相提問「你會做

什麼？／你會騎摩托車嗎？」，進行生生互動式的交際練習。 

 

圖 五-16 語法練習題例題 

  本教材之語法單元和其他短期教材不同的是，教材中不僅提供句型，也

提供語法練習題。其他教材偏好「講而不練」，這套教材不「講」（當然部

分原因是因為授課者不諳學習者母語），而是利用圖片帶出情境進行練習。

因為課程時間短，需盡可能讓學習者習慣用中文學中文，所以不採納用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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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解語法的方式。如前文提過的，使用大量圖片的另一個好處是能透過練

習，補充大量詞彙，且補充詞彙時還可以一併練習發音。 

  在課堂上，數次見到學生練習時翻閱課本練習題尋找自己想說的詞彙。

至課程後半，也能聽見學生使用補充詞彙來回答問題。可見，這個方式在短

期課程及教材中能起一定作用。 

5. 想一想 

  「想一想」單元安排於課文、生詞、語法教學之後，是一個檢視學習者

當課學習狀況的小練習。這個單元以問答形式出現，進行方式可以是生生互

問，或授課者提問由學生回答，也可以讓學生自行作答完畢以後，再統一檢

視全班的作答情況。其中，提問是本課重點，示例如下圖。 

 

圖 五-17 「想一想」的編排版面 

6. 本課任務59 

  編寫教材時，是以學習者學完一個主題後能用中文完成一個有意義的任

務為目標著手編寫的。有意義的任務諸如安排時間、打電話邀約、買東西等

等。而「本課任務」就是緊扣著課文主題而來的課後任務。比如，第五課＜

我們什麼時候去＞的學習目標是「能和他人約定時間」，本課要完成的任務

就和約定時間有關係。需要註明的是，這個單元的指導語是給教師看的，而

不是學習者，教師可以參照說明安排課室活動。 

                                              
59 這個單元由同行的另外三位教師共同完成，筆者提供編寫方向以及修正意見。在此感

謝三位教師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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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18 「本課任務」的編排版面 

  另外，雖然課程中安排了任務活動，不過教學方式稱不上任務型教學

法。短期密集教學因學時少，課程期間短，最有效率的教學方式還是擺脫不

了聽說法、直接法。任務型教學法是以學生為中心，學生必須靠自己和組員

完成任務，教師從旁協助。泰國學生多為被動學習者，且習慣聽從教師指令

行事。短期課程只有兩週，要讓學生習慣新的學習模式，並維持穩定教學進

度，難度較高。因此，任務活動為一種促進學習者溝通能力，並檢視學習者

當課主題學習成效的活動。 

7. 自我挑戰 

  「自我挑戰」單元是課後作業，有寫拼音、聽力、問答和翻譯。看漢字

寫拼音讓學生練習認字。聽力有兩種，一是辨音（圈出聽見的語音），一是

聽句子（把聽見的句子寫下來）。問答題是學生根據自己的情況回答問題。

翻譯題則是泰國學習者習慣的練習模式，因此於教材中保留這個題型。 

8. 語音 

  楊麗姣（2001）檢視數本短期教材，並在實際執行短期課程以後總結，

語音的處理若先於課程，有入題太慢的問題，況且學習者的語音問題在短期

課程中是無法完全克服的。他認為將語音部份處理得最好的就屬《漢語會話

301句》（康玉華和來思平，1990）和《漢語口語速成》（馬箭飛、蘇英霞、

翟豔，2000）60。這兩套教材都將語音練習融入課程之中，每課練習一個部

份，分次讓學習者練習語音，不是一次灌輸所有語音觀念的。 

                                              
60 兩套教材皆於 2015 年重編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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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泰簡單》也採用同樣的編輯手法。一來，課程時間少，撥出完整

的一堂課做語音練習，堪稱奢侈。二來，即便課程初期有語音介紹與練習，

學習者的發音問題並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善。因此，我們將語音拆散成數個部

份，每課教一點，練一點。本教材跟其他短期教材不同的兩大特點，一是前

三課介紹完基礎語音知識以後，第四課到第八課是針對泰籍學習者的發音問

題及弱點的練習，體現本教材係針對泰籍學習者的特點。本教材之另一特色

是，在語音練習部分提供圖片（一般短期教材的語音單元只有拼音，未提供

對應語意）。學習者練習發音時不是無意義的，而是有意義的輸入。透過這

樣的安排，可以提高語音練習的趣味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做為詞彙的補充。 

 
圖 五-19 語音的編排版面 

三、 初級華語短期教材編寫 

  這個部份要呈現針對泰國學習者之短期密集課程教材的編寫實例。筆者

將以教材中的第四課「你有沒有LINE」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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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你有没有 LINE？ 
 

 
 

一、 课文 kèwén  (บทเรยีน) 

文 中：松材，你 有没有 LINE？ 

松 材：有，这 是 我 的 LINE ID。 

文 中：好，我 加 你。 

松 材：你 可(以)不可以 给 我 你 的 电话号码？ 

文 中：没问题，我 的 电话号码 是 0911-556-377。 

    

Nǐ yǒu méiyǒu LINE 

Wénzhōng  Sōngcái,  nǐ  yǒu méiyǒu  LINE? 

Wénzhōng  Méiwèntí,  wǒ    de diànhuà hàomǎ shì 0911‐556‐377. 

Sōngcái  Yǒu,  zhè  shì  wǒ de LINE ID. 

Wénzhōng  Hǎo,  wǒ  jiā  nǐ. 

Sōngcái  Nǐ  kě(yǐ)  bùkěyǐ  gěi  wǒ  nǐ    de  diànhuà hàom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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บทที ่4：คณุมไีลนไ์หม 

เหวนิจง : สมชาย คณุมไีลนไ์หม 

สมชาย : ม ีน่ีคอืไลนไ์อดขีองผม 

เหวนิจง : ดเีลย ผมแอดคณุนะ 

สมชาย : คณุสามารถใหเ้บอรโ์ทรศพัทก์บัผมไดไ้หม 

เหวนิจง : ไม่มปัีญหา เบอรข์องผมคอื 0911556377 

 

 

 

 

คาํแป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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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词 shēngcí (คาํศพัท)์ 

1. 没 méi ไม่ 

2. 这 
那 

zhè น่ี 

nà น่ัน 

3. 加 jiā เพิม่ 

4. 可以 kěyǐ สามารถ 

5. 给 gěi ให ้

6. 电话 
手机 

diànhuà โทรศพัท ์

shǒujī โทรศพัทม์อืถอื 

7. 号码 hàomǎ หมายเลข 

8. 没问题 méiwèntí ไม่มปัีญหา 

惯用句子 guànyòng jùzi  (ประโยคทีใ่ชเ้ป็นประจาํ) 

1. 你有没有 LINE？ 
Nǐ yǒu méiyǒu LINE 
คณุมไีลนไ์หม 

2. 你可不可以给我你的电话号码？ 
Nǐ kě bùkěyǐ gěi wǒ nǐde diànhuà hàomǎ 
คณุสามารถใหห้มายเลขโทรศพัทข์องคณุแกฉั่นไหม 

「没问题！」méiwènt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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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语法 yǔfǎ (ไวยกรณ)์ 

 
试试看 shìshìkàn：ลองทําดู 

1. 你有 LINE 吗？  你有没有 Line？ 

2. 你有台湾朋友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你会做泰国菜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你可以给我电话号码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酸辣虾汤辣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台湾菜好吃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问你的朋友前面的６个问题。 

1. 「Verb‐not‐Verb」 

S  V  not V  ～ 

你  有  没 有  LINE？ 

文中  喜(欢)  不 喜欢  泰国菜？ 

松材  说  不 说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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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试看 shìshìkàn：ลองทําดู 

 

2. 「可以 kěyǐ」表示同意 “可以 kěyǐ”สามารถ 

S AV V O 

我 

你 

可以 

可以 

bāng (ชว่ย) 

加(เพิม่) 

你 

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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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一问：ลองถามดู 

我 ：请问，你可不可以给我你的电话号码？ 

朋友：没问题，我的电话号码是＿＿＿＿＿。 

 

3. 电话号码 หมายเลขโทรศพัท ์

0 1 2 3 4 5 6 7 8 9 

líng yī èr sān sì wǔ liù qī bā ji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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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想一想 xiǎng yì xiǎng 

A:你有没有 LINE？ B:_______________。 

A:你加我，好吗？ B:_______________。 

A:你的电话号码几号？ B:_______________。 

 

 

 

 

 

五、 本课任务 běnkè rènwù  

短剧演出：学生两两一组进行短剧表演，以对话形

式呈现。短劇需呈現以下主題──問候、詢問聯絡方

式等。学生要运用至少 2 个「V 不 V」句式、4 或 5

個話輪完成劇本。 

练习句型： 

1. V 不 V (有没有/会不会/可不可以……) 

2. 你可不可以给我……？ 

3. 电话号码的叙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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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自我挑战 zìwǒ tiǎozhàn 

 

1. 这是我的泰国朋友。  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没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我给你我的电话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我加你。  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yīng  yíng yǐng  yìng 4. jiā qiā  xiā  

2. wū wú wǔ wù 5. jū qū xū 

3. yū  yú yǔ yù  6. jīn qīn xīn 

7.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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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有没有 LINE？ ＿＿＿＿＿＿＿＿＿＿＿＿＿＿ 

2. 你覺得中文 nán(ยาก)不 nán？  

＿＿＿＿＿＿＿＿＿＿＿＿＿＿＿＿＿＿＿＿＿＿ 

3. 你可以给我你的电话号码吗？  

＿＿＿＿＿＿＿＿＿＿＿＿＿＿＿＿＿＿＿＿＿＿ 

 

1. ฉันขอถามคณุหน่อยไดไ้หม 

＿＿＿＿＿＿＿＿＿＿＿＿＿＿＿＿＿＿＿ 

2. คณุสามารถใหห้มายเลขโทรศพัทข์องคณุแกฉั่นไหม 

＿＿＿＿＿＿＿＿＿＿＿＿＿＿＿＿＿＿＿ 

3. น่ีคอือะไร 

＿＿＿＿＿＿＿＿＿＿＿＿＿＿＿＿＿＿＿ 

 
打字(พมิพ)์给你的中文老师 

題目 tímù：自我介紹 zìwǒ jièshào，50 字 

หวัขอ้เร ือ่ง：การแนะนําตวัเอง, 50ค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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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语音 yǔyīn (การออกเสยีง) 

 

 j- q- x- 

-i ji qi xi 

-ia jia qia xia 

-ie jie qie xie 

-iao jiao qiao xiao 

-iu jiu qiu xiu 

-ian jian qian xian 

-in jin qin xin 

-iang jiang qiang xiang 

-ing jing qing xing 

-ü ju qu xu 

-üe jue que xue 

-üan juan quan xian 

-ün jun qun xun 

-iong jiong qiong xiong 

 j- q-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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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ī xǐhuān jī qù(ไป) 

 
 

  

jiā(บา้น) jiārén(ครอบครวั) qián jiǎndāo 

    

xiě(เขยีน) jiějie(พีส่าว) xiézi qúnzi 

    

jīntiān(วนันี)้ qīn xīn xīngqí(สปัดา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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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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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學成果 

  本節要呈現「2017清邁短期密集華語課程」的學習者學習成果、學習

者的課程評鑑問卷結果和教學者於課程結束後的回饋。 

一、 學習者學習成果 

  學習者經過兩週（約60個學時）課程以後，在課程最後一天進行成就測

驗。成就測驗內容以《中文泰簡單》為範圍，檢驗學習者於本課程的學習成

果。成就測驗卷如附件二。 

  於課前，我們並未給學習者課前測驗。原因在於我們預定的學習對象為

未曾學過中文或幾近未學過中文的學習者。在課程第一天，四個班級的教師

只利用口頭提問稍稍檢測學習者程度，比如「你好」、「你叫什麼名字」等

等問候語。檢測結果為學生未能與教師產生互動。我們以此認定學習者課前

程度與我們所預期的一致。 

  完成課程的32位學習者，成就測驗成績分布如下圖。兩位學生低於60

分，5位介於60-69之間，5位介於70-79之間，13位介於80-89之間，7位90分

以上。平均分數為八十分，種數落在80-89這個區間。 

 
圖 五-20 課程成就測驗成績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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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者的測驗成績反應出了學習成效。第一，中文之於這些學生是極其

陌生的語言，加之課程間的出席狀況不盡理想61，若再顧慮上泰國學習者的

學習態度，學生能完成課程已十分難得。就成就測驗的結果來看，學生的表

現顯示本課程的編制是有效的。學生平均分數有八十分，四分之三的學習者

拿到了七十分以上。 

  除了紙筆測驗（成就測驗）以外，學習者還要錄製中文短片。錄製環境

是由教師掌鏡，學生一個個輪流進教室錄影。學生能準備台詞的時間不夠充

分（約莫三十分鐘），還要面對教師和鏡頭說著不熟悉的語言。最後32位學

生盡數完成任務，儘管錄影時口語表達有些不流利，但任務還是完成了。以

下是三位學生的期末短片逐字稿，( )中為學生錯誤的語音，[ ]中是攝影教師

的提示語，  是學生錯誤的語句，…表示學生停頓。 

（一） 

你好，我是睿昱，我是泰國人。我喜歡吃漢堡，因為我喜歡好了

以後很飽。我會說中文，還有騎摩托車。我想去英國，因為英國

很美麗，而且我想會說英文。我想跟我的中文老師說，老師很好，

我想要老師回來一次。謝謝(xiàxià)老師，老師再見。 

（二） 

你好，我是松柏，我是泰國人(lén)。我喜歡吃榴槤，因為榴槤非

常好…。我會…做菜，還有大(dà)網球。我想去中國旅行，因為我

喜歡去中文…。中文的風景美麗。我想跟我的中文老師說(shuò)，
我喜歡老師，因為老師可愛。謝謝老師，老師再見。 

（三） 

我是蓉(yóu)，我是泰國人。我喜歡吃(chì)漢堡(bāo)，因為漢堡(bāo)
很好吃。……[教師提示:我會]我好會……好會……騎(kí)摩托車，還是打[教

師 提 示 : 網 球 ]網球。我想去臺灣 (tàiwán)，因為那 (nǎ)裡有好吃的

                                              
61 學生的出席率之所以不理想是由於學生家到學校的路途太遙遠。有的通勤時間甚至長

達一至二個小時。大部分學生是共騎摩托車到校上課的。而只要下大雨，路上便會淹大

水導致交通受阻，學生無法冒險前往學校。課程時間正巧是清邁雨季的尾聲，清晨經常

下起傾盆大雨。只要當天下雨，學生數量就會銳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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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àqiáng[?]，有美麗風景。[教師提示:我想]我想[教師提示:跟我的]跟我的[教師提示:中文老師]

中文老師[教師提示:說]說，謝謝老師，你教(jiào)我中文。 

  從三位學生的語句來看，學生使用的是簡單的句型，像「我喜歡…，我

會…」，連接詞只使用「因為…所以…、而且」數量不多且重複率高。學生

對語音掌握的表現不一，有的學生掌握能力較好，有的學生一緊張就忘了如

何發音。不過大致上都能理解學生的語言。學習者經過兩週課程以後，從不

會說到能開口說出簡短篇章，著重於聽、說能力的教學成效於此得到驗證。 

  而另一呈現學習成效之處及為清邁職業學校王副校長的消息，他帶了幾

個學生參加漢語水平考試，有幾位學生通過了一級考試。根據副校長，這是

第一次該校有學生通過漢語水平考試。這個好消息讓團隊十分振奮。可見，

這次舉辦的短期密集課程有具體成效。 

二、 學習者課程評鑑問卷 

  於課程結束後，為了使教材與課程能更符合學習者的期待，筆者根據前

人文獻（Williams，1983；Sheldon，1988；Garinger，2002；Miekley，2005； 

Mukundan, Nimehchisalem & Hajimohammadi，2011）與國內語言中心的課

程評鑑問卷，整合了一份學習者課程評鑑問卷（附件四）。該問卷包含三個

部份，一是針對教師態度和教學方式，二是針對教材的心得，三是針對整體

課程的配置。 

  問卷中有兩種題型，一種採用五分量表，另一是開放式回答。五分量表

計分方式為1到5分，1是「非常不同意」，2是「不同意」、3是「還好」、4

是「同意」、5是「非常同意」。 

  本次問卷共發放32份，回收問卷之有效問卷共32份。 

  表五-3是問卷前20題，針對教師和教師使用的教學法的回饋。1-19題是

為五分量表題，第20題為開放式回答。從問卷回收結果來看，學生對教學者

和其採用的教學方法感到滿意。只有一題均分低於4分，就是第六題「我的

老師的教學速度符合我的能力」。筆者可以理解學習者認為教師的教學速度

稍快的原因，因本課程為短期、密集課程，課程進度得維持，學習者沒有那

麼多時間可以吸收消化。學習者認為課程進度稍快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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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3 學習者評鑑問卷：教師（教學法） 

問卷題目 均分 

1. 我的老師按時上、下課。 4.69 

2. 我的老師上課準備充分，教學認真。 4.78 

3. 老師的教學方法具備多樣性。 4.69 

4. 老師的教學方法幫助我有效學習。 4.41 

5. 我的老師的教法符合我的學習需求。 4.28 

6. 我的老師的教學速度符合我的能力。 3.94 

7. 我的老師能善用教學資訊設備，如 PPT 等。 4.56 

8. 我的老師給我的作業對我的學習有幫助。 4.38 

9. 我的老師能啟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4.34 

10. 我的老師上課生動有趣。 4.75 

11. 我的老師給我們平均參與討論的機會。 4.63 

12. 我的老師鼓勵我們說話及問問題。 4.72 

13. 我的老師重視學生的反應與問題，並有耐心的做適當的溝通。 4.66 

14. 不管學生上課表現怎麼樣，我的老師會公平對待學生。 4.72 

15. 我的老師不會濫用教師權力。 4.56 

16. 我的老師不會歧視或濫用刻板印象。 4.47 

17. 我的老師能理解及尊重不同國籍學生的特性和看法。 4.78 

18. 我的老師具備跨文化溝通能力及技巧。 4.21 

19. 我會跟其他學生推薦我的老師。 4.31 

20. 針對課程或老師的教學，你還有什麼建議：  

  第二十題學生的回饋有： 

 希望課程多一些遊戲。 

 語法解釋詳細一點。 

 課文應包含家庭、辦公室場景對話。 

 老師教得很好，很容易理解，課程很有趣，不會無聊。 

 沒有什麼建議，但是我覺得你的課程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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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回饋分屬不同班級的學習者，或許因為老師教學傾向有所不同而有

「希望課程多一些遊戲」、「語法解釋詳細一點」這樣的回饋。但是，也或

許可以將此解讀成泰國學習者學習時偏好用輕鬆的方式學習62，部份學習者

仍舊依賴母語解釋和講課的上課方式63。而「課文應包含家庭、辦公室場景

對話」應挪到教材建議去。 

  表五-4為問卷第21題到30題，是針對教材《中文泰簡單》的使用回饋。

21-29題是為五分量表題，第30題為開放式回答。問卷結果每題均分都在4

分以上。最低分為第24題「語法條列地很清楚」，均分為4.16分。這個情況

或能回應泰國學習者依賴母語解釋語法，還不能完全習慣用目的語來學習的

模式。未來若有機會再編寫針對泰國學習者的教材，這一點值得編者多加思

量，如何在教材走向與學習者學習特性間取得一個平衡。而這個部份得分最

高分者為「這本教材能有效的幫助我學習」，可知《中文泰簡單》發揮了作

用，得到學習者們一致的認同。 

表 五-4 學習者評鑑問卷：教材 

問卷題目 均分 

21. 課文內容很有趣。 4.44 

22. 課文內容跟得上時代，不老套。 4.53 

23. 生詞的數量剛剛好。 4.47 

24. 語法條列地很清楚。 4.16 

25. 每課的學習份量剛好。 4.35 

26. 練習題的題型多元。 4.59 

27. 這本教材能有效地幫助我學習。 4.63 

28. 我喜歡用這本教材上課。 4.47 

29. 我願意推薦這本教材給其他人。 4.35 

30. 針對教材，你還有什麼建議：  

  第三十題學生的回饋有： 

                                              
62 與陳玲（2010）、林明明（2011）的訪談觀察相呼應。 
63 呼應林明明（2011）、Li（2011）指出的學習者大多注重「語言知識」，不夠重視「語

言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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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彩色的課本。 

 還想再上此類課程。 

 老師教得很好、教材很有趣，每一課都是必要的，是日常生活所用的。 

 很好。 

 教材容易理解、可以應用於日常生活中，謝謝。 

 教材內容多為日常生活能用上的，讓我可以跟外國人溝通。 

 可以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想要學與買賣有關的。 

  《中文泰簡單》編寫時雖然是全彩的，不過礙於經費，泰方只能提供黑

白的影印本給學習者，因此學習者反應「想要彩色的課本」。彩色課本確實

能更吸引學習者，並能引發更多學習興趣。一些學習者已經發現這本教材的

目標就是要讓學習者能在（泰國當地的）日常生活中使用中文，不必等到去

了目的語區才能使用。尤其是「讓我可以跟外國人溝通」正是編寫課文時場

景設定在泰國的原因。不過，也因為課文場景的背景在泰國，因此未收錄「買

賣」話題。筆者原以為在泰國學習者不需要用中文進行買賣，沒想到收到學

習者的私下反饋是「想跟來店裡消費的中國客人聊天」。學習者雖然不去目

的語區，但因前往泰國旅遊的臺灣人及中國人漸多，在當地使用中文進行買

賣已很普遍，因此學習需求也就提高了。未來編寫教材時可將此點納入考慮

之中。 

  最後是表五-5，問卷第31題到40題，針對兩週短期密集課程整體安排的

回饋。31-39題是為五分量表題，第40題為開放式回答。問卷結果均分都在4

分以上。有趣的是自修課的本意是讓學習者在校時間能自我學習，不過「教

師在自修時段協助我學習」的均分竟高於「我充分利用自修時段自我學習」。

雖然課程安排自修時間的用意是好的，不過一時也很難改變泰國學習者的學

習習慣（被動學習）。學生願意花時間做功課，特別是當老師忙著和其他學

生做練習而不能盯哨時，其學習的態度已經表現出來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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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5 學習者評鑑問卷：課程 

問卷題目 均分 

31. 課程整體安排完善。 4.28 

32. 課程訓練紮實。 4.44 

33. 語言課課程進度適中。 4.47 

34. 語言課做充分的練習。 4.41 

35. 教師在自修時段協助我學習。 4.56 

36. 我充分利用自修時段自我學習。 4.25 

37. 文化課程充實、有趣。 4.47 

38. 文化課讓我更認識中華文化。 4.38 

39. 我願意推薦本課程給其他人。 4.25 

40. 針對課程，你還有什麼建議：  

  第四十題學生的回饋有： 

 希望有更多文化課。 

 有收穫，知道更多生詞。 

  課程中安排的文化課很受學生喜愛，因此學生「希望有更多文化課」。

而在課程結束以後，受課教師也收到學生「希望到臺灣旅行」的回饋。可見

整體課程讓學習者認識了中華文化，並引發他們對中文的興趣，以至於學生

希望未來能前往臺灣旅遊、學習。 

  整體來說，評鑑問卷的結果顯示，參與本短期課程的教師皆適任，團隊

採用的教學方式受到學生歡迎，教材能幫助學生學習，學生能接受課程各個

課型的配置。教材能調整的方向有語法單元多一點泰文註釋，及課文主題涵

蓋買賣與家庭生活。 

三、 教學者心得回饋 

  除了學習者以外，教學者也是教材的第一線使用者、課程的直接影響

者。因此課程結束後，收集教學者的建議與回饋是必要的。「2017清邁短期

密集華語課程」加上筆者共有四位教師，四位皆是本校華語系研究所學生，

四位於課程期間各自負責一個班級（分班狀況見表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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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結束後，筆者訪談三位教師以下兩個問題： 

1. 課程結束後，您對課程的整體架構有何看法與建議？ 

2. 課程結束後，您對教材的內容、編排等有何看法與建議？ 

  關於課程的建議是：(1)增加發音課。短期課程無法耗費太多時間於糾

正學習者發音之上，因此學習者發音經常出現偏誤。雖然發音偏誤並非短時

間可以矯正的，不過課程編排時或能安插半小時的發音課（在自修課時，把

學生分為兩組，一組自修，一組上發音課），以加強並鞏固學習者的語音；

(2)要求預習。短期課程相當緊湊，若學生不熟悉教材內容（課文、生詞）

上課時很難跟上老師的節奏。適當地給予一些預習作業，像閱讀課文、查生

詞，會讓課程進展地更順利。老師們也提到本課程架構很完整，安排是由淺

入深的，課程內容亦十分充實。「自修時間」的配置很有效，提供教師和學

生一對一檢驗發音與作業的機會。 

  短期課程為了有效率地提升學習者溝通的能力而經常忽略語音問題。不

過，正確的語音可以為學習者建立自信，確實不可偏廢。如何在有限的時間

內安插語音課程，的確值得審慎考量，而教師提出的解決方案也值得一試，

因為在不增加總學時的情況下，利用自修時間分組上課不失為一個好辦法。

第二點建議是要求學習者預習。大多數短期密集課程是要求學習者預習的。

如同第二章文獻回顧所言，而由於泰國學習者的學習態度較被動，為了不讓

學習者退卻，這次課程未安排預習功課。下次課程可以採用漸進式的手法，

逐步加入預習活動、漢字作業等，以在有限的課程中給學生更多的學習內容。 

  關於教材的建議是：(1)增加專業華語內容。因本課程學習者為職業學

校學生，未來進入職場時或許用得上中文。若能在課程中增加專業華語內

容，比如服務生與客人的對話（餐飲業），將語言與學生未來所需的技能結

合在一起，或許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對學生也會有很大的幫助。(2)增加文

化介紹單元。本教材側重語言，少涉及文化。雖然很難用目的語向初學者介

紹目的語文化，但若與學習者母語相互配合，也許會增加學生閱讀此教材的

動機，教材也能成為課外讀物的一種。教師認為，「三課為一單位」的編排

方式很好，因為每個單位的第三課是短文，且為前兩課的課文對話做了個統

整。課文每一課皆環環相扣，還融入了現代社群媒體的應用（打字練習）。

 



第五章 課程與教材設計 

123 

而使用精美的圖片和加入當地特色風景明顯提高了學生的學習興趣。最後，

教材第七課到第九課提及臺灣風景、美食，課程結束時學生表示想到臺灣旅

行，可見這本教材確實吸引了學生。 

  教師提出的建議正是這本教材的短處。一是，未能提供專業中文的內

容；二是，缺乏中華文化的介紹。一本教材雖然難以面面俱全，但那些無法

兼顧的項目正好為下次改善提供了方向。何況，對照學習者回饋來看，部分

學習者也希望能學到辦公室用語、買賣中文，可知專業中文教材有其需求。

而教師的回饋中提到「三課為一單位」、融入社群媒體、有當地特色、臺灣

介紹，這些盡是在編寫時希望能起到吸引學生、貼近時代、傳遞文化作用的

編排。 

  總結以上，未來若前往清邁職業學校開辦中文短期密集課程，可以按照

學習者需求編寫幾課專業華語內容。專業華語與生活華語互相搭配，或更能

延續學習者的興趣，進一步於課程結束後持續學習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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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果與建議 

  本論文乃是為了設計一套適用於泰國學習者的短期密集課程教材，以及

規劃一非目的語區短期課程而進行的研究與教學實驗。第一章說明本文的研

究背景與動機。本文乃依「2017清邁短期密集華語課程」計畫開展而來，因

此說明了計畫緣起、簡述了泰國華語教學歷史沿革和泰國學校使用的教材現

況，並回顧短期課程的現況。第二章參閱相關文獻。本計畫係針對泰國學習

者之短期課程且使用自編教材，故相關文獻之探討分為三部分。第一為零起

點短期課程之模式研究，包含課程元素、特點與困境；第二為短期教材之編

寫，涵蓋教材的模式與特點、主題之選用與現有問題；第三為泰國學習者之

學習特性與學習難點。第三章描述本文之研究方法與架構、資料來源，並介

紹研究場域及研究參與者。第四章為現有非目的語區短期課程和臺灣、中國

地區的短期教材之整理與討論。同時翻閱泰國本土華語教材與針對泰國學習

者之華語教材藉以了解泰國學習者的學習習慣。第五章參考現有短期課程之

模式，並按照泰國學習者之學習習慣調整、規劃出一短期課程之課程表。接

著參照課程表之語言課學時、現有短期教材之特點、泰國學習者之學習特色

編寫一套針對泰國學習者之短期課程教材。經實際執行與教學後，整理學習

者課程成就測驗之成績、問卷調查結果以及授課教師之回饋，以了解整體課

程與教材之優點與缺失。本章總結上述研究結果，首先回應第一章所提之四

個研究問題，其次提出本研究過程之困難與限制，最後按研究與課程執行結

果對未來研究提出一點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果 

  本節旨在回應第一章所提出之四個研究問題，整理結果如下： 

一、 零起點短期語言課程之模式 

  從課程的四大要素──教師、學習者、教學材料、學習環境──來談短期

課程執行的模式。由於短期課程具備進度快、高壓、高強度的幾個特點，因

此所要求的教師特質與學習者特性和一般課程不同。參與短期課程的教師必

須能接受高強度的備課進度並承載高備課量，不僅生理方面要有較好的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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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精力，也要有能調適高壓的心理素質。短期課程一般挑選能力好、動機強

烈的學習者參與課程，學者認為唯有具備這兩個條件的學習者能完成短期密

集課程的考驗。又教學材料的選用應符合課程學時、目標，具有高針對性、

高實用性兩大特色，而且教材不宜過厚，最好於課程結束時完成一冊或將近

一冊教材。為了使課程具備高實用性特色，短期課程以訓練學習者聽、說能

力為重心，教師的教學方式也必須能起到訓練聽、說能力的作用。又因課程

總時數少，必須盡可能增加學習者沉浸於目的語的時間，故可以透過增加學

時、啟用語言實驗室作為課後輔助，或安排以目的語進行的課外活動來達到

這個目標。而為了有最高的學習效果，短期課程的班級人數控制在12人以內

為佳，如此學習者才能得到較多的練習機會。除了控制班級人數，同一班級

的學習者應有一致的目的語水平，始能維持課堂節奏、收到良好學習效果。 

二、 零起點短期教材之特點 

  短期課程的特點體現在內容選材和編排方式之上。內容選材的針對性要

強、實用性要高，還要能貼近時代，並根據學習者需求、課程目標來決定。

編排方式以情景、話題、功能為主線，於會話練習中融入語法結構。詞彙多

以補充的形式出現，避免份量過多給學習者帶來壓力。語音教學則分散於前

幾課之中，學習者一面學習會話一面矯正語音，以避免語音教學佔用過多課

堂時間。若短期教材的目標在於幫助學習者盡快融入目的語區生活，並使學

習者具備使用目的語完成基礎交際的能力，教材普遍涵蓋以下幾個主題：購

物、打招呼、問路、點餐以及介紹自己和朋友。 

三、 非目的語區零起點短期課程之規劃 

  本節第一點所述之短期課程之舉辦地點皆在目的語區，所提之模式也為

應用於目的語區之短期課程。非目的語區短期課程面對的挑戰與難點出現在

於教師素質不一、沒有合適教材、學習者人數不足、缺乏全浸式學習環境，

因此執行模式無法互相比照。非目的語區短期課程大體上分為三類，學分

型、計畫型和個人進修型。前兩類因課程為學習者提供學習動機（可承認之

學分、通過課程可以得到獎學金等），課程多能穩定開設，學習者為了取得

一學習成果也多願意付出心力與時間。而這類課程的規劃必須與提供學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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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的學制或提出課程需求的計畫目標相互配合，不可隨意更動。前者如加

拿大卑詩大學暑期課程，教材、進度皆與學期中的語言課程相同；後者如德

國特里爾大學的短期密集課程，課程必須與獎學金項目提出的一致。第三類

課程面臨的挑戰最大，不過卻也是現在最值得開發的課程。現今有很多對語

言有興趣的學習者，他們不需要學分或是語言測驗證明，純粹想認識中文與

中華文化。而這樣的學習者一般也無法全心投入語言學習之中，只是抽空參

加課程。這類學習者很多，但符合他們需求的課程卻少，因此值得開發。而

這類課程面對的困難是，第一，因為申請者減少，課程執行者篩選學習者的

權力於是失落。接踵而來的是，學習者未必能付諸全心於課程之上。教師與

計畫執行者無法強制要求學員於課後時間進行複習或至語言實驗室自我學

習。為了鼓勵學習者參加並完成課程，現今許多課程以將課程目標從「提升

學習者的目的語能力」移轉至「培養學習者興趣」。課程目標改變以後，課

程份量勢必需要減少。第二，非目的語區缺乏全浸式環境，學員下了課幾乎

不再接觸目的語。學習者的學習等同於語言課結束時中斷了，無法延續。在

引發學習者興趣的前提下，一個策略是縮減語言課時數，改以安排用目的語

進行的文化體驗課、戶外活動來延續學習者的學習。由於「2017清邁短期密

集華語課程」對於學員沒有約束力，因此課程以培養學習者興趣為目標，並

安排文化體驗課程。參與學員對所安排的文化體驗課皆有正面回饋，甚至希

望能增加文化課時數。其他作法可以是借現今科技輔助教學，如安排傳訊息

（給教師或同儕）作業、用電子郵件寄邀請函，以延長學習者的學習時間。 

四、 針對泰國學習者短期教材之編寫 

  泰國學習者學習外語的習慣以聽、讀為重，依賴母語注釋與說明。編寫

教材時應保留些許泰文，泰文比重可以逐冊減低，給予學習者一段時間適應

新的學習方式。練習題可以沿用泰國學習者慣有的題型，如翻譯題、回答問

題，再加上著重交際的會話練習。課文場景設定與詞彙應增加泰國本土風情

的比重，選用學習者熟悉的話題不但能使學習者更快理解，也能吸引學習者

的興趣。目的語地區的文化也不能偏廢，可以藉由文化單元形式介紹目的語

區風情。最重要的是，編寫教材前應了解學習者學習目的語時的難點，或學

習者母語與目的語之相異之處。如此便可針對學習者難點多加著墨說明、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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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練習。 

第二節 研究限制 

在進行本研究的過程，筆者遭遇的困難與限制茲說明如下： 

1.  短期課程的參照數量不足 

  筆者參照的現有非目的語區短期課程的開辦地點多位於英語地區，未能

涉及非英語地區之短期課程實為本研究之遺憾。而英語地區應有更多短期課

程，但這些資訊未必能於網上蒐集而來。又筆者所知之短期課程與「2017

清邁短期密集華語課程」之性質多有不同，因此於課程前未能全面了解籌辦

方式。 

2.  課前對目標學習者的了解不足 

  筆者未有於泰國任教的經驗，接觸過的泰國學習者數量亦不多，加上以

中文撰寫的描寫泰國學習者學習態度、學習難點的文獻不足。故筆者在教學

前未能深入了解研究對象。所幸本計畫得到在臺留學之泰國學生、清邁職業

學校華語教師的多方協助，得以順利完成。 

第三節 未來教學與研究方向 

  在了解本研究之過程與限制以後，筆者嘗試提出未來教學與研究發展的

方向： 

1.  合編教材 

  為了克服對目標學習者了解不足的問題，臺灣與泰國學校應聯手編寫教

材，且要有更密切的合作關係。臺灣編者負責教材架構、語言的正確性，泰

國老師提供學習者的學習習慣與難點，並協助將泰國風俗、文化、觀念等融

入教材之中。 

2.  擴大了解學習需求 

  為使教材能永續於泰國學校使用，除了生活化的課程內容以外，可以了

解學習者是否有特殊學習目標與需求。若能針對學習者需求設計教材，或更

能提高泰國學習者的接受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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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持續舉辦短期課程 

  課程只運行一次是無法確知課程安排是否有疏失的。應按著每次經驗調

整，不斷修正、嘗試，才能將經驗複製、擴展至其他學校與地區。 

4.  編寫全套（專業）短期教材 

  本文所研究的課程與教材只針對零起點學習者，為擴及初高級以上之課

程規劃與教材編寫。為使學習者能有更完整的學習經驗，編寫中級以上教材

是必須著手進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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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非目的語區華語短期密集課

程教師問卷 

現有非母語環境初級華語短期密集課程調查 

本問卷主要調查非母語環境之(初級)華語短期密集課程，作為以下課程

「針對泰國技職學校初級華語短期密集課程」參照之用。 
本問卷僅供學術之用，不做他途。再次感謝您的協助。 

敬祝 平安順心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暨研究所 
指導教授 杜昭玫 教授 
碩士生 邱晏寰 敬上      

第一部分：背景資料 
1. 姓名：       

2. 工作單位：       

3. 職稱：       

第二部分：問卷內容 
以下關於非母語環境之(初級)華語短期密集課程 
1. 請問該課程之名稱為何？ 

 
2. 請問該課程之學習者背景為何？ 

 
3. 請問該課程之目標為何？ 

 
4. 請問該課程之長度？每周幾次？每次幾小時？ 

 
5. 請問該課程所使用之教材為何？ 

 
6. 請問該課程使用何種方式評量學生的學習成就？  

 
以下關於非母語環境之(初級)華語短期密集課程之教學法 
7. 請問該課程是否使用特定教學法？是的話，為何？ 

 
 

8. 呈上題，使用該教學法之優勢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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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您是否有建議使用之教學方式？ 

 
 

以下關於執行該課程之感想 
10. 您認為該課程最能提升學生哪方面的能力？ 

 
 

11. 您認為該類型課程的教學難度如何？為什麼？ 

 
 

12. 您認為該類型課程之優勢為何？ 

 
 

13. 您認為該類型課程是否有不足之處？是的話，為何？ 

 
 

14. 呈上題，若有不足之處，您認為可以如何改善？ 

 
 
 
（問卷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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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泰国清迈 2017 密集中文课程 

成就测验 
《学中文泰简单》第一课～第九课 

一、 听力测验 30% 

选出合适的回答(1~8 每题 2 分) 

____ 1. (A) 我是学生。 

(B) 我是王文中。 

(C) 我是泰国人。 

____ 5. (A) 我们六点去。 

(B) 我要去买东西。 

(C) 我跟朋友一起去。 

____ 2. (A) 泰国菜有一点儿辣。 

(B) 木瓜色拉非常好吃！ 

(C) 我喜欢吃酸辣虾汤。 

____ 6. (A) 我没吃过蛋饼。 

(B) 蛋饼非常好吃。 

(C) 蛋饼好不好吃？ 

____ 3. (A) 你的中文很好。 

(B) 我也会说泰文。 

(C) 我会说一点ㄦ中文。 

____ 7. (A) 我不在家。 

(B) 我在学校。 

(C) 我家在清迈。 

____ 4. (A) 我有台湾朋友。 

(B) 我没去过台湾。 

(C) 我喜欢台湾菜。 

____ 8. (A) 台湾太热闹了。 

(B) 台湾有 101 大楼。 

(C) 台湾是一个小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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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理解(9~13 每题 2 分) 

____ 9. (A)  (B)  (C)  

____ 10. (A)   (B)   (C)  

____ 11. (A)   (B)   (C)  

____ 12. (A)    (B)    (C)   

____ 13. (A) 0987539268 (B) 0987536286 (C) 0987953628 

段落理解(14~15 每题 2 分) 

____ 14. (A)  (B)  (C)  

____ 15.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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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纸笔测验 60% 

词汇 (1~20 每题 1 分。11~20 题写汉字，每个词只能用一次) 

xīngqí lǚxíng xǐhuān kěyǐ rènào péngyǒu dàodì míngzi měilì zhīdào

 

 
名字 喜欢 朋友 可以 知道 

pīnyīn 1. (      ) 2. (      ) 3. (      ) 4. (      ) 5. (      ) 

 星期 热闹 美丽 地道 旅行 

pīnyīn 6. (      ) 7. (      ) 8. (      ) 9. (      ) 10. (     ) 

11. 你＿＿＿＿给我电话号码吗？Nǐ__ gěi wǒ diànhuà hàomǎ ma? 

12. 我想去台湾＿＿＿＿。Wǒ xiǎng qù Táiwān __ . 

13. 今天是＿＿＿＿一。Jīntiān shì __ yī. 

14. 你叫什么＿＿＿＿？Nǐ jiào shénme __ . 

15. 我＿＿＿，泰国在台湾西南边。Wǒ__, Tàiguó zài Táiwān xīnán biān. 

16. 我很＿＿＿＿吃泰国菜。Wǒ hěn __ chī Tàiguó cài. 

17. 这里的风景很＿＿＿＿。Zhèlǐde fēnjǐng hěn __ . 

18. Qīngmài 有＿＿＿＿的小吃。Qīngmài yǒu __de xiǎochī. 

19. 那里有＿＿＿＿的百货公司。Nàlǐ yǒu __de bǎihuò gōngsī. 

20. 我有一个泰国＿＿＿＿，他是松材。Wǒ yǒu yíge Tàiguó __, Tā shì Sōngcá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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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练习 (21~25 每题 2 分)  

21. A: ____________________？(哪里 nǎlǐ) 

B: 我要去百货公司。Wǒ yào qù bǎihuò gōngsī.  

22. A: ____________________？(什么时候 shénme shíhòu) 

B: 我们晚上 6 点去。Wǒmen wǎnshàng 6 diǎn qù. 

23. A: ____________________？(几 jǐ) 

B: 我有两件衣服。Wǒ yǒu liǎngjiàn yīfú.  

24. A: ____________________？(什么 shénme) 

B: 我要吃 hànbǎo。Wǒ yào chī hànbǎo. 

25. A: ____________________？(哪里 nǎlǐ) 

B: 我家在泰国北部。Wǒjiā zài Tàiguó běibù. 

回答问题 (26-30 每题 2 分) 

26. A: 你是哪国人？Nǐ shì něiguó rén.  

B: ____________________。 

27. A: 你觉得泰国菜辣不辣？Nǐ juéde Tàiguó cài làbúlà?  

B: ____________________。 

28. A: 你会不会说中文？Nǐ huì bú huì shuō Zhōngwén?  

B: ____________________。 

29. A: 你昨天几点回家？Nǐ zuótiān jǐdiǎn huíjiā?  

B: ____________________。 

30. A: 你去过台湾吗？Nǐ qùguò Táiwān ma? 

B: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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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连看 (31-36 每题 2 分) 

31. A:什么泰国菜非常好吃？ ‧ ‧B:没问题。 

32. A:你想去哪里旅行？ ‧ ‧B:木瓜沙拉非常好吃。 

33. A:百货公司热不热闹？ ‧ ‧B:百货公司非常热闹。 

34. A:你今天要做什么？ ‧ ‧B:我想去台湾旅行。 

35. A:你可以给我电话号码吗？ ‧ ‧B:最大的城市在中部。 

36. A:泰国最大的城市在哪里？ ‧ ‧B:我今天要去买衣服。 

阅读测验 (37-40 每题 2 分) 

 

(东部 dōngbù /西部 xī /南部 nán/北部 běi) 

37. Màngǔ 在泰国哪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8. Wūwèn 在泰国哪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9. 泰国北部有什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0. 泰国南部有什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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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打字 10% （use Line） 

请打字给你的中文老师，跟他说 

(1) 你叫什么名字？我叫…… 

(2) 你家在哪里？我家在…… 

(3) 你的泰国电话号码是什么？我的泰国电话号码是…… 

(4) 你想买什么东西？我想买…… 

(5) 你常常做什么？我常常…… 

(6) 你觉得哪里最好玩？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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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期末發表學習單 

请问： 

1. (1)你叫什么名字？(2)你是哪国人？ 

2. (1)你喜欢吃什么？(2)为什么？ 

3.  你会做什么？ 

4. (1)你想去哪里旅行？(2)为什么？ 

5.  你想跟你的中文老师说什么？ 

 

 

我是____________。我是_________人。 

我喜欢吃______________，因为____________________。 

我会______________，還有______________。 

我想去________旅行，因为____________________，而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想跟我的中文老师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谢谢老师，老师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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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學生課程滿意度調查問卷 
 

班級 ช ัน้เรยีน：A／B／C／D 
 
 
第一部份、教學滿意度調查 

ส่วนทีห่น่ึง แบบประเมนิความพอใจในดา้นการเรยีน 
1=非常不同意 นอ้ยทีส่ดุ、2=不同意 นอ้ย、3=還好 ปานกลาง、4=同意 มาก、5=非常同意 มากทีส่ดุ 

 นอ้ย
ทีส่ดุ นอ้ย 

ปาน
กลาง มาก 

มากที่
สดุ 

1. 我的老師按時上、下課。 
อาจารยข์องขา้พเจา้เขา้และเลกิเรยีนตรงเวลา．．．．．．．．．．．．．． 1 2 3 4 5 

2. 我的老師上課準備充分，教學認真。 
อาจารยข์องขา้พเจา้มกีารเตรยีมการสอนอย่างเต็มทีแ่ละสอนอย่างจรงิจงั．．．．． 1 2 3 4 5 

3. 老師的教學方法具備多樣性。 
อาจารยข์องขา้พเจา้จดัเตรยีมวธีกีารสอนหลายรปูแบบเพือ่ชว่ยนักเรยีนในการฝึกทกัษะ 1 2 3 4 5 

4. 老師的教學方法幫助我有效學習。 
วธิกีารสอนของอาจารยช์ว่ยใหข้า้พเจา้สามารถเรยีนรูไ้ดอ้ย่างมปีระสทิธภิาพ．．．

． 1 2 3 4 5 
5. 我的老師的教法符合我的學習需求。 

อาจารยข์องขา้พเจา้ใชก้ารสอนทีส่อดคลอ้งกบัความตอ้งการของขา้พเจา้．．．． 1 2 3 4 5 
6. 我的老師的教學速度符合我的能力。 

อาจารยข์องขา้พเจา้ใชค้วามเรว็ในการสอนทีส่อดคลอ้งกบั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ของขา้พเจา้ 1 2 3 4 5 
7. 我的老師能善用教學資訊設備，如 PPT 等。 

อาจารยข์องขา้พเจา้มคีวามคลอ่งแคลว่ในการใชอ้ปุกรณช์ว่ยในดา้นการสอน เชน่ โปร
แกรม Power Pointเป็นตน้．．．．．．．．．．．．．．．． 1 2 3 4 5 

8. 我的老師給我的作業對我的學習有幫助。 
อาจารยข์องขา้พเจา้สัง่การบา้นทีม่ปีระสทิธภิาพตอ่การเรยีนของขา้พเจา้．．．．． 1 2 3 4 5 

9. 我的老師能啟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อาจารยข์องขา้พเจา้สามารถแนะแนวใหนั้กเรยีนมคีวามสนใจ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 1 2 3 4 5 

10. 我的老師上課生動有趣。 
เวลาอยู่ในช ัน้เรยีนอาจารยข์องขา้พเจา้สอนหนังสอือยา่งมชีวีติชวีา น่าสนใจ．．． 1 2 3 4 5 

11. 我的老師給我們平均參與討論的機會。 
อาจารยข์องขา้พเจา้ใหโ้อกาสนักเรยีนในการอภปิรายอย่างทัว่ถงึ．．．．．．．． 1 2 3 4 5 

12. 我的老師鼓勵我們說話及問問題。 
อาจารยข์องขา้พเจา้สง่เสรมิใหนั้กเรยีนพูดคยุและซกัถามปัญหา．．．．．．．． 1 2 3 4 5 

13. 我的老師重視學生的反應與問題，並有耐心的做適當的溝通。 
อาจารยข์องขา้พเจา้ใหค้วามสาํคญัตอ่ปฏกิริยิาและปัญหาของนักเรยีนอกีทัง้ยงัมกีารสื่
อสารทีเ่หมาะสม．．．．．．．．．．．．．．．．．．．．．．．． 1 2 3 4 5 

14. 不管學生上課表現怎麼樣，我的老師會公平對待學生。 
ไม่วา่นักเรยีนในช ัน้เรยีนจะแสดงออกอยา่งไร อาจารยข์องขา้พเจา้ก็ปฏบิตักิบันักเรยีนทุ
กคนอย่างเสมอภาค．．．．．．．．．．．．．．．．．．．．．．． 1 2 3 4 5 

15. 我的老師不會濫用教師權力。 
อาจารยข์องขา้พเจา้ไม่ใชส้ทิธขิองความเป็นครผููส้อนจนเกนิไป．．．．．．．． 1 2 3 4 5 

16. 我的老師不會歧視或濫用刻板印象。 
ครขูองฉันจะไม่เลอืกปฏบิตักิบัหรอืใชก้ฎตายตวัจนเกนิไป．．．．．．．．．．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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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我的老師能理解及尊重不同國籍學生的特性和看法。 
อาจารยข์องขา้พเจา้ใหค้วามเคารพตอ่ความคดิเห็นและการแสดงออกของนักเรยีนทกุสั
ญชาต．ิ．．．．．．．．．．．．．．．．．．．．．．．．．．． 1 2 3 4 5 

18. 我的老師具備跨文化溝通能力及技巧。 
อาจารยข์องขา้พเจา้ม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และทกัษะในการสือ่สารขา้มวฒันธรรม．．．． 1 2 3 4 5 

19. 我會跟其他學生推薦我的老師。 
ขา้พเจา้จะแนะนําอาจารยข์องขา้พเจา้แกนั่กเรยีนคนอืน่．．．．．．．．．．． 1 2 3 4 5 

20. 針對課程或老師的教學，你還有什麼建議（請說明原因）： 
ในดา้นหลกัสตูรหรอืการสอนของครผููส้อนท่านมขีอ้เสนอแนะใดบา้ง (โปรดระบ)ุ: 
 
 

 
 

第二部份、教材滿意度調查 
1=非常不同意 นอ้ยทีส่ดุ、2=不同意 นอ้ย、3=還好 ปานกลาง、4=同意 มาก、5=非常同意 มากทีส่ดุ 

 นอ้ย
ทีส่ดุ นอ้ย 

ปาน
กลาง มาก 

มากที่
สดุ 

21. 課文內容很有趣。 
เนือ้หาในบทเรยีนน่าสนใจ 
 1 2 3 4 5 
22. 課文內容跟得上時代，不老套。 
เนือ้หาในบทเรยีนทนัสมยั ไม่ลา้หลงั 
 1 2 3 4 5 
23. 生詞的數量剛剛好。 
คาํศพัทใ์หม่ๆ ปรมิาณพอด ีไม่มากเกนิไป 
 1 2 3 4 5 
24. 語法條列地很清楚。 
สว่นของไวยากรณม์คีวามชดัเจน 
 1 2 3 4 5 
25. 每課的學習份量剛好。 
สว่นของการทบทวนกาํลงัพอด ีไม่มากเกนิไป 
 1 2 3 4 5 
26. 練習題的題型多元。 
แบบฝึกหดัมแีบบคาํถามหลากหลาย 
 1 2 3 4 5 
27. 這本教材能有效地幫助我學習。 
แบบเรยีนเลม่นีส้ามารถชว่ยนักเรยีนในดา้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รู ้
 1 2 3 4 5 
28. 我喜歡用這本教材上課。 
นักเรยีนชอบใชแ้บบเรยีนเลม่นี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 
 1 2 3 4 5 
29. 我願意推薦這本教材給其他人。 
นักเรยีนจะแนะนําแบบเรยีนเลม่นีแ้กผู่อ้ืน่ 
 1 2 3 4 5 
30. 針對教材，你還有什麼建議： 
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อ่แบบเรยีนเลม่นี ้นักเรยีนมขีอ้แนะนําใดบา้ง(โปรดระ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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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課程滿意度調查 
1=非常不同意 นอ้ยทีส่ดุ、2=不同意 นอ้ย、3=還好 ปานกลาง、4=同意 มาก、5=非常同意 มากทีส่ดุ 

 นอ้ย
ทีส่ดุ นอ้ย 

ปาน
กลาง มาก 

มากที่
สดุ 

31. 課程整體安排完善。 
ความสมบรูณข์องหลกัสตูรโดยรวม 
 1 2 3 4 5 
32. 課程訓練紮實。 
ความเขม้ขน้ของการฝึกอบรมหลกัสตูร 
 1 2 3 4 5 
33. 語言課課程進度適中。 
       ความพอเหมาะในดา้นเวลาและความกา้วหนา้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ของวชิาภาษาจนี 
 1 2 3 4 5 
34. 語言課做充分的練習。 
การทบทวนบทเรยีนในดา้นวชิาภาษาจนี 
 1 2 3 4 5 
35. 教師在自修時段協助我學習。 
ครผููส้อนกบัช ัว่โมงทบทวนเพือ่ชว่ยเหลอืนักเรยีนในดา้นการเรยีน 
 1 2 3 4 5 
36. 我充分利用自修時段自我學習。 
นักเรยีนกบัการใชเ้วลาในช ัว่โมงทบทวน 
 1 2 3 4 5 
37. 文化課程充實、有趣。 
หลกัสตูรวชิาวฒันธรรมน่าสนใจ 
 1 2 3 4 5 
38. 文化課讓我更認識中華文化。 
หลกัสตูรวฒันธรรมทําใหนั้กเรยีนรูจ้กัวฒันธรรมจนีมากขึน้ 
 1 2 3 4 5 
39. 我願意推薦本課程給其他人。 
นักเรยีนจะแนะนําหลกัสตูรนีแ้กผู่อ้ืน่ 
 1 2 3 4 5 
40. 針對課程，你還有什麼建議（請說明原因）： 

ในดา้นหลกัสตูร นักเรยีนมขีอ้เสนอแนะใดบา้ง (โปรดระ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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