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碩士論文 
 
 
 
 
 
 
 
 

僑務委員會華語文教材 

之文化導入研究 
 
 
 
 
 
 
 
 
 
 
 

指導教授：葉德明教授 

研 究 生：郭淑芳  撰 

中華民國 九十九年一月

 1





中文摘要 

 

關鍵詞：華語文教學、文化教學

 

有效地學習華語文並且正確地運用在不同的情境，真正達到溝通的目

的，是所有華語文學習者以及教學者共同的目標。在華語文教學的領域中，

不論是課程的設計、教材的編寫、課室的經營、教學與評估等各環節都影

響著教學的效果，而好的教學方法若能搭配適當的、豐富多元的教材，相

信更能達事半功倍之效果。 

從僑務委員會的僑教發展方針與策略觀之，該會教材中從過去傳統中

華文化的灌輸，到今天因應政治、社會環境的變遷，強化台灣多元主體文

化的演變，都顯示著「文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相當重要，然而，「文化」

定義如此廣泛難以精確闡述，那麼「文化」的概念如何巧妙地置於華語文

教學之中？如何輔助華語文教學？又如何協助學習者掌握母語之外的第二

語言？本文即欲探討僑務委員會已出版之平面教材及網路教材，歸納分析

現有教材當中有關文化點導入華語文教學的現況與不足之處，並輔以問卷

調查的需求統計分析，期能進一步提出具體建議，有利於未來文化題材方

面之華語文教材規劃與開發。 

本文共分為六章，第一章說明研究動機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範圍以

及名詞釋義；第二章為文獻探討，蒐集彙整文化教學相關研究，歸納文化

導入華語教學之要素與方法；第三章為文化教學現況調查，以問卷統計方

式調查目前華語文教師文化教學現況及需求；第四章針對僑委會所出版之

教材進行文化觀點探討，得知僑委會教材文化導入現況；第五章依據前述

研究針對文化導入華語文教材的編寫與開發提出建議；第六章總結研究結

論，並說明研究限制與未來研究發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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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Culture Teaching

It is the objective for all the Chinese learners and educators to learn the 
Chinese language effectively and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in daily life. In the 
field of language teaching, just like the topic of course design, prepar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classroom management,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all above 
affect teaching effectiveness. I believe it could lead to better result by using 
proper teaching methods accompany with proper teaching materials,. 

From the view of development policy and strategy,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Commission (OCAC) educational materials have changed fro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past, become to response to polit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today, strengthen the evolution of the main body of 
the multi-culture in Taiwan. It shows that the word "culture"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oday. However,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 is so difficulty to 
define, how can we put the concept of culture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lso how to help learners to predominate second language other than their 
native language?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published materials by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Commission. By inducting and analyzing the current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condition and shortcomings about adopting the cultural 
concept in the existing teaching materials, also supplemented by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Finally giving advanced suggestions to assist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This thesis divided into six chapters. First chapter is the introduction on 
motivation of this research, the scope of research infrastructure, and terms 
definitions; Second chapter is literature review, collect the related research of 
Chinese cultural teaching, and summarized the key elements about the methods 
to assist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Third chapter introduce the research 
methods, utilize the statistical questionnaire survey about current condi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education, and exploring the cultural point of view about the 
materials that published by the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Commission; Fourth 
chapter investigates the current teaching materials from published by OCAC 
from the view point of culture; Fifth chapter gives the suggestion to edit and 
develop the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base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 Sixth 
chapter is the conclusions, describing research limitations and suggest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pos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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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 

隨著中國經濟市場的開放，中文的重要性愈趨明顯，在廣大商機的驅

使下，世界各國基於政治、經濟等因素，紛紛投入了對中文的學習與關注，

因而帶動了一股中文學習的熱潮，這股中文學習熱潮，最具影響力的，莫

過於 2003 年底美國大學理事會宣布增設中文AP（Advanced Placement，在

中學選修的大學預修課程）課程與中文AP考試項目，誠如 2006 年 5 月美國

亞洲協會（Asia Society）負責教育專案的副總裁薇薇安．斯圖爾特（Vivien 

Stewart）在接受《華盛頓週刊》的訪問時所言：「中文熱表明中文作為一

種世界語言和商業語言的重要性正在增加，不僅在美國，在亞洲和歐洲都

有中文熱」。中國的崛起對世界權力版圖的重新洗牌，也讓中文在 2005 年

時被列為美國的戰略語言之一。1

根據美國外語教學協會(American Council for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的報告，在 2000 年時，美國只有約五千所公立學校有

中文課程，由於中文熱的興起，現在有中文課程的學校已成長到三萬到五

萬所之多，因此相關的師資、教材內容及教學方法等等議題備受矚目，其

主因在於語言的目的是為了達到有效的溝通，而有效的溝通最終仍需在相

對應的文化背景與真實語境中得以應用，我們可從 AP 中文課程所揭櫫的三

大模式及 5C 原則，充分反映出文化在語言學習過程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在全球中文熱議題不斷的發展趨勢下，國際上對華語文教學需求日

增，長期以來，以海外僑胞為工作重點的僑務委員會，也逐漸受到關注，

主因在於該會為台灣推廣海外僑民教育之主要政府機關，扮演著我國華語

                                                 
1美國總統布希在 2006 年宣佈了「戰略語言計劃」，把中文、阿拉伯文、韓文、印度文和俄文列為

美國的戰略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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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材、師資輸出的關鍵角色，從歷史文件觀之，僑教推展的最高方針是

在求海外華僑之生存與互助，進而求國家民族的生存與進步，以達世界大

同之理想；華僑文教工作的重要任務，則是要發揚中華民族精神，同時培

養華僑社會之新生力量，以為百年樹人的遠圖。根據該會於民國七十年所

頒布的「加強現階段海外華僑教育方案」2中所闡述，老一輩的華僑因身受

中華傳統文化薰陶，其生活方式與祖國同胞並無二致，但華人第二代甚或

第三代子弟，對中華文化的傳統關係恐日漸淡薄，甚至不認識華文，不會

講華語，因此必須向海外灌輸中華文化教育，以維繫華僑與祖國的文化關

係，希望他們能繼續保持中華文化的優良傳統，並協助僑居地社會文化的

進步，從上述說明，或可歸結早期發展僑教工作的核心價值在於： 

（一）思想層面：加強對海外僑胞之聯繫，爭取向心，強化民族意識

與信念。 

（二）文化層面：繼承祖國之優良文化傳統，維繫僑胞與祖國的文化

關係，復興並發揚中華文化。 

我們可以說早期僑民教育是根植在政治上的強化認同及歷史、文化的

傳承角度而推展，教育的內涵及型態自然也近似於母語教學，然而，當學

習中文形成一股國際化的潮流，學習對象從華裔轉變成外籍人士，甚至不

諳華語的第二代、第三代華人移民，中文也慢慢的從母語教育轉而以第二

語言教學的面貌出現時，海外華語文教育如何發展，現有教材如何因應第

二語言教學的需求，教材內容的呈現方式甚至教學方法又如何調整，以因

應不同背景的學習者所產生的文化衝擊，並協助學習者跳脫既有語言及自

身文化的干擾，當是現今我們在討論中文熱時，需要加以關注的議題。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2僑務五十年，頁 181。民國六十九年底，遵照  蔣總統經國先生：「不但要爭取這一代僑胞，還

要爭取下一代僑胞」之指示，因應當前僑社環境及需要，訂有「加強現階段海外華僑教育方案」，

報奉行政院核定，自七十年一月份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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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學習華語文並且正確地運用在不同的情境，真正達到溝通的目

的，相信是所有華語文學習者以及教學者共同的目標。在華語文教學的領

域中，不論是課程的設計、教材的編寫、課室的經營、教學與評估等各環

節都影響著教學的效果，而好的教學方法若能有適當的、豐富多元的教材

相搭配，相信更能達事半功倍之效果。 

筆者因工作機緣有機會參與僑務委員會部分海外華語文教材之修編與

開發工作（如五百字說華語影音互動式課程開發、一千字說華語編修、菲

律賓版新編華語課本編修等），在實際接觸及參與華語文教材編修與開發的

過程中，注意到現階段華語文的教學方式已由早期的第一語言習得方式，

演進到第二語言習得，理論上相關教材的編寫及設計方式也必須同步配合

修正，才能符合實際教學需求。然而，由於該會多數華語文教材係早期編

寫而成，內容的設計與思維仍屬第一語言習得，因此在目前觀點的檢視下，

就顯得較無法切合需求。 

「語言是用來進行社會交流的。學習者的感覺、態度、動機等因素會

影響學習者的進步及掌握程度。」（靳洪剛，1997，p137），所謂「第二語

言是相對於母語而言的，第二語言習得通常是指在母語教育的基礎上，學

習和掌握另一種外語。學習外語不僅需要學習語言本身的各種成分及其結

構，而且必須學會如何運用這種語言，懂得在實際的社會交際中，在不同

的情況下，使用不同的語言形式和語體。為了達到這樣的目的，學習者必

須要瞭解目標語背後的社會和文化。」（鄒嘉彥、游汝傑/社會語言學教程，

2007，P365） 

然而，許多語言現象都是根植於各自的民族文化傳統中，如果無法認

識或瞭解第二語言文化背景，很難有效掌握第二語言。「文化」在語言學習

上的重要性，可由美國外語教學協會所訂的外語教學五大準則中窺見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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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溝通（communication）：運用中文溝通。 

2、文化（cultures）：體認多元文化。 

3、連結（connections）：連貫其他學科。 

4、比較（comparisons）：比較語言文化之特性。 

5、社區（communities）：應用於國內與國際多元社區。 

前述五大準則應用在中文 AP 的教材教法上，除了要保留中華語言文

化的特性外，還要導入中華文化習俗，使學生能在不同場合環境，得體地

使用中文以達到溝通交流的目的。 

從僑務委員會的僑教發展方針與策略觀之，該會教材中從過去傳統中

華文化的灌輸，到今天因應政治、社會環境的變遷，強化台灣多元主體文

化的演變，都顯示著「文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相當重要，然而，「文化」

定義如此廣泛難以精確闡述，因此研究者想藉由探討僑務委員會已出版之

平面教材及網路教材，歸納分析該會現有教材當中有關文化點導入華語文

教學的現況與不足之處，並輔以問卷調查的需求統計分析釐清下列幾項問

題，期能進一步提出具體建議，有利於未來文化題材方面之華語文教材規

劃與開發。 

1、「文化」的概念要如何巧妙地置於華語文教學之中？ 

2、「文化」如何輔助華語文教學？ 

3、「文化」如何協助學習者掌握母語之外的第二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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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 

文獻分析法係從前人的研究中蒐集資訊加以進行分析。本文所使用到

的文獻資料有文化教學、教材編寫、線上學習理論等相關研究的專書 、期

刊以及論文等，經閱讀後加以統整及分析，從文化與語言的關係；文化教

學的目的；第二語言中的文化教學定義、重要性、及教學原則方法探討；

到華語文網路教育等作連貫有系統的說明，以利針對僑委會文化題材類華

語文教材之編寫與開發之規劃，提出具體建議與方針。 

二、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是一種發掘事實現況的研究方式，最大的目的是蒐集、累積

某一目標族群的各項科學教育屬性的基本資料。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方

式，以海內外華語文教師或具華語文教學經驗之華語文相關系所學生作為

調查對象，希望了解目前海內外華語文教師對於文化教學的認知、課程中

進行文化教學的現況、所面臨的難處及對於各種文化主題之需求，透過問

卷分析的結果，印證目前教材中文化導入不足及不均的問題，提供日後文

化題材之華語文教材設計與編寫之參考。 

三、內容分析 

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是一種技術，經由分析人類的溝通

內容（包含教科書、報紙、雜誌、小說、食譜等）幫助研究者以間接的方

式研究人類行為。內容分析法最大的優點就是其經濟效益，只要能夠接觸

資料並加以編碼，就可以從事內容分析。本研究所欲探討及分析的目標明

確且具體，即是僑務委員會所出版且目前仍在使用中之教材，包含平面教

材及網路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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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 

人類不斷在演進，文化內涵亦不斷改變，文化教學的活動是一個動態

的過程，因此，在分析目前僑委會現有文化教材的同時，以問卷方式調查

海外華語文教師對現有華語文文化教材之需求與教學情況，將回收之問卷

進行統計分析，並在教材分析及統計資料之基礎上，提出文化題材之華語

文教材編寫建議方針。 

研究範圍：本研究雖以華語文教材之文化導入為出發，然國內各大學

語言中心、相關學會各自開發擁有或市面上、網路上流通之華語教材繁雜，

依筆者一人之力無法全數納入檢視與分析，因此僅以僑委會所出版之教材

為此研究探討範圍。為利於分析，筆者將該會迄今已出版之平面與數位化

教材大致概分為：核心教材、輔助類教材、網路題材三大類，進行分析之

教材以有具體紙本或光碟之教材為主，其餘網站資源視為素材不列入本研

究範圍之中。 

第五節 名詞釋義

一、 華語文 

華語文即台灣目前所謂的「國語」、中國大陸的「漢語」、香港的「普

通話」、新加坡的「華文」。本論文中於第二語言教學方面，都稱做「華語

文」。但無論是「華語文」或是「對外漢語」，這兩者所指涉的對象都是相

同的。 

二、 華語文教學 

華語文教學即是漢語教學、中文教學，亦即以華語作為教學的內容，

舉凡華語語音的認念、語法的分析，以及語用、語意的闡明，都是華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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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範圍。 

三、 文化 

文化，有廣義和狹義兩種含義 。前者包括人類社會物質與精神兩大領

域的一切成果；後者指人類活動的精神成果 ，包括科學技術和各種社會意

識等領域。而本論文所分析的僑委會教材，其內容所涉及的文化層面，偏

重傳統的中華文化，如先聖哲理、社會價值觀、歷史、民俗節慶、飲食、

詩詞藝文等，屬於狹義的文化。 

四、 中華文化 

中國文化、中華文化、華人文化指稱的概念相當。中國的含義，由專

指中原，發展為包括所有郡縣，進而發展為包括所有邊疆；由專指華夏（中

國的古稱，也指漢民族），發展為包括中國各族；由中華大地的通稱，發展

為作為主權獨立國家的專稱。中華是由中國和華夏複合而成，其意義與中

國一詞相當，意思是居於中心而文化優越的民族。論地域主要是指中原一

帶；論民族，一般指漢族；中華又是指文化概念 ，一般是指中原文化。中

華文化指在中華大地上發展起來的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文化，隨著華夏遊子

的遍及天涯，中華文化也在世界各地生根、發芽、滋長，構成一張遍佈全

球的華人文化網絡。中華文化透過社會成員代代相傳；又，文化透過語言

文字、是非判斷、藝術、組織、家庭……等等，展現文化的特質。 

五、 文化教學 

文化可分為表層的物質文化和深層的精神文化，在對外華語教學中應

該先把重點放在表層的物質文化中。而待語言能力提升之後，應在教學中

逐漸導入深層的精神文化。 

六、 母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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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語教學是指使用學生的母語進行的教學（除非是學習外國語文相關

學科），普遍為世界各國所使用。然而，在一些作為或曾經作為殖民地的國

家及地區，由於受到其（前）宗主國的影響，或會不用自己的母語，而使

用（前）宗主國的語言教學。使用母語教學的優點，主要是使學生在沒有

語言障礙之下，以最熟悉的語言學習，能夠盡量明白課程的最多內容，無

須因為外語能力不足而不明白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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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針對僑委會華語文教材中有關文化導入的部分作探討，然

而影響文化導入的變項有很多，包括對象、時間、區域、文化對比等等都

是；再者，文化導入有哪些範疇、主題、以及應該如何導入？這都是筆者

所欲探究之題目。在這一章當中，主要廣納各家理論，從第一節起，探討

文化教學的目標、文化導入的方式，以及第二語言教學中文化教學的定義、

必要性和教學的原則與方法，希望為本研究的教材設計建議尋求定位點。

第二節中，先蒐集一般教材設計與編寫的理論及原則，再進一步探討文化

教材編寫的原則與方法，期能為之後的建議方針勾勒藍圖。第三節中，列

出線上學習與多媒體學習的理論基礎以及優勢，點出教材呈現方式因時間

演變、科技進步之故，應有所改變，擅用科技媒體之便，能更有利於達到

提供豐富多元的文化教材目的。第四節中，整理歸納國內近年華語文教材/

文化教材/文化課程發展相關之研究論文結果，藉以對照目前僑務委員會教

材存在的問題。 

第一節 文化教學

一、文化教學的目標 

文化教學應包含目標語的文化背景，目標語社會成員的日常生活以及

目標語社會或國家各方面相關內容。H. Seelye 提出在文化教學的設計中，

如 何 連 結 文 化 項 目 以 利 達 到 文 化 教 學 目 標 的 幾 個 小 目 標

（ instructionalobjectives）；也就是在連結文化項目時可參考、檢驗的幾個

項目，如下： 

1. 目標一：興趣（interest）：學生對另一種文化表示好奇，並且把對該文

化的好奇心移情至該文化圈中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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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標二：對象（who）：學生了解到角色的預期和其他社會變數，如年

齡、性別、社會階層、宗教、種族、居住地等會影響人們說話與行為方

式。 

3. 目標三：什麼（what）：學生能明白有效的溝通建立在對文化的認知上，

這種認知來自於當他們對周圍的世界進行思考、行動、反應時，在心理

喚起文化上被限制的現象。 

4. 目標四：地點及時間（where and when）：學生認知到情境變化和交談行

為的重要。 

5. 目標五 ：為什麼（why）：學生理解一般人的基本行為模式，是因為他

們為了滿足基本的物理和心理需要以及受社會制約的影響。 

6. 目標六：探索（exploration）：學生能判斷文化內涵的表現，並且具有對

與文化相關的訊息進行組織與區分的能力。 

Seelye 指將一個單一的文化項目置於這六個目標中，首先從引發學習

者的興趣開始，進一步讓學習者聯想相關的標的語文化中真實的人物

（interest），再讓學習者聯想從標的語的人物得到的資訊，繼續分析相關

背景所連結的文化訊息（who and what）。並繼續思考這樣的情形會在什麼

樣的場域中發生（where and when），其背後共通的原因、價值是什麼（why）。

最後即是能從資訊中分析出足夠的證據，以提出對文化的詮釋

（exploration）。而這一連串的文化經驗中已包含了許多相關的文化主

題，深入淺出地進行文化教學；學習者也從漸進式的主體內容中親身的體

會、理解目標語的文化內涵、跨文化的差異。 

在語言教學的大原則下討論文化教學，必須將文化做細微的分類，再

依課程的需求將其置入語言教學的不同位置。另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

哪些主題是彼此相關的，又該如何連結。在進行方法論之前，對於教學的

內容應先確立，選擇主題與主題延伸也是課程設計裡重要的一環。在選擇

課程主題的這項工作中，Stern 也提出一套從社會學與人類學為基礎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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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模式， Stern 的理論將設計的過程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通過社

會學、人類學等社會學科，分析出適合的第二語言社會文化主題；第二個

層次是經由教學的角度，從學習、教學、交際、語言四個方面再分析出適

合作為教學的材料；然後進入第三個層次，設計與教學目標相符的文化教

材與大綱。 

二、語言教學與文化導入 

學習一種外語等於是學習一種文化，這意味著學習外語時不了解其語

言的文化，就是不了解其語言的全貌，致使無法完全掌握其語言。在以往

的外語教學中，由於人們為研究宗教、史籍文化等因素而學習語言，著重

語言的書函形式與精確性，忽略了影響交際的文化因素。結果機械式操練

培養出來的學生，在交際中常常會遇到困難。人們往往對外國人的語言錯

誤有寬容的態度，但對文化上的錯誤卻不允許，嚴重者更產生侮蔑其文化

誤解。因此在語言教學上，文化教學是不可或缺的一環。 

文化的定義與分類各家說法不一，不同學科領域有著不一樣詮釋的角

度，趙賢州（1989）提出「從文化性質出發分為物質文化和精神文化兩類；

有的從文化類屬出發分為習俗文化、建築文化以及宗教文化等（每一類可

細分如習俗文化還可分解為飲食文化、服裝文化、禮儀文化等）；有的從功

能考慮分為知識文化和交際文化。不論如何分法，各有其長處，也總有它

的缺陷，因為文化是一種極其複雜的社會現象，所以類別之間總是不可避

免地存在著交叉。」 

趙賢州（1992）亦曾就文化導入的原則加以闡述，他提出語言教學與

文化相結合，是語言教學實踐性原則的延伸，是功能法的新發展。但不能

低估語言結構傳授的重要性。因此，不能建立以「文化」為中心的教學模

式，這樣容易削弱語言體系的知識和技能的傳授，所以主張應是語言教學

向文化方面傾斜而非轉向，是基於文化在語言交際中的作用而言的，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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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增加語言的信息量，減少跨文化交際中的困難。對此，他另提出文化導

入須遵守的原則有： 

1、階段性：語言教學由淺入深，由簡到繁，循序漸進的。文化導入應

接近學生的語言水平，應與漢語水平等級標準中的「等級」同步進行。所

謂階段性，一是指交際文化3與知識文化4的導入應先後相對有序；二是指

文化應有自己的「等級」體系，也就是說，制定一個由淺入深的「文化等

級大綱」是完全有必要的。 

2、適度性：首先要適應語言教學的需要。在基礎漢語教學階段，交際

文化是主要的。我們不否認，從遠期目標看，認知文化也有助於交際能力

的提高，但主要是對交際同時發生間接的作用。從實際情況考察，基礎漢

語教學階段傳授知識文化，那可能是隔靴搔癢，沒抓到問題的關鍵。交際

文化才是雪中送炭，恰到好處。所以，入門階段就開設「中國文化課」，不

一定符合語言教學及學生的實際需要。即使在中、高階段，知識文化的傳

授也應該是有選擇地進行的。中國五千年的文化，內容十分豐富，不要說

外國人，就是本民族的人，文化的接受量也是有限度的。只有做到了掌握

分寸，才能做到事半功倍。我們不能迴避文化的傳授，也不能超越學生的

接受能力。 

3、規範性：中國地域廣大，民族眾多，歷史悠久，在漫長的發展過程

中，形成很多區域性的文化板塊和模式。文化與語言一樣，也存在一個規

範化的問題。我們要傳授的是中國人共通的文化，而不是地域文化。否則，

從一個側面又造成跨文化交際的困難。地域文化只是為了某種特殊需要，

才是傳授的對象。 

                                                 
3 交際文化：兩種不同文化背景的人進行交際時，由于缺乏對語言(主要是詞語和句子)中蘊涵的文化

背景知識的了解而發生誤會。這種直接影響交際的文化知識就是交際文化。 
4 知識文化：兩種不同文化背景的人進行交際時，不直接影響對語言理解的文化背景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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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科學性：它是文化傳授的生命線，是文化的傳授總體來說，起著統

帥的作用。它既是上述階段性、適度性、規範性的總合，也囊括了系統性、

準確性、針對性等其他內容。科學性還包括文化體系構築和文化導入方法

是否得當。它在文化傳授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直接影響著總體目標的

實現。 

三、第二語言中的文化教學 

據統計，現在全世界對「文化」一詞所下的定義有五百種之多，這說

明了我們無法給「文化」一個完全精確的意義，在此我們不再條列前人對

「文化」的敘述究竟為何。對研究者來說，「文化」結合了精神與物質兩方

面，也就是人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一切事物，因為「文化」一詞，隨著時間

的不同，研究領域的不同有著不一樣的詮釋，因此，文化教學方式亦應隨

著時空不同、學習對象不同而有所改變，才能達到真正有效學習第二語言

的目的。 

（一）文化教學在第二語言學習中的定義 

趙賢州（1992）指出，「語言和文化的結合，是語言教學實踐性原則的

延伸，是功能法的新發展」。然而，語言和文化的結合並不代表將既有的“以

語言為中心”的教學模式，移轉至“以文化為中心”，而是應將文化導入語言

教學，意即在語言教學中，往文化方面傾斜。也就是說，要以文化在語言

交際作用為主，增加語言的信息量，進而減低跨文化交際的困難度，而非

完全以文化為主。 

另外，胡文仲、高一虹（1997）在《外語教學與文化》中定義第二語

言學習中文化教學的內容。書中指出，「從外語教育的視角出發，文化是特

定人群的行為模式，以及支配行為的價值觀念系統。文化的特徵是，它是

社會遺產，其核心是世界觀，其重要成分是語言；它並具有多元性及可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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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性。事實上，由於國際交流的日益頻繁及語言科學的蓬勃發展，近年來

外語教學的趨勢發生了重大變化，即教學目的從單純的語言技能訓練轉為

更廣意義上的文化學習和文化意識的提高，教學內容從對文化的較為狹窄

的理解轉為較為寬泛的理解，教學視角從單向的目的語文化轉為母語文化

和目的語文化的互動等。」 

方虹婷（2006）所做研究的看法為，「文化教學在第二語言學習中的地

位，是隨著學習時間與學習者水平的改變而有所推移的，並不是一成不變

的。通過對專門文化詞語的認識，可以幫助我們更深入地瞭解該文化。是

故文化詞語於第二語言的文化教學中應有其獨特的定位，而對這些文化詞

語我們也應該有所撿擇，要選出重要的教，避免造成學習者的不必要負擔，

失去了教學的重點。再者，文化教學在第二語言教學中應有自己的地位，

要知道語言與文化是相輔相成的，即使是語言課也免不了碰上文化的概

念。特別是在中級程度以上時，應逐漸加重，或增設專門的文化課程。內

容方面應以最常出現的，或最易產生跨文化交際誤解為優先考量，然後才

是基本背景知識，與專門性的文化知識。」 

由上述的論點觀之，可知文化教學與語言教學是相輔相成的，有其獨

特的地位，但並非「以文化為中心」，而且文化教學並非一成不變，必須隨

著學習時間和學習者的程度而有所改變。 

（二）文化在第二語言學習中的必要性 

周思源（1997）「語言層次的高低分別表現語言形式與內容兩方面。達

到一定規模的語言內容最主要和深層的部分是文化。語言形式相對地說是

有限的，而它所負載的內容卻是無限的。從這個意義上來說，對外漢語教

學越是向中高層次發展，語言負載的“文化化＂需要便越突出。」   

H.Douglas Brown（1980）也說「就某種程度而言，第二語言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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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意味著對這種語言文化的學習」、「將文化學習當成只要在語言教學中『乘

坐魔毯』即能達到的必然產物，這其實是個錯誤的觀念」。因為語言不單單

是一種符號系統，它還是一種社會實踐。符號系統談的是發音、用詞，和

結構安排的問題，但這還不夠。要實際運用於外時，就得瞭解在特定環境

中所面臨到的狀況，而此時就得仰賴文化方面的知識補足。 

另外，胡文仲、高一虹（1997）分析，「在外語教育中進行文化教學的

意義在於，外語教學的目的可分為微觀的語言能力、中觀的交際能力和宏

觀的社會文化能力三個層面。社會文化能力由語言能力、語用能力與揚棄

貫通能力所組成，外語教學的目標應是社會文化能力的總體提高。」 

由上述各學者論點觀之，一個人語言能力的高低往往取決於他對語言

本身的結構和對語言背景的文化因素的把握，尤其在語言難度小時，若理

解方面還有問題，則多是由於文化方面的障礙。由此可知，文化教學在第

二語言學習中的必要性。 

四、文化教學的原則與方法 

（一）文化教學的原則 

文化的項目既多又廣，包羅萬象，但課程實行時有一定的時空限制，

不可能將文化整體的概念與細目在短期的課程中完全介紹清楚，因此如何

進行文化教學的原則就顯得特別重要，這個因素左右設計者與教學者對課

程所持的態度，對整體課程的成功與否有關鍵性的影響。Stern(1983：

251-254)提出文化項目的分類之後，也點出了進行文化課程時所應思考的

幾個問題，簡譯如下： 

1. 延續人類學對文化的解釋，文化的概念包含整體人類生活的總和。這樣

的說法也讓文化難以組織分類。因此如何將文化從不同的抽象概念中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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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微清楚地分項，並使之成為可行的教學材料是絕對必要的。 

2. 語言與文化兩者的互動在文獻的描述中總是被輕輕帶過。儘管語言與文

化不可分割這樣的主張是公認的，但語言與文化兩者之間如何相互交融

與表現，卻少有實際研究來佐證。這個問題仍有待社會語言學的研究來

解決。 

3. 現今普遍被教授的外語都是先進工業國家的語言，而以相對角度針對這

些國家所做的社會學與人類學研究比起部落社會來說可說是少之又

少。在文化教學的過程中相對地教師在教授文化時所應具備的文化知

識、文獻、參考資料也明顯不足。而這樣的缺陷造成的結果是，所謂的

文化教學傳達的文化內容僅止於教師本身的經驗、背景與直覺等，而可

能引發的潛在危機是刻板印象與偏見的形成。 

4. 深入探究文化教學的細節工作，還有許多方面目前尚未被釐清，如：文

化的概念與相對應的觀察者觀察文化項目的方式；一個外國文化的觀察

者應抱持的態度；文化如何作為語言學習的誘因；文獻如何作為文化的

導入等。從五０、六０年代開始，已有學者推動以語言教學的角度來觀

察社會文化，並提出相當具建設性的建議。儘管如此，文化教學科學化

的困難度絕不可小覷。 

依據 Stern 所提出的四個考量在文化課程的教學原則上可整合為兩

個大方面，一是客觀考量課程的條件與教學大綱的設計，二是傳遞文化的

態度與角度。第一項課程設計者必須了解課程所承受的期待與限制，以及

所能運用的資源，各項主客觀的條件清楚掌握後，挑選適當的文化項目作

為課程設計的內容。而第二項則是與課程的執行者密切相關，課程執行者

必須了解自身的角色除了扮演語言教師的角色之外，另一個工作是標的語

文化的引入者。然而這兩個角色所持的態度卻是截然不同的，語言教師的

職責在於協助學習者語言能力的提升，必須判斷學習者語言使用的正確與

 16



第二章 文獻探討  

否；而文化的引入者的工作是將標的語的文化傳遞給學習者，對於學習者

如何理解標的語的文化則無須進行批判，而是應保持一個開放討論的態

度。語言教師必須明白文化課程的目標是文化的推廣與介紹，而思想改造

則大可不必。Stern 所指出的思考方向有助於語言教師培養文化教學的態

度與教學觀，也是設計文化教學方式的一個開端。 

劉珣（2000：139-142）也以華語教學的角度提出文化教學的五項原則，

有助於將文化課程設計從抽象的概念中具體落實： 

1. 要為語言教學服務，與語言教學的階段相適應： 

2. 要有針對性； 

3. 要有代表性； 

4. 要有發展變化的觀點； 

5. 要把文化知識轉為交際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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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點所說的是，語言教學不能脫離文化教學而單獨存在，而文化教

學必須為語言教學服務。教學的項目必須符合學習者的語言程度與學習需

求，不能將過度深奧的文化知識置於初級的課程中，文化課程與學習者語

言能力是必須互相搭配的。「針對性」所強調的則是在跨文化交際中學習者

可能會遇到的障礙，教學者應該要提出解釋與說明，此外針對不同國家的

學習者課程中的文化項目也應有所不同。「代表性」所說的是在設定文化項

目時，對於文化中的地域性、特殊性與主流性得有明確的區分，這點對於

學習者處理跨文化交際的問題有絕對的關鍵。「要有發展變化的觀點」所指

的是教學者在傳遞文化訊息時不能有絕對的態度，必須了解文化是隨著時

空而改變，我們現下所討論的種種文化都有可能會因時因地因人而產生變

化。「要把文化知識轉為交際能力」這一項也就是教學的最終目標，必須透

過大量的練習與實踐才能達成。 

外語教學的細節處理上，雖然會因語言與文化本體的不同而有些許的

差異，然而原則性的命題卻是相同的。中外學者對於外語教學的討論得出

的結論也是共通的：文化教學的設計者與執行者必須有宏觀的態度來面對

文化的概念，而課程的處理上卻要持著微觀、精密的精神來剖析文化不同

層次、不同角度的面向。再將抽絲剝繭後的文化項目依照學習者的需求與

條件置入課程之中。最後讓學習者越過語言與心理的跨文化障礙，達到語

言習得與心理文化認同的最高層次。 

上一節所討論的文化課程在外語教學的重要性中已說明，文化知識的

深度與語言學習的深度是同步加深的，此外越高階的語言學習，文化需求

的深度與廣度也越為提高。而文化教學最高的目標也就是幫助學習者通過

跨文化的障礙，最後達成交流的目的，在這個過程中學習者也同時建立了

對於標的語文化相對的認知。 

（二）文化教學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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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Seelye(1993)也指出外語課程的文化教學方式裡，有三種能有效地將

文化的項目與語言結合，分別是： 

1. 文化同化物（Culture Assimilator）：文化同化物的起源是於心  

理學家為解決溝通問題而設計的治療活動，用於教學則是利用容易

產生文化衝突的情況作為主題，並設有選項讓學習者選擇，選擇後

學習者則必相互須說明其原因。通過一連串的解釋與溝通，學習者

也從中體會跨文化的差異與解決跨文化差異所需要有的態度。 

2. 文化膠囊（Culture Capsules）：文化膠囊顧名思義就是一個像 

膠囊般的成套教學，包含上述的文化同化物的作法、實做任務，以

及口頭報告。特點在透過實做讓學習者體會文化真實的差異，並加

入報告以鞏固經歷過的文化的訊息，使其體會更深刻 

3. 文化集合（Culture Cluster）：文化集合的作法則是將三個主題 

相關的文化膠囊結合，從相關的微小文化項目整合成一個大的文化

主題，讓學習者了解當中的文化訊息後，以戲劇的方式呈現他們所

認識、體會的標的語文化 

這三種教學方式的設計原理也與 Stern 的大小寫C 文化教學觀念相契

合，以文化的主題作為語言課程中項目，達成語言為綱，文化為體的教學

目標。 

在華語教學界關於文化課程方式的討論上，許多學者相繼也提出語言

教學為主，再導入文化項目為輔的方式，也就是「文化教學為語言教學服

務」之說。陳光磊（1992）並將文化導入的模式分為四類，分別是：直接

闡釋法、交互融合法、交際實踐法與異同比較法。他更進一步說明，這四

種方式應該互相結合、交相呼應的。陳所提出的作法也可以是將文化與語

言脫離的作法，是以透過講座、錄像或註釋等方式，直接以解釋的方式，

讓學習者學習文化知識。無論實行何種作法，最重要的原則仍是符合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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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學習需求，才能引發主動參與的學習興趣。 

文化教學的方式應有彈性，隨著課程其他的變項的不同而調整。

DavidNunan (1991b:228)在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大綱中說明，教學方法必須與

學習者需求、教學目標等教學考量相呼應，必須要保持調整的彈性。文化

教學內容豐富而多元，在與語言課程搭配時更不能將其侷限於教學方法之

中。研究者認為，文化教學隱含的文化傳播使命意義深遠。課程設計者與

教學者在處理文化課程時，所應培養的是一種態度，以及多元且彈性處理

課程的專業能力，以便靈活地調整適合課堂的方式，而不是一個成套的教

學方法。 

（三）文化教學在第二語言學習中的原則與方法 

許多學者對於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文化教學方法提出很多的意見及看

法。張英（1994）從教學效果出發，提出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文化教學必須

遵守三條原則：「要避免說教式的內容；教學上不追求情感共鳴；以客觀的

角度、生動的描繪、合理的分析，為學習者提供一個中華文化的全景，至

於評判或結論，留給學習者自己。並在不同的教學階段，必須給語言教學

和文化教學確定一個合理的“量＂，其規律是“由少到多，逐步增加＂。」 

劉珣（2000）也指出五項文化教學原則，分別是「要為語言教學服務」、

「要有針對性」、「要有代表性」、「要有發展變化的觀點」、「要把文化知識

轉為交際能力」。並且提出三項在語言學習中的文化教學方法： 

1. 通過註釋直接闡述文化知識。 

2. 文化內容融會到課文中去。 

3. 通過語言實踐培養交際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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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兆民（2002）的研究中認為，「文化導入設計並非簡單的語言課加文

化課，或是幾個文化項目的相加。知識與技能總是相互聯繫、相互滲透和

互為作用。語言與文化相結合，結合本身就是一種滲透，在語言教學中重

視文化因素導入，將文化傳授滲透到語言中去，才能有效地提高學生的語

言表達能力，此關係到真實情境。文化滲透到語言中，而語言使用又滲透

於文化氛圍的社會，故讓學生能真實地參與標的語的交際活動，加強滲透

的功效，這是滲透式的導入教學。 

文化教學的原則與方法千變萬化，各學派說法及理論均有其道理，然

研究者本身認為，教學的原則與方法是死的，僅能當作參考之用，教學過

程最重要的還是教師在課堂上能因時、因地、因人而巧妙作變化，非照教

學法刻板地進行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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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材設計與編寫 

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利其器，「在華語教學的領域中；課程設計、教

材編訂、教學和評估是最重要的四個環節，每個環節都攸關著教學的成敗，

有好的教材 再配合好的教學法，整個課程就成功了一半。」又，「在教與

學的過程中，教材是不可或缺的媒介，因為它濃縮了相關的精華重點，以

系統性的方式來呈現知識，讓學生得其蹊徑以窺堂奧。因此教材的編選必

須是經過科學化的考量與設計，針對教學者與學習者的需求而作 『適才適

性』的設計。」（陳燕秋，2002）可見教材在教學活動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

教材的水準反應教學理論和教學法研究的深度，而且直接影響教與學的效

果，一本好的教材可讓教學者與學習者獲致雙贏，也因此教材編寫需要一

套有規模的設計系統。 

呂必松（2000）提到：「總體設計、教材編寫、課程教學和考試是語言

教學的四大環節，即是語言教學的全部過程。此四大環節中教材佔有很重

要的地位」；杜厚文（1993）也說：「隨著對外漢語教學事業的迅速發展，

針對不同的教學需要而編寫的專用系列教材，是時代的需要，是歷史的趨

勢。」 

整體來說，教學的設計是一種解決教學問題的概念及模式，是一種目

標導向的有計畫活動，透過系統的運作，試圖探究合宜的解決方案；而經

過科學化考量與設計，針對教學者與學習者需求而編寫出來之易敎、易學

的好教材能激發學習者的興趣，是教學的重要依據。 

一、教材的定義 

「教材」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來說，以《漢語大辭典》對教材的

注解為「根據教學大綱和實際需要，為師生教學應用而編選的材料，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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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教科書、講義、講授提綱等。」而就廣義來說，「教材是教師和學生學習

所依據的材料，也是課堂教學和測試的依據。」(劉詢 2000)，後者尚包含

了各種教學參考書、圖表、影音及影像等輔助資料。 

「第二語言教材是一種語言知識傳授和語言技能訓練的工具，是教師

施教和學生學習、並最終以促進學生語言知識的增長和語言技能的提高為

目的之教學工具」(劉詢 1997)。可見教材的定義是隨著社會的發展或研究

領域上的差異而有所不同，從狹義到廣義，從一本教科書擴展到課程計畫、

書籍、視聽輔助教材、遊戲或在語言教學中其他進行活動、一切多媒體應

用，都可以稱之為教材。本研究著重於有規模、科學化、系統化設計的教

材，而非單獨且無連貫性或組織性的素材資料。 

二、教材設計理論與過程 

Brown（1995）將語言教材為教材設計的四個層面作了下述的定義：  

1. 教學法：確立學生應該學什麼以及如何學。  

2. 教學課程大綱：組織課程以及教材的方式。 

3. 教學技巧：呈現教材以及教學方式。 

4. 活動練習：練習學過的語言內容。 

教學觀與教學策略有賴於教學法的選立，而語言教學法的產生與當時

教學法流派的興盛有著相當的關係，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教學法不斷改革

的結果，目前已有不下十二種較為廣泛運用且較具代表性的外語教學法5。

各種教學法皆有其理論根據與實驗背景的基礎，然而沒有一種教學法真能

                                                 
5外語教學法諸如：文法翻譯法（Grammar-Translation Approach ）、直接教學法（The Direct 
Method ）、聽說教學法（Audio- Lingual Approach ）、認知教學法（Cognitive Approach ）、全身

回應法（Total Physical Response  ，TPR ）、密集教學法（Dartmouth Intensive Language 
Program ）、理解教學法（Comprehension Approach ）、溝通式教學法（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潛移默化法（Silent Way ）、自然教學法（Natural Approach ）、建議教程教學法

（Suggestopedia）。取自林壽華. 1997.  《外語教學概論》.頁 3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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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萬靈丹般適用於各種教學情況。研究者認為評量實際的教學環境和學

生需要後，再從各學派中選擇其教學長處融合於教學之中，才是最好的教

學法。  

下面將 Brown 所歸納的七種與教材相對應的課程大綱列出：  

1. 結構大綱（ structural syllabus ）  

2. 情境大綱（situational syllabus ） 

3. 主題大綱（topical syllabus） 

4. 功能大綱（functional syllabus ） 

5. 主旨大綱（notional syllabus） 

6. 技能大綱（skills syllabus ） 

7. 任務大綱（ task syllabus） 

若說教學法是教材設計的精神，那麼大綱便是教材設計時的骨架，這

兩者是教材編寫之初，教材編寫者就應操之在胸的。因為這影響到教學技

巧的呈現方式，以及活動練習的設計與安排。教學技巧是用來傳達教材內

容，而活動練習是為了應用前三步驟所做的強化教材內容的機會。（方虹

婷，2006）在設計新教材時，通常會先對既有的相關的同類型教材做評估，

以做為設計時的參考。筆者認為，對既有教材的評估原則，換言之可以是

對新教材設計時的指導方針。教材編寫者在著手進行教材的編纂工作時，

實際上可以使用這套評估模式檢測並衡量所設計的新教材。另外，Brown

亦提及，在編寫教材的過程中，一定要經過真正的教學試驗，才能夠發現

教材不足之處，同時也能針對不足之處作改進。除此之外，若能由不同教

師使用、試教，則所得到的反饋及效果將更好。 

有關華語教材的設計主張方面，葉德明（1999）認為應該朝著整體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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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Whole Language〉的方向，並從學習者的學習認知過程，配合上聽說

讀寫的自然順序，再加上教學的策略作為編書的原則。 

1. 整體語言的趨勢：近十年來世界語言教育的趨勢大致朝向整體語言

〈Whole Language〉的方向發展。其基本的主張如下： 

（1）語言之教學順序應該從整體〈Whole〉到個別的語言單位〈Part〉，

也就是說讓學生先對每課整體課程內容有一番瞭解，再作生詞、句

型、功能語法、語用上的練習。 

（2）課程須以學生為中心〈Learner Centered〉老師教的不再是老師認

為學生應該學的，而是學生想要學的。 

（3）實在的意義〈Meaning〉是最重要的，課堂上的內容，學生馬上可

以在生活上使用，能符合學生現在學習的目的。例如一個剛學華語

的學生希望學會到超級市場買東西、搭公車，老師就教他怎樣看價

錢、付款、介紹朋友、買車票上車等等。 

（4）課程設計能讓學生有群體的交流〈Social Interaction〉：傳統的

教學通常只有老師和學生之間的互動，少有學生之間的交流、上課

的時候讓學生分成小組進行練習〈Group Work〉。 

（5）除了學生的聽說能力之外，讀與寫的能力也應同時重視培養，因為

人類語言的發展順序是同時並進的，只訓練聽與說，而忽略讀與

寫，基本上進不了中國文化的殿堂。 

（6）適度地從學生的母語出發，培育學生的華語能力；因學生從本身母

語中已具備了對這個世界的常識，以及對一般事物的概念，當他在

學習第二語言時可以利用舊經驗，啟發對新語言的知能。老師可以

多加利用學生的已知牽引到新知。 

（7）以鼓勵的方式幫助學生克服學習上的困難，無論課程的困難程度有

多高，都要幫助學生破除瓶頸，達成目標。 

 25



僑務委員會華語文教材之文化導入研究 
 

2. 從學習者的觀點： 

（1）學習的步驟：學習者學習語言的自然步驟是先聽說，而後讀寫。 

（2）認知的過程：人類語言的習得是自然形成、自然得到的，然而第二

語言的學習必要透過學習者認知的過程，其過程包括下面幾個步

驟： 

     1)發生困惑。   

     2)尋求解決的途徑。   

     3)從意識中搜取過去的經驗，經過重組轉移的過程，用以解決新

問題。   

     4)不斷的以所建立起的新理論反覆試驗。   

     5)將成功的解決理論存入意念中，用以解決相同類型的問題。 

認知學派認為有意義的學習方式，是將新學得的知識輸入記憶底層，

與舊有的概念結合，因此機械式的練習和逐字的背誦方式不容易建立起有

系統容易記憶的概念，有意義的語言溝通方式才能建立認知的基礎。 

3. 教學者的策略： 

（1）教學對象〈Who〉：教學的對象是誰？年齡層、國籍、文化背景、性

別、教育程度、社會地位都在教學者教學的考量範為之內，教材的

編纂更是要配合這些因素。 

（2）教學目標〈Why〉：教師教學的目的，是要學生的語言程度達到怎樣

的程度？教學應朝向什麼樣的方向？教師須依照目標去研究用什

麼樣的方法？達成什麼樣的效果？ 

（3）教學地點〈Where〉：教學的地點是在國內或國外，不同的語言環境

教師所需要的課程設計會有不同，所需要佈置的語言環境和所能運

用的教學輔助資源也不同。 

（4）時間與程度〈When〉：課前須先做分級測驗〈Placement Test〉，以

確定學生的程度。分班要精細，同儕程度相近，學習興趣及能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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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才能共同達到一定的進度。什麼時候教什麼？學生在什麼時機

該學什麼？要有課程進度表做詳細的分配和安排。 

（5）教學內容〈What〉：學生個人有不同的學習目的，教師得選用適合

的教材，例如有些學生是以正規學習語言為目的，必須注重語音、

語法、語用的訓練，使其達到語言熟練的目的。有些人是以觀光旅

遊、作生意為目的。就要編寫一些實用情境的教材。因各種學習的

目的選定教材和教法。 

（6）教學方法〈How〉：語文教學最著名的學派有二；一為行為學派，一

為認知學派。認知學派主張語言習慣的建立是口語不斷的作機械式

反覆的練習，而認知學派則認為人類的學習靠內在的認知能力，而

事實上在語言學習上兩派理論都用得上缺一不可。在教學上可以認

知學派為主、行為學派為輔，兩相運用才能達到良好的教學效果。

目前適用在第二語言的教學法有下列幾種： 

     1)直接教學法 The Direct Method  〈Diller 1978〉 

     2)自然教學法  The Nature Approach  〈Krashen & Terrel 

1983〉 

     3)啟示頓悟法 Suggestopedia  〈Lozanov 1982〉 

     4)溝通導向教學法 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  〈Brumfit & 

Johnson 1979〉 

     5)整體行動反應法 The Total Physical Response Method 

〈James Asher 1982〉 

     6)默示教學法 Silent Way〈Caleb Gattegno 1972〉 

     7)文法翻譯法  The Grammar Translation Method 〈Thomas,C., 

ed 1901〉 

     8)視聽教學法  Audio-Lingual Method〈Diane Larsen-Free man 

1979〉 

     9)團體練習法  Community Language Learning  〈Curran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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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文化主導教學法 The Role of Culture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葉（1999）是目前國內有關華語教材較完整而且有系統的教材理論。

所提出之理論詳盡而周全，整個理論是由整體語言的趨勢而出發，再配合

上學習者的學習策略，教學者的教學策略延伸而為教材設計及編纂的基

礎，將課程的參與者，不只限定在師生，還包括了學習者之間的互動關係，

也都一併考慮了進來，是十分人性化、實際、有效且全面性的理論。   

三、教材編寫的原則 

教材編寫要培養目標密切配合，適應社會和使用者的需求。語言材料

要真實反映目的語學習者的真實語言使用情況，要盡量貼近現實生活，讓

學生循序漸進學習現代語言，及遵循從易到難、從舊到新、從簡單到複雜

的原則。 

劉珣（2002 ：313 ）為教材編寫提出了四點依據，略敘如下： 

1. 語言學、心理學、教育學是理論基礎。教材編者要具有理論語言學、心

理語言學、社會語言學、心理學、教育學等方面的理論知識，並用以指

導教材的編寫。 

2. 語言教學理論和學習理論是直接理論依據。編寫教材一定要受某種教學

法理論，特別是教學原則的指導；每種教材也總是體現一定的教學法或

受到多種教學法的影響。在編寫教材時還要充分考慮到學習理論，如中

介語理論、可理解的輸入、學習者的個體因素等。 

3. 目的語語言學和目的語文化是教材內容的源泉。確定教材的內容需要有

目的語的語法大綱、詞彙大綱、功能大綱、文化大綱等，以解決語法、

詞彙、功能、文化等方面的定量與分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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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學計畫與教學大綱是編寫教材的直接依據。教材必須遵循作為總體設

計成果的教學計畫與教學大綱所做的規範。 

呂必松(1995)提出各種類型的教材普遍適用的原則包括： 

1. 實用性原則：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的使用性； 

2. 交際性原則：教學內容的選擇和語言材料的組織要有利於交際能力的培

養； 

3. 知識性原則：教學內容要有包含學生感興趣的新知識； 

4. 趣味性原則：要求教材內容和形式生動有趣； 

5. 科學性原則：語言要規範，解釋要科學，內容的組織要符合語言規律和

語言學習規律等； 

6. 針對性原則：要明確所編教材適用於哪一種教學類型、哪一種教學課

型、哪一種教學物件等。 

呂 1995 年所提出的六項教材編寫的原則中，首先指出教材編寫須重

視其實用性與交際性。多半的教材偏重知識的辨識，事實上就語言學習而

言，即使是語法也應與實用性、交際性有所關聯。其次是知識性與趣味性，

在教材編寫時必須考慮學生的程度，在學生已有的知識經驗上，提供新的

知識予學生學習，而所提供的學習內容，應該是學生所需要的、常用的，

並且能讓學生得到啟發，或是使學生感到興趣的新知識，這樣才能激發學

生的學習興趣。最後是科學性和針對性，在談及語法教學目的時候，其強

調語言教學中的語法教學是為了讓學生通過理解語法規則進而理解語文本

身，並運用語法規則在交際中進行正確的表達，要做到語法教學科學化，

必須借鑑科學研究成果來發展語言法教學教材的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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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珣(2000：314-318)結合教材的特點，把教材編寫原則概括為： 

1. 針對性，要適合使用對象的母語和文化背景、年齡、國別、學習目的、

學習起點、學習時限的不同特點等； 

2. 實用性，教材內容要從學習者的需要出發，語言材料必須來源於生活，

要貫徹精講多練原則，要使教學過程交際化； 

3. 科學性，教材要敎規範、通用的語言，內容組織要符合語言學規律，對

於想像的解釋要準確等； 

4. 趣味性，教學內容和形式要生動有趣、反映現實問題、加大文化含量、

題材多樣化等； 

5. 系統性，內容介紹和技能訓練要平衡協調、有一定的章法、學生用書、

教師手冊、練習本等分工要合理，初、中、高不同階段要銜接等等。 

對於教材編寫原則的看法，兩位學者同樣提出針對性、科學性、趣味

性及實用性的普遍原則，而筆者認為，教材的設計與編寫，除了依循學者

專家所提建議和理論之外，更重要的是依使用者實際需求為出發點，並持

續修正與調整，才能真正適用於教學與學習上。 

四、文化教材編寫的原則和方式 

前面已說明教材編寫理論與方法原則，接續探討文化教材設計的原則

和方式。周思源（1997：276）主張對外漢語文化教材的基本特點在於：「需

要多樣、分源分散、課時有限、漢語水平低」。其中，「需要多樣」是指編

寫對外漢語教材時要考慮到學習者不同的需求，例如：交際需要、興趣需

要、專門需要、入門需要、知識結構需要等。「專門需要」是指帶有職業需

求的特點，或是因興趣需要而發展成進一步的了解，在深度和時間方面都

和綜合性大學文科專業不一樣。而「漢語水平低」是指文化教材以基本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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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為主，兼有深造內容。基本內容可以體現在課文正文中，而且可以用「編

多講少」的方式來滿足不同層次的學生需要，並解決「內容多而課時少」

的問題。至於深造內容則以注釋和附錄的辦法呈現，或者可以在每一章或

節後面列一個重要參考書目，將最有參考價值的專著、論文和專門期刊列

出。最後，文化課教材在語言方面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基本原則是讓學生

儘量在以不查字典的情況下看懂教材。如此一來，學生能預習和自學，使

語言問題不成為教師和學生的負擔。  

劉珣（1994）認為教材中體現文化教學的方式有三種： 

1. 用母語或媒介語介紹文化背景知識。 

2. 理想的文化教學方式應該將語言結構和功能的教學緊密結合在一起，成

為語言教學中的有機部分。 

3. 以交際文化為主線，從跨文化的文化對比出發來組織語言材料，讓學生

學會使用第二語言正確地進行交際。 

而徐家禎（2000 ：75 ）主張介紹文化的方式可以以下三種方式呈現： 

1. 由課文直接介紹文化。 

2. 透過情境對話反應文化項目。 

3. 課文要透過註釋說明文化項目。 

他同時也對這三種方式提出說明與注意要點，「在『由課文直接介紹文

化』方面，需注意勿為了專門介紹文化而因此增加課文難度，特別是在基

礎階段的內容更要加以控制。而『課文要透過註釋說明文化項目』方面，

在基礎漢語階段使用此種處理方式最多，其主要功能在點出於課文中不易

被發現的 隱性文化因素。只是註釋的內容仍然要與學生的漢語水平相符

合，切莫過於喧賓奪主。」  

在詞彙和語法方面，楊國章（1991：238）提到「以文化為綱的語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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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詞彙量基本上應控制在 5000 到 9000 基本詞彙之內，當然允許一定比

例的浮動，但不能任意擴充。在語法教學上也應與初級階段相銜接。以文

化作為一個原則，應把課文中稱得上“綱的文化內容統籌起來，教材中所

體現的＂文化內容不應是凌亂的東一耙子西一掃帚，而應當體現出某些主

幹精神，課文之間應有內在聯繫，形成一種和諧的整體。」此外，「以文化

為綱，首先要明確哪些中國文化內容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也是外國人首

先應當了解和掌握的。如果不了解這些文化內容，就要影響和障礙語言交

際。以文化為綱，要求編教者在宏觀上對於文化內容要有一個統籌的考慮

和安排，並用相應的語言材料去解決它。教材本身要體現出文化的統領意

識，而不是一味追求語法上的系統性，用詞本位或句本位去組織教學，把

大量時間花在詞義分析與對比上。」 

事實上，教材定位很重要的一點是，以文化為綱的語言教材，仍然是

以語言教學為出發點，不能理解為純粹以文化教學為出發點，畢竟它仍隸

屬於「語言教材」的範疇之下，而非用學習者母語講授的文化課。應從對

外語言文化教學的實際出發，對外國人感興趣的，或不易理解的中國文化

內容加以篩選，找出能體現中國文化本質特點的那些方面，或外國人必備

的中國文化基本知識加以介紹，這樣才能既學了語言，又學了文化。因此

教材編寫者不僅要對中國文化有較好的基礎，也要知道外國學生的文化心

理特點；突出一些內容，放棄一些內容，不能面面俱到。楊國章（1991）

指出了一個很重要的概念，他說：「編寫以文化為綱的語言教材，是基於這

樣一個基本認識：語言與文化二者密不可分，語言教學離不開文化，加強

文化教學是語言教學本身所要求的。語言教學與文化教學有各自的規律，

但兩者可以有機地結合起來，關鍵是找出合適的解決辦法。」所以說文化

課教學，也要兼顧語言交際能力的深化。 

第三節 華語文網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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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今教育領域來觀察，隨著科技的日新月異，網路科技是學子們的

學習或娛樂主要的途徑。數位化的時代，所帶來對教育型態的衝擊，正應

重視網路教育的開展與導正。在傳統課室的教學中，也應逐步導入多媒體

教學，引導學生在課餘進行網路上的學習，這也是教學者或課程設計者不

得不重視的部分。就華語文教學的角度來看，以學習者分布廣泛及於世界

各地，教學者與課程設計者對於資源的取得不易，各地華語文教育多是單

打獨鬥，頗難共享資源，基此，結合網路科技將是促進交流與拓展華文教

育的良策。 

一、線上學習與多媒體學習 

Cohen（1988：241）說道：「新科技是舊教育的魔法。」Reiser  （1987：

13）也宣稱：「我相信動畫註定要為我們的教育制度帶來革命。」 他甚至

說：「很快地，書本將不再使用於學校中；學者將通過眼睛接受教育，並將

很有可能以動畫的形式教導各項人類知識。」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WWW ）提供了一個將語言學習教材傳送至網路上的好機會，藉由

多媒體網路瀏覽器的使用，教材內容可與圖像、聲音，及影像結合在一起。

傳送到全球資訊網的教材不但能在當地使用，更能在全球使用，這便開啟

了遠距學習的機會。 

在此條件之下，教師可以作一些額外的、有選擇性的文章，或是可用

的檔案給學生，這包括了提供更 具挑戰性的材料給學習速度較快的學生，

以及提供補救或是複習材料給學習速度較慢的學生。因為網路材料的使用

完全屬於個人的，學習者可以依自己的學習狀況決定速度，當需要時也可

以複習並重複所學內容。更進階的功能，如討論室，也能為學習者創造出

彼此間互動溝通的機會。 

（一）線上學習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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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舒兆民（2002：70-71）的整理，可發現建立在全球資訊網上的教

學活動，相較於傳統課堂教學，主要側重在「學」的活動上，而非「教」

的活動。網際網路作為遠距學習的方式之一，在本質上即具有以下特點（王

燕超，1997 ：18；林奇賢，1998：38-40 ；林振欽，2001：218-222 ）：  

1、 以傳播媒體為理論核心（Media-Based Learning ），且將不受傳統

分科教學的限制。 

2、 以學生學習為理論核心（Learner-Based Learning ），而教師角色

由教材內的呈現者，轉變為學習過程中的輔導者、夥伴與資源提供

者。 

3、 不受時間限制的學習型態（Time Independent Learning），可隨時

進行學習。 

4、 突破空間距離基礎的學習（Space-Based Learning ），可隨處進行

學習 

5、 整合分散式資源（教材、學生、教師、設備等）之分散式學習程序

與環境（Distributed Learning Environments ），可將所有教學程

序、內容與資源數位化統整之。 

6、 必需滿足學生學習的需要（教材、教學法等），並能適時或即時提供

給學習者，並充分滿足其需求者（ Just-In-Time Learning ）。若

為互動式教學，則教師或線上指導者應隨時給予回應，以持續學習

者的學習動機與歷程。 

7、 能賦予學生充分的權利和方法來整合自己所需之學習資源與方 

法，充分滿足學習需要（ On-the-Fly Learning），學習者可自我導

向、個別化學習。 

至於網路學習上的實施策略及方法，具有下列特點：  

1. 能提供多元化的學習途徑與策略，如：使用電子郵件、特定專題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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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或電子討論群應用、教學手冊，或資源檔案傳輸、互動式網頁資料、

即時互動會議系統，甚至整合性資訊運用（連線資料庫、圖書館等等）。

教材透過多種型態呈現，可增進學習者對學習內容的了解，以提高興趣。 

2. 可與其他傳播科技結合運用，如：電話、視訊科技、音訊圖像等等。藉

由多媒體的學習資料，較能吸引學習者的注意，使學習者在解讀所接受

的訊息時，能為真實情境的、正確而有用的。 

3. 可兼具非同步學習（ Asynchronous  Learning ）與同步學習

（Synchronous Learning ），使身處不同時間、地點、學習場合的學習

者進行學習。 

4. 可安排或學習者自行建構網路上的學習社群，以利互動學習。亦可依學

習者所需要，進行個別化學習，選擇彈性較高。 

5. 建構主義的學習型態，可鼓勵引導學習者主動建構知識，在建構過程中

學習者主動積極參與，及為學習過程重要因素。 

6. 網路課程為非線性超媒體連結，文件之間超連結，是動態的關係；非直

線式的呈現，為跳躍的，可依學習者意向，進行非線性的搜尋與閱讀。 

上述的網上學習的特性，以及在特性之下所呈現出的教學特點、實施策略及

方法，都是本研究設計時所將參照的綱領。然而誠如顏永進所言，筆者在設計時

應該花些工夫，選取適合的網路科技功能，使教材本身更有可看性。如此才能真

正利用網路科技的優點，突出學習的內容，增強學習的效果。 

（二）多媒體學習 

多媒體科技近來愈來愈容易取得，獨立的多媒體光碟和網路上的多媒

體呈現方式也愈來愈普遍地運用在 教學上。究竟運用多媒體進行教學的理

論基礎何在？設計原則為何？是否真能融入於教學中成效如何？這些都是

值得我們探討。 

多媒體是基於對人類如何學習的了解所設計的，它的教學目標是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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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以其增強並促進人的學習。在認知科學已逐漸揭開人類如何學習的

教育相關理論之時（Bransford, Brown, & Cocking, 1999; Bruer, 1993; 

Lambert & McCombs, 1998; Mayer, 1999b, 2003），教材設計者或是教學者都

應正視將科技納入教育的必要性 ，從中汲取相關經驗及長處，使教學的過

程更臻完美。如上所述，多媒體的設計是基於人類如何學的理論而出發的。

隨著科技的日新月異，以及教學界的實際需求，對這個領域進行研究的學

者有愈來愈多的趨勢。 

近來研究者逐漸對發展以研究為基礎的多媒體設計原則有越來越高的

興趣（ Jonassen & Reeves, 1996; Najjar, 1998; Park & Hannafin, 1993 ），多

媒體學習的認知理論讓我們能發展對 多媒體呈現的可試驗設計原則。

Mayer Richard. E.等人在長期的研究之後，提出了一套原則。以多媒體訊息

的概念稱之，就是「簡明敘述的動畫製作（a concise narrated animation，

CNA ）」，由下我們可快速地了解在這個原則下的工作究竟是如何進行，以

及其所得出的結果為何。 

1. 多媒體原則：從敘述與動畫中，學生學到的比只從敘述中學到的更深。 

2. 同時性原則：當相應的動畫和敘述部分同時呈現時，學生學到的比連續

呈現時的更深。 

3. 連貫性原則  ：當無關的字、圖畫、聲音被排除時，學生學到的比它們

被包含時的更深。 

4. 形式原則：從動畫和敘述中，學生學到的比只從動畫和螢幕文字中學到

的更深。 

5. 冗餘原則：從動畫和敘述中，學生學到的比從動畫、敘述和螢幕文字學

到的更深。 

6. 個人化原則：從動畫和個人化的敘述中，學生學到的比只從動畫和非個

人化的敘述中學到的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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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多媒體的認知理論基礎中，我們可以發現人在面對新科技、藉

由與機器的互動學習時，所能達到的最佳學習狀況為何。這牽涉到人先天

能力上的侷限，而加入多媒體學習的目的，正是要克服這個侷限，促成學

習後所能獲致的最大可能。學者們實驗後提出的呈現原則，恰可為研究者

在設計時依循的指示。 

雖然伴隨網路科技發達，多媒體教學與學習挾有很多優勢，然而在莊

三慧（2008）研究中亦指出目前數位多媒體教材的現況問題為：「目前優質

的數位華語文教材尚有待開發，許多的多媒體教材花費了大量人力與經費

設計完成後，卻乏人問津，造成資源浪費。歸咎原因大致為： 

1. 多媒體教材設計者雖具有數位科技的素養，但缺乏多媒體數位科技運用

於教學的訓練，多媒體運用於教學上很大一個優勢是對內容複雜的學習

材料可以巧妙編排，利用視覺及聽覺雙重管道，減輕學習者認知系統方

面的負載，而讓學生能專心運用認知於思考及教材的吸收。相對的，如

果對於多媒體教學設計的原則不甚了解，設計的成品與多媒體教學反其

道而行，設計的教材不但不能減輕反而增加學習者認知系統的負載，更

會對學習動機造成負面的影響。 

2. 多媒體教材設計者雖具有數位科技的素養，但缺乏教學理論為設計基

礎，教材的設計空有動人的多媒體數位影像與影音，但缺乏實質的教學

內容，導致使用者面對諸如此類的教材，極易產生使用上的疑惑，要不

是不知道該如何使用，就是使用後也不覺得幫助到實際的語言學習。 

3. 多媒體教材設計者雖具有數位科技的素養，但缺乏華語文作為第二語言

教學的經驗，對於華語文使用者的需求不甚了解，也沒有事先進行仔細

的需求評估，因此設計出來的教材並無法解決實質教材短缺的問題。 

4. 多媒體教材設計者對於目前華語文市面上現有教材缺乏通盤性的了

解，而設計之初，更缺乏全盤性規劃，導致設計的成品不論是多媒體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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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傳統教科書都面臨教材之間無法配合銜接的困境。且因為沒有評估的

概念，因此設計的教材沒有修改、延伸，資源再使用的空間與彈性，並

且使用者與設計者之間缺乏相互溝通的橋樑而無法達到教學相長的目

的。」 

由上可知，儘管近年來學者專家都意識到數位多媒體教學與學習的重

要性，也認同數位多媒體為華語文教材領域發展的一大方向，但是目前數

位多媒體有效結合影音、聲韻、會話、文化並使用於教學中仍是非常缺乏，

不但教材有待深入的發展，其教學成果與學習成效更有待更科學化的研究。 

二、華語文網路文化教材 

隨著華語文學習人口急速增加，教材缺乏的狀況日益嚴重。教材若只

是單一方面量的增加亦無法應付廣大學生來源及其複雜的國情與學習動機

背景。目前教材不只是量的問題，問題癥結在於多元文化的教材與專業分

類極度缺乏。……而解決此問題最根本的方法，就是除了傳統練習基本語

法、語音、聲調的教學之外，更必須加入多媒體文化溝通會話教材。（莊三

慧，2008） 

語言反映文化，文化也影響語言。在語言教學的教材中，文化類型的

教學內容較具活潑且容易體驗的特色，容易引起學習者興趣。一個第二語

言學習者要適時、適地得體地運用所學的華語，在其學習語言的過程中，

必定少不了文化觀點的導入與學習。李英哲（2008）的研究中說到，在語

言及文化得以透過網路輕易傳遞的現在，在網路上提供一套羅蒐各種文化

內容的教材百科，讓各地的教學者能夠各取所需、各自補充是目前亟待完

成的工作。 

在目前繽紛多彩的華語文網路教材中，以語法、字彙為主的語言教學

網站，通常能依學習者程度，將教材區分為初、中、高三級，以方便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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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文化教材方面，卻鮮少有能依學生程度來分級介紹文化內容者。進入

Web2.0 的時代後，華語文教學利用網路進行教學課程，一時風起雲湧，蔚

為大觀。然而，以文化面向或直接以語體內容來進行教學的課程，以達到

學習者能運用華語於真實環境的這類網路教學課程確屬少數。（舒兆民，

2002）舒認為語言文化教材的內容，可用文化敘述的方法，在教材中不時

以影音文字呈現；也可採取文化對比的方式，指導學生思考應對自己的母

語文化。 

第四節 近年國內相關研究結論

此節整理歸納國內近年華語文教材/文化教材/文化課程發展相關之研

究論文結果，藉以對照目前僑務委員會教材存在的問題，得知文化教材難

尋、文化觀點難以具像呈現、兼具真實性和故事性的文化教學內容缺乏等，

是目前華語教學界在面對文化如何導入華語教學時，普遍存在的問題。以

下僅就各論文內容作摘要介紹並擷取與本研究相關之結論提出討論，茲整

理如下： 

一、台灣現今華語文教材的評估與展望（陳燕秋，2001） 

摘要：在華語教學的領域中；課程設計、教材編訂、教學和評估是最

重要的四個環節，每個環節都攸關著教學的成敗，有好的教材再配合好的

教學法，整個課程就成功了一半。而國內的華語教學若要成功，自然不能

輕忽這一部份。是以，該研究針對國內華語教材部分作一深入的探討，盼

能尋找出當前華語教材所面臨的問題和未來發展的方向，提供從事華語文

教科書編纂者編寫教材之參考。該研究中歸納好教材之標準如下： 

1. 教材目標：清楚、明確。 

2. 封面設計：印刷美觀，引發學習者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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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排版印刷：清晰、段落分明、易於閱讀。 

4. 字體：印刷清楚、大小適中。 

5. 生詞：用語現代、實用性高、能配合生活題材、有清楚的解釋。 

6. 例句：豐富、說明詳細。 

7. 內容：主題明確、難易適度、取材多樣、合適教學、附實用性、豐

富、活潑、有創意、有故事性、能引發討論、引起學習興趣、適合

學習者年齡。 

8. 句型：實用、說明詳細、能達成良好練習效果。 

9. 文法：解釋明確、說明詳細、詞類系統有序，有銜接性的連貫。 

10. 練習：含蓋聽說讀寫整體性、系統性綜合訓練、注音運用能力的

培養、能幫助學生熟習該課的生詞、句型用法。 

11. 輔助工具：儘量全備，包括練習手冊、錄音帶、錄影帶、CD 等視

聽教材、寫作練習等。 

12. 翻譯：正確並針對學習對象有不同國的翻本。 

二、網路華語語體及文化課程教學設計（舒兆民，2002） 

摘要：語言與文化的關係至為密切，特別是受到文化因素影響下的語

體交際，這是依憑著標的語交際文化的作用，而必須採取因時因地因人而

使用的語體。漢語文化影響下，語體型式可大分固化式的書面語體以及動

態性的口語表達。學習語言技能的聽說讀寫譯之外，將文化導入語言課程

的教學乃是必要的手段。該研究發現，學習者對於文化的學習極具學習興

趣，咸認為漢文化牽動了交際語體的選擇，故欲得體地使用華語，在華語

文課程中於漢文化層面的揭示教學，則是教學過程中極重要的一環。 

華語是世界上使用人口數最多的語言，且以華語文學習者遍布全球與

學習者背景差異之大的情形來看，網路科技運用於教學乃是最佳的選擇。

外語學習時最困難的瓶頸，在於無法正確地溝通，尤其是對於語境或語用

的解讀失誤，錯用了標的語言的形式。華語學習者在初中級階段，適逢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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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文化衝擊的時候，也正需要交際文化的指引。論文中係以探討漢語語

體與文化的關係為內容，語言課程設計為研發的核心，以網路課程為手段

工具，設計情境式的、組織學習社群的、與泛讀泛寫為學習方法的一套華

語課程教學。 

該研究針對網路華語語體與文化課程教學設計進行探討，確認其重要

性。實際的課程製作發展，則以節俗文化中的中國「年節」節慶為單元教

學設計之範圍，運用系統化教學設計課程，以華語的語體與文化為內容，

網路科技為工具，從分析、評比參考相關資料、建立整體網頁課程環境、

編寫網頁教材實作、撰寫教學手冊與指引、到初測修正與使用者訪談意見

等等步驟，強調理論與實際兼顧，並於過程中一一找出困難與問題癥結，

加以克服，或以為借鑑，提出研發之結論與建議，希望提供教學界與學術

界於未來設計相關的華語語體及文化課程之參考。在此研究中，作者研究

結論為： 

1. 語言與文化的學習是緊密結合的； 

2. 情境式的教材合乎真實語體的學習； 

3. 利用網路特性可加強師生間的互動； 

4. 認知學徒學習模式的實踐； 

5. 提供多元資料供學習者泛讀思維； 

6. 跨語言學習時的技術克服； 

7. 學習社群的實踐還須加強； 

8. 作業回饋不夠確實等； 

作者在研究論文最後並提到其心得：  

1. 文化的教材內容較生動有趣； 

2. 反省並珍視母語文化； 

3. 科技與語言教學的不對應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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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注意學習狀況的差異； 

5. 電腦配備系統不一； 

6. 網路資源的取材與來回的通路； 

7. 真實教師或諮詢人員的必要； 

8. 華語語體與文化教學網的缺乏； 

9. 課程研發團隊的協調； 

10. 科技的譯詞問題； 

11. 開發適合華人使用的電腦設備； 

12. 期望政府與民間的支持。 

三、基於建構教學觀之華語文化教學設計-以文化情境及戲劇

表演為例(黃香宜，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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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構式學文化，顧名思義是強調主動、互動式地學習創塑文化。

這種方式主要是對傳統語言教學的反思，究其因也是基於建構主義教學理

論發展的嘗試。由於建構主義對社會語境意義的重視，文化教學的重點將

放在社會層面，但並不是依循傳統將社會習慣的種種分散片段地「傳授」，

而是借用人類學觀念，從言語互動觀察中引導學生建立對目標語的社會的

整體面貌，並藉此發展培養跨文化溝通能力。 

該研究探討建構主義的理念內涵和其對教學的指導原則，將建構教學

觀之「知識為主觀建構、社會協調互動為認知發展基礎」觀點應用於華語

文化學習上，以其為核心內涵發展教學設計，應用民族誌式的會話觀察架

構轉化為文化情境學習單用以培養學習者描述建構文化重點的能力並且以

戲劇創作和戲劇表演來促成學習者間的多元文化交流以及加深華語文化的

沉浸；同時為兼顧語言能力的訓練，以實作評量的語言任務單和表演的自

評單及檢核表來權衡聽、說、讀、寫四技，接著在華語教室實施，進行質

化觀察分析。 

實驗結果得到以下結論： 

1. 教學型態改變的初期，滯礙與困難無可避免。 

2. 華語文化教室也可以展現主動與互動建構教學的特色。 

3. 兼具真實性和故事性的文化教學材料值得進一步開發。 

4. 學生需要更多時間去適應新型態的建構教學。 

5. 接續創作呈現豐富的多元文化色彩。 

6. 戲劇的排練若配合教師入戲更能達到沉浸角色的效果。 

而研究結論與本文相關的是以下三點： 

1. 教學型態改變的初期，滯礙與困難無可避免。 

2. 華語文化教室也可以展現主動與互動建構教學的特色。 

3. 兼具真實性和故事性的文化教學材料值得進一步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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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飲食華語課程教材設計－兼論網上輔助活動建構(方虹

婷，2006） 

摘要：傳統上，語言課中的文化教學往往被認為是與語言教學相捍格

的另一學門。然而當語言程度達到中級之後，受文化所影響的語言使

用或語言習慣層面在語言學習的過程中會更加突顯。因此若在中高級

的教材中選用適當的文化內容作為主題，則可使語言能力的進步與文

化知識的增長同時發生。基於此，本研究針對華語的特性，選出「飲

食文化」作為主題，設計課程與教材。同時更針對文化教學的特性與

需要，建構一個輔助的飲食華語教學網站。 

在經過研究及實際設計之後，研究者得出了三方面的結論： 

在課程方面： 

1.針對專門文化題材的課程設計之必要性； 

2.課程設計與教材應更緊密的結合。 

在教材方面： 

1.文化教材與語言教材的結合相得益彰； 

2.此類「語言文化教材」有助於克服學習高原的障礙。 

在網上輔助活動方面： 

1.網上輔助活動的設計能解決部分對真實情境的需求； 

2.網上輔助活動可提供多元資料與多樣活動以配合學習。 

五、短期華語與文化研習班之課程設計（郭芳君，2007.6） 

摘要：該論文的目的在探究短期華語研習課程的課程設計、其課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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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行模式與設計理論。透過文獻探討、案例分析及訪談，藉以了解短期華

語與文化研習課程之需求與問題。 

經由上述的研究方式，研究者得出短期華語與文化研習課程之理論、

短期教學的主要元素與教學設計之範例。最後總結說明短期華語與文化研

習課程之相關人、事、物，與課程設計與執行之要點。論文中提及目前華

語文文化研習課程問題有： 

1.以華語為出發點的中華文化基礎研究不足。 

2. 以文化為主題的教材數量少。 

3.時空限制欠缺多元的學習者背景研究等研究限制。 

針對此研究方向提出未發展與建議： 

1.語言教學為出發的文化研究。 

2.探討學習者背景文化與標的語的距離。 

3.發展主題式華語短期套裝教材。 

六、華語文教師跨文化課室經營之討論（劉敏瑛，2008） 

摘要：整體研究的理論架構，為從跨文化與課室經營的本質與複雜面

開始討論，延伸到跨文化因素在華語學習課室中，帶給教師和學生於教學

與學習方面的影響，以此建立研究的理論基礎。研究方法採描述性研究法，

以問卷調查與訪談的技術，對十三所大學院校華語中心之華語文教師為研

究對象進行資料蒐集。從問卷調查結果得知華語教師常見的跨文化課室經

營疑難處；從訪談結果得知華語教師所抱持的教學理念及實際所採用的解

決作法，並將之與學者提出的課室經營理念與模式作分析與討論，進而得

到常見的跨文化課室經營疑難點與解決作法之研究結果，其中常見的疑難

點包括學生方面的人格特質、學習行為和跨文化之人際關係，以及教師方

面的人格特質及跨文化的課室經營技巧；解決作法則包括鼓勵學生積極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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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增進師生關係與營造積極的課室氣氛。 

從研究結果得知華語文教師需要正視跨文化的課室經營技能，因為影

響學生學習的變數有性格、學習態度與跨文化的人際關係等，而教師本身

的性格、教學態度與跨文化的課室經營技巧，亦同樣具決定性。從研究結

果的內涵歸納出華語文教師跨文化課室經營之通則，包括下列幾點： 

1. 華語文教師需要專業華語文教學學養，這仍是華語教師首要必備條

件，因為這是學生最需要的； 

2. 華語文教師需要跨文化的知識與包容，這是華語教師面對不同文化

背景學生的唯一利器； 

3. 華語文教師需要課室經營技能，這是一種教學經驗積累的智慧，但

仍可經由不斷地學習與反思獲取； 

4. 華語文教師需要建立個人的課室經營理念與策略，唯有教師自己有

所依循，學生才得以有所遵循。 

由上述近年相關研究結論可歸納出文化教材編寫與文化教學普遍存在

的問題有下列幾項：  

1. 兼具真實性、趣味性、針對性和科學性的文化教材或素材缺乏； 

2. 文化主題定位不清、專業分級不明； 

3. 文化題材的課程設計與教材應更緊密的結合； 

4. 完善的網上輔助活動及多元教材資料庫極待建立； 

5. 教材編寫或多媒體教材開發者專業學養不足； 

6. 教材同質性過高，重複編寫開發，造成浪費； 

7. 各相關單位未能妥善協調，資源無法共享。 

上面歸納的幾點也是目前僑務委員會教材存在的問題，尤其真實性教

材缺乏、教材定位不清分級不明、教材同質性過高這三項，是該會教材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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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需要調整的部分。 

第五節 小結 

由上我們可了解，作為一個初嶄露頭角的新興強勢語言，華語文教學

的發展是近十幾年來才真正開始，包括發展本身的語言教學理論與教學方

法系統，比之英文、法文、日文等這些較早受注目的語言來說，華語文教

學，正走入亟需知識與養分灌入的青少年時期。而將「文化」導入華語文

教學的概念，又為華語文教學領域中的新興熱門課題，與此相關的研究、

理論處於各家爭鳴階段，尚無具體理論出現。在浩瀚的華語文教學領域中，

要詮釋文化、以及導入的範疇、主題並不容易，而筆者在此研究中以僑委

會教材為例，係因該會教材發行宗旨即以傳承中華文化為出發點，因此筆

者欲探就該會教材中有關文化導入的情形，歸納整理其現況與不足之處，

輔以本章各節所提文化教學與教材編寫理論，以及下一章之問卷調查結

果，其能針對僑委會教材之文化導入提出更具體之建議，以利未來在文化

題材類之華語文教材的開發上有所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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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化教學現況調查 

上一章文獻分析中說明第二語言中文化教學的相關理論、文化導入方

式及教材編寫與開發原則等。本章針對本研究進行中，所作華語文教師對

文化教學的認知與教學現況問卷結果進行分析，得知華語文教師對於文化

內涵的認知、對於文化教學的各項觀點、進行文化教學所面臨的難點，以

及對於文化教學的教材需求。 

第一節 華語文教師對文化教學的認知與教學現

況調查 

吳明清根據研究的方法，將研究類型分為「歷史研究」、「敘述研究」

及「實驗研究」等（2006：21）。又，敘述研究是在描述、說明、解釋現存

條件的性質與特質，看看現況是何種面貌，因而掌握事實、了解真相。敘

述研究的運用範圍很廣，蒐集資料的方式也很多。就蒐集資料的方法而言，

敘述研究的資料可藉觀察、問卷或訪談而得（2006：86）。這種研究方法與

本研究所進行之研究過程相契合。 

本研究主要以調查問卷所收集的資料作為分析的依據，目的在將資料

做進一步的說明與解釋，增進對海內外華語文教師對於文化教學的認知與

教學現況的了解。另，輔以下一章的僑委會教材現況分析，二者相互比對，

期能針對該會教材開發與編寫提出具體參考建議。 

本研究所設計之問卷調查對象，係以華語文教師或有實際華語文教學

經驗之相關系所學生為主，問卷內容著重於目前海內外華語教師對於文化

內涵的認知、對於文化教學的各項觀點、進行文化教學所面臨的難點、及

對於各種文化主題之需求。研究期間適逢僑務委員會舉辦「第六屆全球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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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網路教育研討會」，與會者多半與僑務委員會在教材開發或是教材使用上

有相關淵源，藉由此難得的機會，針對與會者發放問卷，總計發送 200 份

問卷，回收 139 份，有效問卷 134 份。 

一、問卷設計 

本研究所設計之問卷調查對象，係以華語文教師或有實際華語文教學

經驗之相關系所學生為主，問卷內容著重於目前海內外華語教師對於文化

內涵的認知、對於文化教學的各項觀點、進行文化教學所面臨的難點、及

對於各種文化主題之需求。 

本問卷之設計係參考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兒童英語教育學系碩士班游琬

娟（2007）《台北市國小英語教師對英美文化教學的認知與教學現況之調查

研究》所作問卷架構，另以及僑務委員會針對「美國地區幼兒、兒童華語

課程」暫行綱要所作問卷調查內容中，有關華語文教材之課文主題、課文

情境部分作為問卷題目設計之參考。問卷主要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份了

解受訪者基本資料；第二部分調查華語文教師對文化內涵的認知，除參考

前述兩項研究之問卷內容外，另綜整定義文化相關之論述6，以此設計六大

項文化內涵觀點，作為第四章教材分析之依據。；第三部分調查華語文教

師對於文化教學的各項觀點。下面針對所作問卷結果一一統計： 

 

二、問卷調查結果 
 

                                                 
6 關於文化的定義，茲舉例如下： 
（1）“By culture we mean all those historically created designs for living, explicit and implicit,  
      rational, irrational, and non-rational, which exists at any given time as potential guides for  
      the behavior of men“  （Klukhohn. C., & Kelley. W. H., 1945:78-105 ） 
（2）“Culture is the collective programming of the mind which distinguishes the members of  
      one category of people from another.＂  （Hofstede, G.,1984: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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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基本資料 

A1. 性別： 

134 份問卷中，男性 31 人（佔 23.13％）；女性 103 人（76.87％）。 

男 23.13%

女 76.87%

男

女

 
圖 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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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年齡： 

26 歲以下有 14 人（佔 10.45％），26-35 歲有 22 人（佔 16.42％），

36-45 歲有 34 人（佔 25.37％），46-55 歲有 43 人（佔 32.09％），56 歲

以上有 21 人（佔 15.67％）。 

年齡

10.45%

16.42%

25.37%

32.09%

15.67%

26歲以下

26-35歲

36-45歲

46-55歲

56歲以上

 

圖 三-2 

A3. 在國外居住的經驗： 

沒有國外居住經驗的有 34 人（佔 25.37％），在國外居住經驗 1個月

以下的有 19 人（佔 14.18％），2-5 個月的有 12 人（佔 8.96％），6-11

個月的有 3 人（佔 2.24％），1-2 年的有 4 人（佔 2.99％），2-5 年的有

4人（佔 2.99％），5年以上的高達 58 人（佔 43.28％）。 

在國外居住的經驗

25.37%

14.18%

8.96%2.24%2.99%2.99%

43.28%
無

1個月以下

2-5個月

6-11個月

1-2年

2-5年

5年以上

 

圖 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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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目前的身分： 

    現任華語文教師 102 人有（佔 76.12％），華語文相關系所學生有 23

人（佔 17.16％），曾任華語文教師有 8人（佔 5.97％），未作答 1人（佔

0.75％）。 

目前身份

0.75%

76.12%

17.16%

5.97%

無

現任華語文教師

華語文教學相關系所學生

曾任華語文教師

 

圖 三-4 

A5. 華語教學的任教年資： 

任教經驗 1 年以下有 23 人（佔 17.16％），1-5 年 36 人（佔 26.87

％），6-10 年 22 人（佔 16.42％），11-15 年 16 人（佔 11.94％），16-20

年 17 人（佔 12.69％），21 年以上 18 人（佔 13.43％），此題未作答 2

人（佔 1.49％）。 

華語教學的任教年資

1.49%
17.16%

26.87%

16.42%

11.94%

12.69%

13.43%

無

1 年以下

1-5 年

 6-10 年

11-15 年

 16-20 年

 21 年以上

 

圖 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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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任教的班級學生程度為（本題可複選）： 

教基礎班的老師有 65 人（佔 24.81％），教初級班的有 72 人（佔 27.48

％），教中級班的有 57 人（佔 21.76％），教中高級班有 41 人（佔 15.65

％），教高級班有 19 人（佔 7.25％），未作答有 8人（佔 3.05％）。 

任教的班級學生程度

3.05%

24.81%

27.48%

21.76%

15.65%

7.25%

無

基礎

初級

中級

中高級

高級

 

圖 三-6 

A7.您在華語課進行關於文化教學的頻率為： 

從未使用有 17 人（佔 12.14％），每學期兩、三次有 32 人（佔 22.86

％），每月至少一次的有 34 人（佔 24.29％），每週至少一次的有 29 人

（佔 20.71％），其他 11 人（佔 7.86％），未作答 17 人（佔 12.14％）。 

在華語課進行關於文化教學的頻率

12.14%

12.14%

22.86%
24.29%

20.71%

7.86%

無

從未使用

每學期兩、三次  

每月至少一次

每週至少一次

其他

 
圖 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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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您是否曾使用過僑務委員會所出版教材進行華語教學或文化教學？ 

    曾使用過僑務委員會教材進行教學的有 65 人（佔 48.51％），未使用

過僑務委員會教材的有 66 人（佔 49.25％），此題未作答有 3 人（佔 2.24

％）。其中僑委會教材最常被使用的有僑教雙週刊、五百字說華語、一千

字說華語、台灣節慶（DVD）、兒童華語課本等，另外在網路資源方面，全

球華文網上的資源亦常常被利用來作為教學輔助。 

2.24%

48.51%

49.25%

無

是

否

 

圖 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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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華語教師就華語教學觀點，對於文化內涵的認知。 

B1.在華語的文化教學中，「文化」一詞最主要的是指與字彙或辭彙等語言

上(如：「哪裡，哪裡」) 或肢體語言上(如打招呼的方式)的特殊意義： 

非常同意7人（佔5.22％），同意84人（佔62.69％），不同意40人（佔

29.85％），非常不同意有2人（佔1.49％），未作答有1人（佔0.75％）。 

0.75% 5.22%

62.69%

29.85%

1.49%

無

非常同意

同意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圖 三-9 

B2.有關在華語的文化教學中，「文化」一詞最主要的是指日常生活中有形

的文化產物，例如：食物、服裝、錢幣等等的看法： 

非常同意19人（佔14.18％），同意83人（佔61.94％），不同意29人

（佔21.64％），非常不同意2人（佔1.49％），未作答1人（佔0.75％）。 

0.75%
14.18%

61.94%

21.64%

1.49%

無

非常同意

同意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圖 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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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有關在華語的文化教學中，「文化」一詞最主要的是指文化的內隱知識，

如：價值觀、宗教傳統方面的看法： 

非常同意有33人（佔24.63％），同意有87人（佔64.93％），不同意

12人（佔8.96％），此題未作答有2人（佔1.49％）。 

1.49%

24.63%

64.93%

8.96%

0.00%

無

非常同意

同意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圖 三-11 

B4.有關在華語的文化教學中，「文化」一詞最主要的是指社會互動的模式

與習慣，例如：節慶、風俗民情、生活習慣、和社會禮儀與禁忌的相

關看法： 

非常同意有58人（佔43.28％），同意有71人（佔52.99％），不同意3

人（佔2.24％），此題未作答有2人（佔1.49％）。 

1.49%

43.28%

52.99%

2.24%

0.00%

無

非常同意

同意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圖 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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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有關在華語的文化教學中，「文化」一詞最主要的是指外顯的藝術文化，

例如：歌仔戲、布袋戲、國畫、書法藝術的相關看法： 

非常同意36人（佔26.87％），同意89人（佔66.42％），不同意6人（佔

4.48％），非常不同意有1人（佔0.75％），未作答2人（佔1.49％）。 

1.49%

26.87%

66.42%

4.48%

0.75%

無

非常同意

同意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圖 三-13 

B6.有關在華語的文化教學中，「文化」一詞最主要的是指在課堂上介紹各

國家的各大城市、及其氣候等地理環境與地圖，及如人物與地區等歷

史的相關看法： 

非常同意有11人（佔8.21％），同意有61人（佔45.52％），不同意44

人（佔32.84％），非常不同意有11.94人（佔0.75％），此題未作答有2

人（佔1.49％）。 

1.49% 8.21%

45.52%

32.84%

11.94%

無

非常同意

同意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圖 三-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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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其他，我認為「文化」一詞最主要的是（整理問卷內容詳列如下）： 

非物體文化和有型體的文化 

一個國家或民族的歷史演變及其過程有關的各種事物與活動 

傳播傳統文化 

風俗、習慣、禮儀 

傳統文學與哲學思想 

生活的型態與精神模式 

比較中西生活差異 

語言的演進、社會互動模式及傳承 

傳統人文特色、風俗、信仰 

文化傳承 

一個國家或民族的人文、歷史、民俗、哲學、信仰、飲食、藝文 

一個民族的內涵傳承素質 

生活的全部 

歷史 

特殊的生活型態及方式、價值觀 

生活中的一切 

一個地區居民的生活習俗、生活方式 

價值觀、特殊字辭用法 

創意、藝術 

民族的風俗民情 

傳統經書  

人文風情 

國家形象 

一個地區經多數人認同的一個價值理念 

中華文化及歷史 

日常生活中與身邊週遭的事物認知與尊重 

與一國文化歷史、傳統生活相關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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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華語教師對於文化教學的各項觀點 

C1.您覺得「文化」一詞的定義包含哪些？（本題可複選） 

語言有122人（佔8.23％），文字有115人（佔7.76％），知識有88人

（佔5.94％），宗教有98人（佔6.61％），價值觀有91人（佔6.14％），

藝術有117人（佔7.89％），道德有101人（佔6.82％），法律有37人（佔

2.50％），習俗有120人（佔8.10％），生產工具有42人（佔2.83％），社

會有89人（佔6.01％），經濟有51人（佔3.44％），飲食有112人（佔7.56

％），服飾有103人（佔6.95％），政治有41人（佔2.77％），科技有46

人（佔3.10％），生活方式有107人（佔7.22％），本題未作答有2人（佔

0.13％）。 

 

0.13%

8.23%

7.76%

5.94%

6.61%

6.14%

7.89%

6.82%

2.50%

8.10%

2.83%

6.01%

3.44%

7.56%

6.95%

2.77%
3.10%

7.22%

0.00%

10.00%

無 語

言

文

字

知

識

宗

教

價

值

觀

藝

術

道

德

法

律

習

俗

生

產

工

具

社

會

經

濟

　

飲

食

服

飾

政

治

科

技

生

活

方

式

數列1

 

圖 三-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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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學習中華文化乃是學習華語不可或缺的一部分，您的看法是： 

    非常同意有90人（佔67.16％），同意有40人（佔29.85％），沒有意

見有 3人（佔2.24％），不同意有1人（佔0.75％），非常不同意有0人。 

0.00%

67.16%

29.85%

2.24%

0.75% 0.00%

無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有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圖 三-16 

C3.關於文化教學與一般語言課程兩者間的比重，您的看法是： 

    認為文化教學與一般語言課程並重的有97人（佔72.39％），認為應以

文化教學為重的有15人（佔11.19％），認為應以一般語言課程為重的有18

人（佔13.43％），本題未作答的有4人（佔2.99％）。 

2.99%

72.39%

11.19%

13.43%

無 

文化教學與一般語言課程並重

以文化教學為重

以一般語言課程為重

 

圖 三-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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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關於文化教學與一般語言課程 課程分配，您的看法是： 

認

兩者間的

    認為文化教學應融入一般語言的課程中的有112人（佔83.58％），

為文化課程應與一般語言課程分開開設的有19人（佔14.18％），其他的有

1人（佔0.75％），本題未作答的有2人（佔1.49％）。 

1.49%

83.58%

14.18%

0.75%

無

文化教學應融入一般語言的課程中

文化課程應與一般語言課程分開開設

其他

 

圖 三-18 

C5.文化教學應重視學生的語言能 當的程度才進行，您的看法是： 

人（

力達到相

非常同意 20 人（佔 14.93％），同意 44 人（佔 32.84％），沒有意見 3

佔 2.24％），不同意 57 人（佔 42.54％），非常不同意 10 人（佔 7.46

％）。 

14.93%

32.84%

2.24%

42.54%

7.46%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有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圖 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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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我認為華語教師在教學中進行 原因為（本題可複選）： 

、

強化

文化教學的

認為語言是文化的一環，因此，認識中華文化，能激勵學生學習華語

所學的內容，提升學生學習華語的樂趣的有93人（佔39.08％）；認為

讓學生瞭解華語人士的溝通方式，及基本的溝通禮儀，加強其跨文化溝通

能力的人有75人（佔31.51％）；認為認識中華文化，並省思自身文化與中

華文化的異同，進而培養尊重與接納的跨文化意識的人70人（佔29.41％）。 

39.08%

31.51%

29.41%

語言是文化的一環，因此，認識中華文化，能激勵學生學習華語、強化所學的內容，提升學生學習華語的樂趣

讓學生瞭解華語人士的溝通方式，及基本的溝通禮儀，加強其跨文化溝通能力。

認識中華文化，並省思自身文化與中華文化的異同，進而培養尊重與接納的跨文化意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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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我認為文化教學的原則為（本題可複選）： 

生的語言能力」有84人

（佔

認為「要能符合學生的語言學習目標並配合學

30.55％），「要能針對外國學習者在跨文化交際中的障礙和困難，進

行文化教學」有68人（佔24.73％），「要介紹當代的主流文化」有31人（佔

11.27％），「要讓學生了解文化具有發展變化的特點」有43人（佔15.64

％），「要讓學生將文化知識轉為交際能力」有48人（佔17.45％），未作

答有1人（佔0.36％）。 

0.36%

30.55%

24.73%
11.27%

15.64%

17.45%

無

要能符合學生的語言學習目標並配合學生的語言能力

要能針對外國學習者在跨文化交際中的障礙和困難，進行文化教學。

要介紹當代的主流文化

要讓學生了解文化具有發展變化的特點。

要讓學生將文化知識轉為交際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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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8.文化教學應具備之能力（本題可複選）： 

18.03％），「多元文化教

育：

認為是「文化教學策略及方法」有53人（佔

了解不同文化、國家人民的思考模式及學習策略」有104人（佔35.37

％），「跨文化溝通能力：例如，文化價值觀等內隱知識如何影響溝通交

際。例如：美國人強調行動，中國人順其自然；美國人較傾向個人主義，

中國人較傾向群體主義」71人（佔24.15％），「其他中華文化素養：古典

文學、傳統戲曲、食衣住行等有形文化產物的文化內涵」有65人（佔22.11

％），未作答有1人（佔0.34％）。 

0.34%
18.03%

35.37%24.15%

22.11%

無

文化教學策略及方法

多元文化教育：了解不同文化、國家人民的思考模式及學習策略

跨文化溝通能力：例如，文化價值觀等內隱知識如何影響溝通交際。例如：美國人強調行動，中國人順其自然；美國人較傾向個人主義
，中國人較傾向群體主義

其他中華文化素養：古典文學、傳統戲曲、食衣住行等有形文化產物的文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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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您覺得文化教學應該包含哪些 夠有效幫助學生學習？（複選） 

（佔

部分才能

文化說明（圖片）有104人（佔15.25％），文化說明（影片）有111人

16.28％），文化說明（課文閱讀）有70人（佔10.26％），課文詞彙解

釋有53人（佔7.77％），會話練習有57人（佔8.36％），任務型活動有60人

（佔8.80％），文法練習有31人（佔4.55％），聽力練習有48人（佔7.04％），

戶外教學有79人（佔11.58％），課後延伸閱讀有67人（佔9.82％），本題未

作答有2人（佔0.29％）。 

0.29%
15.25%

16.28%

10.26%

7.77%8.36%
8.80%

4.55%

7.04%

11.58%

9.82% 無

文化說明（圖片）

文化說明（影片）

文化說明（課文閱讀）

課文詞彙解釋

會話練習

任務型活動

文法練習

聽力練習

戶外教學

課後延伸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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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您會利用哪些管道找尋文化教學相關的材料（本題可複選）： 

化

書籍

華語文教科書65人（佔17.47％），國文教科書31人（佔8.33％），文

87人（佔23.39％），網站114人（佔30.65％），僑委會75人（佔20.16

％）。 

17.47%

8.33%

23.39%
30.65%

20.16%

華語文教科書

國文教科書

文化書籍

網站

僑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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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請列舉目前您所知道的文化 問卷內容如下）？ 

華語、漢語、僑教雙週刊、全球華文網、故宮主題頁、教育資源網、

維京

教材（整理

百科網、節慶光碟、兒童中華文化、華語 E 世紀、IQ CHINESE、僑委

會網站、台灣節慶、靜思語、美洲華語、視聽華語、僑委會教材、文化僑、

故宮 E學園、僑委會出版光碟、中國歷史 E點通、歷史課本、文化二十講、

思想與社會、成語故事、風俗習慣、今日台灣、思想社會、中國寓言、民

間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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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2.華語教師進行文化教學所面臨的難點（本題可複選）： 

文化教材難尋有59人（佔30.26％），文化情境難說明有76人（佔38.97

％），教師相關背景不足有50人（佔25.64％），其他有6人（佔3.08％），本

題未作答有4人（佔2.05％）。 

2.05%

30.26%

38.97%

25.64%

3.08%

無

文化教材難尋

文化情境難說明

教師相關背景不足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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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3.身為一個華語教師，您對進行文化教學所需教材之需求為何？ 

成冊的文化專題系列教材有51人（佔28.18％），多元的文化素材（影

片、圖片、聲音等）有127人（佔70.17％），其他有3人（佔1.66％）。 

28.18%

70.17%

1.66%

成冊的文化專題系列教材 多元的文化素材（影片、圖片、聲音等）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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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4 您對文化教學設計有什麼建議或想法？ 

多利用創造多媒體教材 

通過文化藝術的活動來認知 

找一個具體而易懂的學習文化環境讓學生接觸與親自研究 

需收集後統整彙編,分不同層面的文化內涵及深淺程度 

重要節日由來介紹,民俗活動介紹體驗,歌曲的練唱 

以英文字幕或發音的動畫或短片 

盡量能提供實境教學的影片 

文化素材有雙語選單(中英文) 

視聽教材  動手作教材(工藝品等) 

每套教材設計最好附有教師手冊和整套教材和教科書 

海外華文教師在文化教學上需要有系統的訓練 

製作中英對照的影片，以卡通形式表達介紹，中國成語也需要有影片 

希望在網路上多提供文化教材,方便海外教師使用 

需設置多元類別 

迫切需要應積極提倡 

文化教學影片,圖片及實體教學相輔 

第二節 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一、第一部分基本資料： 

從受訪者的基本資料得知，多數華語教師有在國外生活之經驗，且有

半數（49.26％）的人居住海外時間達一年以上，甚至有近半數超過五年，

可知受訪者跨文化交際的實際經驗足夠。大部分受訪者的教學經驗豐富，

且任教班級從基礎班到高級班各種程度都有，多數教師至少教過兩種程度

的班級，且任教年資超過一年以上的教師高達 81.35％，擁有五年以上教

學經驗的教師更超過半數，因此問卷所呈現結果與建議應能充分反應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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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 

在進行文化教學頻率部分，超過半數的教師最少每個月會進行一次文

化教學，少數未在課程中進行文化教學；近半數受訪者曾使用過僑務委員

會教材進行教學，其中最常被使用的教材為【僑教雙週刊】、【五百字說

華語】、【一千字說華語】、【台灣節慶（DVD）】、【兒童華語課本】等，

另外在網路資源方面，全球華文網上的資源亦常常被利用來作為教學輔助

參考。 

二、第二部分文化內涵的認知 

此部分受訪者對於「文化」一詞最主要是指 

A.「對文化字彙或詞彙上的特殊意義」持肯定看法的有 68％；否定看

法的有 31.34％。 

B.「日常生活中有形的文化產物」持肯定看法的有 76.12％；否定看

法的有 23.13％。 

C.「文化的內隱知識」持肯定看法的有 90％；否定看法的有 8.96％。 

D.「社會互動的模式與習慣」持肯定看法的有 96.27％；否定看法的

有 2.24％。 

E.「外顯的藝術文化」持肯定看法的有 93.29％；持否定看法的有 5.23

％。 

F.「地理歷史」持肯定看法的有 53.73％；否定看法的有 33.59％。 

由上可見受訪者最認同「文化」一詞最主要的是指「D.社會互動的模

式與習慣」，其次是「E.外顯的藝術文化」與「C.文化的內隱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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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部分有關華語教師對於文化教學的各項觀點 

受訪者對於「文化」一詞的定義，排序前幾名的分別是：語言、習俗、

藝術、飲食、文字、及生活方式；高達 97％的教師認為，學習中華文化乃

是學習華語不可或缺的一部份；而一半以上（72.39％）的人認為文化教學

與一般語言課程並重；且 83.58％的人認為文化教學應融入一般語言的課

程中。有關文化教學應重視學生的語言能力達到相當的程度才進行，持正

反兩方觀點的人數各半；有關華語教師在教學中進行文化教學的原因，多

數教師認為語言是文化的一環，因此，認識中華文化，能激勵學生學習華

語、強化所學的內容，提升學生學習華語的樂趣；多數人贊同文化教學的

原則要能符合學生的語言學習目標並配合學生的語言能力。 

在華語教師進行文化教學應具備之能力方面，多數人認為要具備「多

元文化教育：了解不同文化、國家人民的思考模式及學習策略」、及「跨

文化溝通能力：例如，文化價值觀等內隱知識如何影響溝通交際」等。另

外，文化教學應該包含文化說明的影片及圖片、課文當中要有文化說明及

延伸閱讀、並有實際戶外教學才能夠有效幫助學生學習。多數教師備課時

利用網路找尋文化教學相關的材料；在教學困境方面，多數受訪者認為「文

化教材難尋」以及「文化情境難說明」最困擾他們；而目前教師們在文化

教學時最需要的教材為「成冊的文化專題系列教材」與「多元的文化素材

（影片、圖片、聲音）」。下一章將探討僑務委員會所出版之教材中，文

化導入華語教材的現況及偏向。 

 72



第四章 僑委會教材文化導入現況  

第四章 僑委會教材文化導入現況 

本章針對僑務委員會已出版之平面教材及網路教材，歸納分析該會現

有教材當中有關文化點導入華語文教學的現況與不足之處，並得到該會教

材內容中有關文化觀點的呈現偏向文化的內隱知識，如價值觀、倫理道德，

以及民俗、節慶、古典藝文詩詞之美等，且多半的教材內容僅能說是文化

知識的介紹，缺乏實際文化情境及社會互動模式的呈現。

第一節 僑務委員會教材現況及簡介 

根據僑教策略「為提高海外僑民之文化水準，增進其智識技能，並加

強其對祖國的認識起見，應本因時因地制宜原則，編印僑民學校教科書，

課外補充教材及一般僑民讀物，隨時供應海外。」僑務委員會自民國七十

年代起投入編撰華語文教材提供海外僑校使用，並長期推展華語文教材研

發及出版品，平均每年提供一百萬冊以上教材供海外僑校上課使用。當時

的時空環境下，教材編寫旨在將傳統文化與台灣特色輸出海外加以傳承，

所以該會所出版的文化教材在帶動華語文教育的理念與推廣上尤有具體成

效。教材的內容會隨著時代變遷而有不合時宜之處，教材編寫的概念也會

因教學法的演進而有所不同。為符合實際教學與學習之需求，現階段該會

教材研發已經從華語作為第一語言的概念，進展到第二語言學習的探索，

近來更極力投入華語文教材及教學的數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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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利教材分析，筆者將該會迄今已出版之平面與數位化教材大致概分

為：核心教材、輔助類教材、網路題材三大類，進行分析之教材以有具體

紙本或光碟之教材為主，其餘網站資源視為素材不列入本研究範圍之中。 

一、核心教材 

核心教材大致依照遵循我國基本教育方針，分別從小學、初中至高中

等，分階段編印各種不同級別之教材，冊數上，則沿襲國內學制分科之概

念，小學以六年一至十二冊，初中、高中則各為三年、六冊。另，該會特

別注重兒童階段之華語文學習，並且反映因地制宜的想法，因此新編華語

課本因應各地不同之僑情出版了印尼、泰國及菲律賓三種語版。 

核心教材中，【兒童華語課本】、【新編華語課本】有學生作業簿、教學

指引或教師手冊等輔助教學的教具；【初中華文課本】、【中文讀本】及【高

中華文課本】都另有教學指引可以輔助教學；而較屬於成人學習的【五百

字說華語】與【一千字說華語】已開發影音互動式課程，可提供學習者依

程度及興趣自行學習與練習。 

僑務委員會華語文教材—核心教材 

名稱 冊數 平面教材 影音光碟 網路題材
各版共用

對照語言

幼童華語讀本 (中英文版)  4 有 無 連結 英文 

幼童華語讀本 (中西文版) 4 有 無 連結 英文 

兒童華語課本 12 有 有 連結 英文 

兒童華語課本學生作業簿 12 有 無   

兒童華語課本教學指引 上冊 有 無   

兒童華語課本教學指引 下冊 有 無   

菲律賓版新編華語課本 12 有 無   

菲律賓版新編華語作業簿 12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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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律賓版新編華語教師手冊 12 有 無   

泰國版新編華語課本 12 有 無   

泰國版新編華語作業簿 12 有 無   

泰國版新編華語教師手冊 12 有 無   

印尼版新編華語課本 12 有 無 連結  

初中華文課本 6 有 無 連結  

初中華文教學指引 6 有 無   

中文讀本 6 有 無 連結  

中文讀本教學指引 6 有 無   

高中華文課本 6 有 無 連結  

高中華文教學指引 6 有 無   

新編華語注音符號課本  有 無 連結  

新編華語注音符號作業簿  有 無 連結  

新編華語注音符號教學指引  有 無   

一千字說華語  有 有 連結 英文 

五百字說華語 
（英、西、泰、葡、法、印尼、

德、日、韓) 
 有 有 連結  

五百字說華語中英文版影音互

動式光碟 
 無 有 連結 英文 

五百字說華語中西文版影音互

動式光碟 
 無 有 連結 西文 

五百字說華語中日文版影音互

動式光碟 
 無 有 連結 日文 

表 四-1 

二、輔助教材 

過去為增加海外華裔子弟認識中華民族地廣物博及文化輝煌的一面，

該會大量編印如兒歌、謎語、諺語、歇後語、民間故事等之富有趣味與教

育性之歷史故事，其目的在加強民族精神教育，傳播文化的種子，向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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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中華文化。而近年有感於時代變遷，海外各地華文學習者所受文化背

景薰陶不同，因此教材內容必須重新剔除不合時宜之處，以新的教材編寫

概念，並融入新的文化內容重新呈現輔助教材，例如：【快樂學華語】就是

以 5C 為教學目標所編寫的 Pre-AP 教材，也為教師教學資源之補充。另外，

隨著網路科技發展，數位學習成為華語文教育之新趨勢，該會順應潮流，

陸續推出數位僑教系列光碟書，如【弟子規】、【三十六計】、【台灣講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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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會華語文教材—輔助教材 

名稱 冊數 平面教材 影音光碟 網路題材
各版共用

對照語言

兒歌 5 有 有 連結 英文 

謎語 5 有 無 連結 英文 

諺語 5 有 有 連結 英文 

歇後語 5 有 無 連結 英文 

寓言故事第一冊  有 有 連結 英文 

寓言故事第二冊至第五冊  有 無 連結 英文 

民間故事（一）  有 有 連結 英文 

民間故事（二）  有 無 連結 英文 

成語故事(#3001)  有 無 連結 英文 

成語故事(#5005)  有 無 連結 英文 

老師的話  有 無 連結 英文 

兒童詩  有 無 連結 英文 

唐詩欣賞  有 無 連結 英文 

精選動畫故事  有 有 連結 英文 

台灣講古  有 有 連結 英文 

弟子規  有 有 連結 英文 

三十六計  有 有 連結 英文 

快樂學華語  有 有 連結 英文 

表 四-2 

三、數位教材 

自九 0 年代起，僑委會積極發展僑教數位化，期能教華語文教育帶往

另一新視界。除建置全球華文網路教育中心，提供數位教材呈現平台外，

並逐步進行平面教材數位化，從線上全文瀏覽、下載到線上有聲動畫、影

音呈現等等，有效縮減平面教材運寄成本及不便，提供更靈活運用之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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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學資源。 

僑務委員會華語文教材—數位教材 

名稱 冊數 平面教材 影音光碟 網路題材
各版共用

對照語言

僑教雙週刊  無 有 連結 英文 

遊戲學華語  無 有 連結 英文 

至聖先師-孔子  無 有 連結 英文 

孟子的故事  無 有 連結 英文 

詩詞之美  無 有 連結 英文 

傳統節慶  無 有 連結 英文 

台灣節慶  無 有 連結 英文 

認識台灣傳唱歌謠  無 有 連結 英文 

台灣童玩  無 有 連結 英文 

台灣燈謎巡禮  無 有 連結 英文 

台灣自然風情  無 有 連結 英文 

台灣紅樹林探索  無 有 連結 英文 

台灣的古蹟  無 有 連結 英文 

聚落文化之美-金門篇  無 有 連結 英文 

表 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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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小節係以問卷內容之六大項文化觀點，針對僑務委員會所出版之

平面及網路教材進行分析後，綜整僑務委員會教材內容在各項文化內涵分

佈的偏向。 

A、字彙或辭彙等語言上(如：「哪裡，哪裡」) 或肢體語言上(如打招

呼的方式)的特殊意義。 

B、日常生活中有形的文化產物，例如：食物、服裝、錢幣等。 

C、文化的內隱知識，例如：價值觀、宗教傳統。 

D、社會互動的模式與習慣，例如：節慶、民俗風情、生活習慣、社

會裡儀和禁忌等。 

E、外顯的藝術文化，例如：歌仔戲、布袋戲、國畫、書法藝術。 

F、地理歷史，例如：氣候、地理環境、人物與地區歷史等。 

由於教材之文化偏向判斷係由筆者按課文內容之主題呈現去認定，未

免混淆，以下茲舉例說明筆者進行分類判斷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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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一：一千字說華語第四十八課】 

課文內容主要是講述養成儲蓄的好習慣，因此歸類為 C（文化的內隱

知識，例如：價值觀、宗教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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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二：印尼版新編華語課本第五冊第六課】 

課文內容主要講述印尼的避暑勝地基巴納斯，並提及地理方位與氣

候，因此歸類為 F（地理歷史，例如：氣候、地理環境、人物與地區歷史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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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三：三十六計】 

內容主要講述歷史故事，因此歸類為 F（地理歷史，例如：氣候、地

理環境、人物與地區歷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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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僑務委員會教材之文化導入現況分析 

一、核心教材 

僅針對課本主體內容中有關文化導入部分進行討論與分析，至於教材

配套之教學指引、學生作業簿及教師手冊等不列入討論範圍；另新編華語

課本三種語版內容相似，僅以印尼版為例；新編華語注音符號課本內容較

不涉及文化範疇亦不列入探討。整理結果如下（依每一種教材進行逐冊逐

課分析，或是依內容單元進行文化導入現況的分析，每一課或每一單元有

出現六大項文化點即標註 1 點，最後統計全套教材共有幾課出現各文化觀

點之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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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會華語文教材—核心教材 

名稱 冊數 內容簡介與文化導入分析 比例 

幼童華語讀本  4 

民國 77 年 5 月出版，95 年 5 月曾修訂再版，

是台灣最早發行海外的幼兒華語讀本。內容

針對幼兒家庭及學校生活情景編寫，且句子

短、篇幅小，以韻文方式呈現，有助於幼童

閱讀學習。全套書 48 課中，有 2 課呈現文化

點 C、有 20 課出現文化點 D。 

46％ 

兒童華語課本 12 

民國 82 年 7 月出版，以溝通式教學法為主，

著重日常生活的表達與溝通。1 至 7 冊為對話

形式，第 8 冊之後為敘述文體，以學生個人

生活經驗為題材，內容實用。48 課中，有 2

課呈現文化點 B、10 課呈現文化點 C、16 課

呈現文化點 D 以及 1 課文化點 F。 

60％ 

印尼版新編華語

課本 
12 

民國 93 年 12 月出版，是為印尼華僑小學學

習華語需要而編寫，不論選字用詞、版面設

計皆近量考量印尼地區實際情況訂定，針對

性強。內容涵蓋日常生活用語、寓言故事、

歷史故事語人文地理等多元題材。138 課中，

有 22 課呈現文化點 C、8 課呈現文化點 D、

15 課呈現文化點 F。 

33％ 

初中華文課本 6 

民國 85 年 7 月出版，內容側重中華文化相關

題材，為培養海外學生閱讀古文能力，強化

對中華文化的認知。取材選取簡易的文言

文、詩、詞、曲、寓言故事、民間故事及近

代文學等。全套書 84 課中，有 45 課呈現文

化點 C，12 課呈現文化點 E，2 課呈現文化

點 F。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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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讀本 6 

民國 98 年 5 月出版，此套教材係以「初中華

文」現有課文架構為基礎，重新改寫習作部

分，引進 AP 規範及 5C 之原則，納入以學生

為中心之聽、說、讀、寫等情境練習，提高

學生綜合思考、分析之能力，落實語言的實

用價值。 

同上 

高中華文課本 6 

民國 87 年 1 月出版，此教材屬高級華語文閱

讀教材，內容包含新詩、古典詩詞、文言文

等，涉及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學與文化內涵。

全套教材 84 課中，有 13 課呈現文化點 C，5
課呈現文化點 F。 

21％ 

一千字說華語  

民國 81 年 1 月出版，是成人學習華語的通用

型會話教材，是原刊載於僑教雙週刊上的一

百課華語會話練習合集，內容以主題性方式

呈現 100 課中，有 1 課呈現文化點 A、8 課

呈現文化點 B、12 課呈現文化點 C、21 課呈

現文化點 D、11 課呈現文化點 E 及 4 課呈現

文化點 F。 

57％ 

五百字說華語  

民國 79 年 10 月出版，是通用型華語會話教

材，且迄今已發行英、西、泰、葡、法、印

尼、德、日、韓 9 種語版。內容以實用為導

向，取材皆自日常生活，涵蓋自我介紹、家

庭、學校、簡單應對等等。30 課中，有 7 課

程現文化點 D、2 課程現文化點 E。 

30％ 

表 四-4 

二、輔助教材 

輔助教材多為取材單一的教材，因此僅就內容作簡介並歸納文化偏

向，此類教材多半沒有教學指引、學生作業簿及教師手冊等輔助教學工具，

所以較無法得知在其在輔助教學或學習上的功能。 

僑務委員會華語文教材—輔助教材 

名稱 冊數 內容簡介與文化導入分析 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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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歌 5 

民國 79 年 10 月出版。全套教材共收

集 156 首兒歌，惟課文中只有兒歌的

歌詞，並未附錄簡譜或 CD 音樂，似

乎無從教唱。 

C、D 

謎語 5 

民國 79 年 10 月出版。猜謎語是早期

華人在節慶期間最愛的文化娛樂活

動，但此套謎語收集之 146 個謎語大

量使用文言文，難度太高，學習者難

理解。 

C、D 

諺語 5 

民國 79 年 10 月出版，內容共收集 160
個華語常用諺語。課文多半只對諺語

本身作簡單白話說明，但沒有說明適

用的情況。 

C、D 

歇後語 5 

民國 79 年 10 月出版，內容共收集 160
個歇後語。五冊內容未有銜接性，且

所選歇後語艱澀難懂，一般日常生活

鮮少聽到，除對課文作簡單白話說明

之外，沒有說明適用的情況。 

C、D 

寓言故事 5 
內容選材單一，介紹中國歷史與寓言

為主，與成語故事、民間故事等套書

內容同質性高。 
C、D 

民間故事 2 

民國 88 年出版。流傳於民間的故事，

因時代、地域、民情、風俗的差異而

有所不同，多半為口耳相傳，內容通

常敘述一個民族的夢想和願望。偏屬

D（社會互動的模式與習慣）。 

C、D 

成語故事  

民國 82 年出版，內容包含歷史故事與

民間傳說，注重成語故事背後的歷史

背景，較多是具趣味性與諷刺性的成

語故事。惟內容雖豐富，但全冊內容

只有英文翻譯，沒有語法教學或相關

練習，對於成語故事沒有提到此成語

比喻意義為何，也未說明在何種情境

下使用。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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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師的話  

民國 80 年 3 月出版。內容為白話語

體，題材從人際關係、價值觀建立、

勵志話語到良好生活習慣的建立，取

材多樣，是很好的閱讀補充教材。 

C、D 

兒童詩  
民國 80 年 5 月出版，共收錄 100 首童

詩，內容無難易之分，有人物、四季、

節慶、自然、動物、植物等篇章。 
C、D 

唐詩欣賞  

民國 85 年 5 月出版。收錄 100 首著名

唐詩，包括五言或七言絶句與律詩，

並借重圖片配合，使視覺美感增強文

字表述意境的傳遞效果。 

C、D 

精選動畫故事  

民國 97 年 11 月出版。為便利海外僑

教老師教學運用，將民國 96 年度僑教

雙週刊所刊登之 24 篇精選動畫故

事，重新整編為單行本，以活潑影音

及多彩動畫呈現，內容多為寓言故事。 

C、D 

台灣講古  

民國 94 年 12 月出版。利用動畫故事

表現方式，呈現先人的智慧及待人處

世的哲學，希望學習者能在學習過程

中瞭解傳統及台灣文化的精華。24 個

單元中，偏屬 C（文化的內隱知識）

跟 D（社會互動的模式與習慣） 

C、D 

弟子規  

民國 96 年 3 月出版。利用動畫故事表

現方式，介紹中國歷史人物及其良好

德行，讓華文學習者在生動活潑有趣

的學習過程中，吸收先人的智慧及待

人處世的哲學。45 個單元，內容呈現

偏屬文化觀點 C（文化的內隱知識）。 

C 

三十六計  

民國 95 年 8 月出版。利用動畫故事表

現方式，呈現先人的智慧及待人處世

的哲學，希望學習者於提高華語文程

度的同時，從歷史經驗裡探索中華文

化豐富內涵。36 個單元，其中文化觀

點大多表現為 C（文化的內隱知識）

及 F（地理歷史）。 

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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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樂學華語  

民國 97 年 11 月出版。「快樂學華語」

專刊係 pre-AP 程度之學習教材，年齡

層設定已 k3-k6 之小學生為對象，內

容以家庭成員、電話禮貌、飲食、數

字、動物、器具等日常生活必須使用

的語言為核心，再穿插兒歌教唱、配

合課程作整合複習的輔助單元。內容

生動活潑，並能搭配光碟學習，提升

學習樂趣。 

A、B、C、

D、E、F 

表 四-5 

三、數位教材 

數位教材或素材提供較豐富多元的題材內容，非同紙本教材按章節呈

現，因此無法像核心教材逐課檢視，因此僅就內容作簡介並歸納文化偏向。

正確來說，此類教材應再細分為兩類，一是成套有系統發展的數位教材，

如【五百字說華語影音互動式課程】、或是按多元主題發展的數位教材，如

【僑教雙週刊】；其二是單純呈現文化知識，不具內容說明或教學指引的素

材，如【台灣童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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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會華語文教材—數位教材 

名稱 內容簡介與文化導入分析 備註 

僑教雙週刊 

期刊類華語文教材，雖非系統化編排成冊

的華語文教材，但因其及時性、新聞性

外、針對性、實用性、有趣性與有效性的

特色，成為教師教學與學生課後延伸學習

的良好輔助性教材。為服務既多且廣的全

球華人及其子弟，「僑教雙週刊」亦逐步

數位化，更能便捷的提供遠端的教學與學

習服務。以本年（2009）內容為例為例，

共有「AP 中文」、「中級華語專刊」、「高

級華語專刊」、「語文藝文天地」、「創作園

地」、及「常用中文句型」等，內容豐富

精采，除可線上瀏覽學習外，還可自行收

藏或下載使用。可補強海外華語文學習缺

乏語文環境，而且教學時數不足的問題。 

A、B、C、

D、E、F

遊戲學華語 
以線上遊戲的方式，提升學習者興趣。內

容分為詞彙寶庫、會話學堂及成語書苑三

大部分。無明顯文化導入。 
 

五百字說華語中英文版影音

互動式光碟 

內容同前述紙本教材說明，為承載媒介為

互動式光碟，因此有較紙本多了許多輔助

學習之功能，如情境影片、會話練習、文

化補充、測驗等。 

D 

一千字說華語影音互動式光

碟 

內容同前述紙本教材說明，為承載媒介為

互動式光碟，因此有較紙本多了許多輔助

學習之功能，如情境影片、會話練習、文

化補充、測驗等。 

D 

至聖先師-孔子 聖賢的故事 F 

孟子的故事 聖賢的故事 F 

詩詞之美 中國文學之美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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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節慶 

在古代中國，時序變化與農業生產活動息

息相關，所謂「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從實際的生產活動中，中國人很能具體的

感悟到時間的變化和更替，並且把這種感

悟融入生活，成為農業生活種種慶典儀

式。每逢重要節日，全體社會成員都得放

下手邊的工作，完全參與，所以又間接構

成凝結社會極重要的力量。中國人的生活

態度和生活方式，也在這些多采多姿的節

日中充分表現出來，呈現出非常活潑的生

活世界。同時，中國人的人生觀、自然觀

與宗教信仰，透過各種不同節慶，不同的

習俗，也發揮得淋漓盡致。由於民俗節日

具有休息與歡樂的調節功能，因此，倍受

中國人的重視。此教材意在介紹中國傳統

節慶所具有的精神象徵，以及各種習俗典

故。 

D 

台灣節慶 

自古以來，節慶的形成皆與常民生活有著

密不可分的關係，都具有「消災」、「祈

福」、「紀念」、「團圓」等特性，凸顯出人

們對祖先的虔心感恩，與敬天法祖的傳統

美德。台灣節慶型態主要可分為「傳統慶

典」、「民俗廟會」、「原住民祭典」與「新

興節慶」等型態。端詳台灣的節慶活動，

就如同發現台灣文化的脈動。 

D 

認識台灣傳唱歌謠 

歌謠屬於民間文學，是民間文化的重要載

體，民間歌謠自古流傳的作品，一般而言

不知作者為誰，而且在流傳過程中，也會

因時因地而有所變異，流傳越久越廣，自

然就會有越多的異文。台灣的文化界從日

本統治時期就開始有計劃的將歌謠采集

整理。直到現在歌謠作為傳統民間文化表

徵的意義，仍然未有改變。要了解台灣的

民間傳統，體會台灣味、感受台灣性，民

間歌謠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寶藏。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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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童玩 

分別介紹台灣鄉土農業時期、鄉土工業時

期、近代機工業時期與現代電子時期的童

玩，借由各時期的童玩可見當時的社會經

濟及人民生活狀況。 

D 

台灣燈謎巡禮 

燈謎是一種結合中國文字之美與傳統民

俗文化的活動。此教材完整敘述燈謎的由

來、類型，燈謎與民間節慶、民俗活動的

關係以及燈謎與台灣文化等。 

D 

台灣自然風情 
此套教材詳細介紹台灣之美，內容包含季

節之美、景觀之美以及欣賞之美。 
F 

台灣紅樹林探索 介紹台灣特殊的紅樹林生態。 F 

台灣的古蹟 
介紹台灣各地古蹟及其歷史淵源。影片模

糊不清。 
F 

聚落文化之美-金門篇 
介紹金門的歷史緣起、建築之美、民俗文

物以及宗族文化的歷史傳承。 
F 

表 四-6 

第三節 小結 

上述內容說明僑務委員會教材現況，在核心教材方面：每一種教材或

多或少都有文化觀點的導入，以【一千字說華語】100 課為例，內容以主

題性方式呈現，前一章問卷中所提的六大文化觀點（見 P.74）在各課出現

率高達 57％（呈現文化點 A的有 1課；呈現文化點 B的有 8課；呈現文化

點 C的有 12 課；呈現文化點 D的有 21 課；呈現文化點 E的有 11 課；呈現

文化點 F 的有 4 課）。而【初中華文課本】全套書 84 課中，文化觀點出現

率更高達 70％（呈現文化點 C的有 45 課，呈現文化點 E有 12 課，呈現文

化點 F有 2課）。以出現率來說，核心教材的文化導入程度相當高，然仔細

分析各教材文化觀點多為傳統價值觀、倫理道德、藝文詩詞之美等等，缺

乏實際文化情境及真實社會互動模式的呈現。 

在輔助教材方面：內容多為闡述古聖先賢的智慧哲理、傳統美德與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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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觀、倫理道德，以及民俗、節慶、古典藝文詩詞之美等，呈現的文化觀

點較為狹隘，脫離現代華人具體生活狀況。體裁方面，以歌謠，寓言故事、

諺語、謎語、詩詞等呈現，看似多元豐富，但有同質性過高的問題。 

而數位教材方面，除了【五百字說華語影音互動式課程】、【一千字說

華語影音互動式課程】是成套有系統發展的數位教材，以及【僑教雙週刊】

是按多元主題發展的數位教材外，其他的多半是單純呈現文化知識，不具

內容說明或教學指引的素材，如【台灣童玩】等，呈現方式偏向文化知識

介紹，難度高且缺少說明與運用方式，學習者即便閱讀完這些內容，也無

法知道如何得體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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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僑委會教材之設計及發展建議 

前兩章採用問卷調查方式探討了華語文教師對文化教學的認知，教學

現況與困境，以及對文化教材的需求；另外逐項逐冊地檢視僑務委員會迄

今已出版之平面與數位化教材，分析歸納其現況與文化導入偏向。本章首

先以前述所作問卷與僑委會教材分析結果作六項歸納：一、教材供給與實

際需求落差大；二、編寫概念偏重第一語言教學；三、程度分級不明及銜

接困難；四、核心教材文化導入不均；五、輔助教材同質性過高；六、數

位教材多為參考素材非系統化教材。 

第二節從編寫架構說起，依序從確定目標及需求、擬定大綱及發展策

略、資料蒐集與系統建立、內容編寫、實際試教/教學、評估、反饋到修正

的流程。而因教材編寫會隨著時間演進，而產生不同的教學觀念及適切的

主題內容，所以此前述的流程應該是一個不間斷的循環過程，才能讓教材

一直保持切合實用。有了編寫架構，接續就內容探討文化導入的方式以及

發展數位教材應有的要素。 

第一節 問卷調查與教材分析之歸納 

一、教材供給與實際需求落差大

從問卷統計結果得知，華語文教師認為「文化」一詞的內涵是社會互

動的模式與習慣、外顯的藝術文化、文化的內隱知識；又「文化」具體呈

現在語言、習俗、藝術、飲食、文字、及生活方式等主題。在教學困境方

面，多數認為是文化教材難尋以及文化情境難說明，而目前教師們在文化

教學時最需要的教材為「成冊的文化專題系列教材」與「多元的文化素材

（影片、圖片、聲音）」，希望教材應包含文化說明的影片及圖片、課文

當中要有文化說明及延伸閱讀等才能夠有效幫助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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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上述華語教師在文化教學上的困境及教材需求，對照目前僑委會所

提供的各類教材情況，在核心教材方面，雖區分有初、中、高級教材，但

各級間銜接有困難，且內容缺乏實際文化情境及社會互動模式的呈現；輔

助教材方面，題材雖多但同質性高，內容偏向傳統美德與價值觀、倫理道

德，以及民俗、節慶、古典詩詞等，脫離現代華人實際生活方式；數位教

材方面，多半非系統性發展及編寫的教材，且呈現方式僅能說是文化知識

介紹與陳述，難度高且缺少詳細說明與運用方式，使得教材之供給明顯與

實際需求有一大段落差。 

二、編寫概念偏重第一語言教學 

在推行海外華語文教育方面，僑委會因有其特有立場與宗旨，希望達

到維繫華僑與祖國的文化關係，希望他們能繼續保持中華文化的優良傳

統，並協助僑居地社會文化的進步的目標，所以過去在教材內容及主題的

選擇上，較偏重歷史文化及國家意識型態的傳承，強調傳統中華文化的灌

輸；在教材編寫概念上，反映以第一語言教學為主的母語教學心態，將國

民教育延伸複製到海外僑區，因此當時所發行之教材係沿襲國內學制分科

之概念編撰，其目的在加強民族精神教育，尚未有朝向融合僑居國語言、

文化、經濟、政治等的第二語言教學角度切入的概念。 

承上所述，研究者檢視僑委會多數核心教材及輔助教材發現，該會近

幾年在教材發展上已經努力朝第二與言教學觀念轉變，並邀請國內專家學

者協助檢視現有教材、擬定及修正教材發展綱要、導入第二語言教學的觀

念，因此陸續推出【中文讀本】、【快樂學華語】等以第二語言教學概念，

並融入 5C 教學目標編撰的教材，惟目前此類教材所佔比例不高。該會多

數教材仍屬出版年分距今有一段距離的，例如最受海外歡迎的教材【五百

字說華語】，是民國 79 年出版的通用性教材；【兒童華語課本】是民國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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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出版的兒童教材，二者距今已有近二十年的時間，期間雖經歷多次修編

與調整，但主要架構及編寫概念仍脫離不了原有教材框架。其他如【一千

字說華語】、【初中華文課本】、【兒歌】、【謎語】、【諺語】、【寓言故事】、【老

師的話】、【兒童詩】等教材，其出版時間距今都超過十年以上，因此呈現

的教材內容也尚未脫離前述的概念，偏重在第一語言教學。 

三、程度分級不明與銜接困難 

目前僑務委員會編寫的紙本教材與數位教材繁雜，依「全球華文網路

教育中心」上的歸類包含語文教學、數位學苑、文化饗宴與台灣采風等單

元的教材與素材，數量多且體裁豐富，但除了在語文教學單元內之核心教

材有區分初、中、高級教材外，其他單元內之輔助性教材如【兒歌】、【謎

語】、【諺語】、【民間故事】、【台灣講古】或數位教材如【台灣節慶】、【台

灣童玩】、【認識台灣傳唱歌謠】等，都無明顯的程度分級，學習者面對如

此繁雜的教材，很難選擇適合學習的教材。且細看這些教材內容，會發現

對初學者而言，教材大多過於艱澀難懂，例如中華文化天地裡各主題的文

章內容較長，範圍較廣，雖有影片輔助，但並非逐句發音，學習者即便有

心想學，也無法得要領。教材程度分級不清、難易過於懸殊，是該會現有

教材有待解決的一大問題。 

再者，各種教材間的銜接關係與相互支援的程度相當低，依目前所出

版之核心教材來看，若一個華語者依僑委會網站上規劃的分級順序，學習

初級教材【兒童華語課本】或【新編華語課本】、中級教材【五百字說華語】

或【一千字說華語】、到高級教材【初中華文課本】與【高中華文課本】，

會發現依此順序學習並無法有效循序漸進提升華語能力，這些教材中除了

【初中華文課本】與【高中華文課本】是有系統性的由淺而深安排內容發

展外，其他各級教材間，並未依詞彙數量、句型複現率或內容題材難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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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等作連貫性地發展，或是提供一套建議學習者參照輔助學習的機制，因

此造成學習過程出現銜接不上的困難，由此點推測早期發展華語文教材

時，可能未先擬定通盤的教材發展大綱與策略，抑或擬定大綱與策略後，

因各種行政因素並未徹底依循，因此導致各教材獨立發展，無法相互連結。 

四、核心教材文化導入不均

核心教材以語言教學為主，在教材內容中適時導入文化觀點，可以提

升學習者興趣，亦可幫助學習者正確掌握與運用目標語言，達到語言學習

之最佳效果。舒兆民（2002）指出「語言與文化相結合，結合本身就是一

種滲透，在語言教學中重視文化因素導入，將文化傳授滲透到語言中去，

才能有效地提高學生的語言表達能力。」 

檢視核心教材的文化導入現況發現，每一種教材或多或少都有文化觀

點的導入，以【一千字說華語】為例，研究者訂出的六大文化觀點在各課

出現率高達 57％；而【初中華文課本】的文化觀點出現率更高達 70％，以

出現率來說，核心教材的文化導入程度相當高，然仔細分析各教材文化觀

點多偏向闡述傳統價值觀、倫理道德、聖賢哲理或欣賞藝文詩詞之美等，

缺乏具有實際文化情境及社會互動模式的內容呈現。 

五、輔助教材同質性過高 

輔助性教材大部分同時有傳統紙本與數位形式的存在，內容多為闡述

古聖先賢的智慧哲理、傳統美德與價值觀、倫理道德，以及民俗、節慶、

古典藝文詩詞之美等，幾乎停留在過去偏重歷史文化及國家意識型態傳

承，強調傳統中華文化灌輸的年代，所呈現的文化觀點較為狹隘，較少考

慮到海外學生文化背景相異，情感取向和興趣喜好也不同，而且前述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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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脫離現代華人具體生活狀況，要學生學習此類文化，反而容易適得其反，

引起抗拒。 

而在體裁方面，多以歌謠，寓言故事、諺語、謎語、詩詞等呈現，同

質性相當高，多年來尚未見較有新意的體裁出現，例如流行歌曲、當代戲

劇、夜市小吃大搜查等實用性題材。另外，輔助性教材持續修編的情況較

少，頂多是去除明顯不合時宜或較具政治敏感度的主題，卻未通盤檢視輔

助教材的內容主題是否符合現代實際生活情況，因此從對外華語教材角度

來評估，此類教材就較顯得過時且不符實際需求。 

六、數位教材多為參考素材而非系統化教材 

再者，經檢視該會在網站上提供的數位教材後，發現除了最新的【五

百字說華語影音互動式課程】、【一千字說華語影音互動式課程】等可算是

依系統化方式發展的數位教材外，其他如【台灣童玩】、【台灣節慶】、【聚

落文化之美】等，只能歸類是素材，而非系統性發展及編寫的教材，呈現

方式僅能說是文化知識介紹，難度高且缺少說明與運用方式，學習者即便

閱讀完這些內容，也無法知道應該在什麼時機用上，換句話說，即是這些

教材並未具有教學或自行學習的要件，也無輔助教學或學習的配套內容，

如教學指引、學生作業簿等，以致於原本立意良好的多元化教材，變成僅

是教師備課時的教學參考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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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材設計建議 

本節依據第二章文獻資料、第三章所作問卷需求及僑務委員會教材分

析之結果，綜合歸納後針對僑委會華語文教材提出編寫與設計之建議，先

從教材編寫架構（骨）與文化導入教材內容（肉）兩部分說明。 

一、教材編寫架構 

教材的編寫架構，就如同人體的骨骼一樣，要先架構起強健的骨骼才

能讓肌肉有附著發展的依據。依據第二章文獻資料、第三章所作問卷調查

及第四章教材分析之結果，經綜合歸納後針對僑委會華語文教材提出建議

的編寫架構如下： 

 

 

 

 

 

 

 

 

 

 

 

 

圖 五-1 

 確定目標及需求 

擬定大綱及發展策略 

資料蒐集與系統建立 

內容編寫 

實際試教/教學 

評估

教/學的反饋 

教/學的成效 

(修正)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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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確定目標及需求 

雖然僑委會在推展對外華語文教育工作的概念是相當完備且先進的，

但以目前該會教材呈現的內容觀之，教材的文化目標偏向隱性價值觀與倫

理道德，此與問卷調查結果所顯示華語文教師所需要的文化教材主題有所

出入。在 Stern 的教材設計理論前二個層次中說明，應先通過社會學、人

類學等社會學科，分析出適合的第二語言社會的「文化主題」，然後再經由

教學的角度，從學習、教學、交際、語言四個方面再分析出「適合作為教

學的材料」（見 P.9）。然而如何挑選適當的文化項目作為教材設計的內容，

就有賴於先確認欲達成之目標及實際需求。 

再者，既有教材的評估原則，可以是新教材設計時的指導方針。由於

僑務委員會多年來在華語文教材開發上著墨甚深，因此已出版為數不少的

華語文教材，然而，由本研究結果得知，該會教材編纂時間都過於久遠，

內容有許多不合時宜之處，教材種類同質性也過高，因此建議該會再進行

編修或新編教材規劃之前，可先邀請專家學者針對現有教材作通盤的檢視

與評估，尤其是既有的相關的同類型教材，經詳細篩檢不適合以及相對匱

乏的主題後，找出現階段欲達成目標與實際需求，接續才能著手進行大綱

與發展策略的擬定。 

（二）擬定大綱及發展策略： 

如果說各種教學法是教材設計的精神，那麼大綱便是教材設計時的骨

架，這兩者是教材編寫之初，教材編寫者就應有相當程度的把握，因為這

影響到教學技巧的呈現方式，以及活動練習的設計與安排。教學技巧是用

來傳達教材內容，而活動練習是為了應用前三步驟所做的強化教材內容的

機會（見 P.22）。僑委會的華語文教材供應至世界各地，服務對象多元，所

 99



僑務委員會華語文教材之文化導入研究 
 

需的教材類別、屬性都相對複雜，然而每一種教材的發展都應先經過審慎

的思考，針對目標及需求擬定好大綱架構，並延續制定發展策略，如此一

來，教材編寫的過程不易發生偏離主題或失焦的問題，每套教材各有其主

軸方向，不會浪費精力編寫相似主題或功能的教材，更不會因政黨輪替或

是承辦監督人員異動或業務交接問題等行政因素，導致難以釐清接續問

題，而須費時重新去了解、規劃。 

（三）資料收集與系統建立： 

當確定目標需求並且擬定大綱後，接著就是依照此目標欲發展的教材

類型作資料蒐集。教材編寫者從教材開始規劃到編寫完成，期間不論是目

標與需求的確認過程、挑選適當的題材、討論教學技巧的呈現以及其他相

關的資料搜尋、整理、紀錄等，都是相當繁瑣且繁重的過程，因此一套教

材總是要耗費相當時日才能得以完成。以僑委會服務的對象來說，勢必須

要開發種類多元的華語文教材，才有辦法符合眾多不同的需求。 

種類多元的教材雖然各自目標不同，但編寫過程中相關原理原則或論

述可以相互借鏡參考，因此若能將每一次教材編寫過程中，所整理的各種

類型資料，包括參考文獻、圖片、影片、討論過程紀錄等等建立完善系統，

並加以數位化、系統化，將所有寶貴資料變成一個教材編寫的參考資料庫，

當資料庫內容越豐富，就越有利於後續繼續開發與編寫之工作，如此可以

省卻很多重複搜尋資料的時間，縮短教材編寫與開發的時程。 

（四）內容編寫 

蒐集完資料也確定教材大綱及發展方向後，便是實際進行內容編寫的

過程，參與編寫的人員必須有足夠的專業能力，最好有實際教學經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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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內容流於書面語言，或是不切實際。內容的編寫必須遵循前置作業所訂

定的大綱去發展，依照教學目標、主題或宗旨，安排適當的課文內容，包

括整課的結構安排，如學習指引、插圖、課文、生詞、語法、句型、文化

說明、練習等等，都必須與目標相呼應，才能真正編寫出符合實際需求的

教材內容。 

（五）試教與實際教學 

編寫完成之教材初稿，一定要經過實際的試教過程，從教師與學生的

反應與回饋建議，重複修正及調整，如此不斷循環才能得到一套真正符合

需求的好教材。誠如 Brown 所說，在編寫教材的過程中，一定要經過真正

的教學試驗，才能夠發現教材不足之處，同時也能針對不足之處作改進。

除此之外，若能由不同教師使用、試教，則所得到的反饋及效果將更好。 

過去僑委會的教材，有部分在編寫完成後由編寫團隊進行試教與修

正，如【印尼版新編華語課本】，然而礙於行政作業的結案時間，也僅就前

一二冊內容進行試教，修正架構後接續發展後面幾冊內容；而另一部分教

材係由過去文化題材資料中，就同一題材挑選篩檢後集結成冊，如【兒歌】、

【諺語】、【民間故事】等，目的是增加豐富多元的輔助題材，不經試教與

修正過程，因此如何運用於教學上全憑各教師的經驗去靈活運用。 

（六）評估與成效/反饋 

評估的過程是為求確認教材的正確性與切合實用。雖然教材的評估多

半成書之後才進行，但是評估與設計的關係其實互為因果，因此若能以評

估的項目及標準來反觀在教材編選之初的設計，從教材評估的項目找出教

材規劃時的原則與注意事項，不啻提供思考的新觀點。而且筆者以為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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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不須以盡善盡美的角度來評估教材，畢竟沒有一套教材是完美無缺

的，只要以最具關鍵性的項目，以切合實際需求即可，畢竟在教學的過程

中，有很多因素會影響其成效，教材並非唯一攸關成效的因素，教師、學

生、教學環境等都可能會影響整體教學成效，教材只是其中一部分，因此

要求一套盡善盡美的教材未免太過嚴苛。 

以趙金銘（1998）【對外漢語教材評估表】為例，其將對外漢語教材的

評估分為前期準備、教學理論、學習理論、語言材料、練習編排、注釋解

說、教材配套、其他等八項，大致涵括教材發展過程的重要事項。但筆者

以為，最理想的教材是適合教與學雙方使用，並能激發岀最大教學與學習

效益的教材，因此來自教師與學生實際反映的教學與學習成效與建議，是

提供教材更新修正的最佳指標，如此方能使教材隨時與時俱進。 

二、文化導入教材 

關於文化導入的原則，趙賢州（1992）提出須遵守階段性、適度性、

規範性、科學性等四項原則（參見 P.10）。意即語言教學需由淺入深，由

簡到繁，循序漸進的，文化教學亦同；要適應語言教學的需要；要傳授共

通的文化，而不是地域文化等等，下面針對僑委會的教材，分別說明各類

教材文化導入的建議。 

（一）核心教材部分 

趙賢州（1992）指出，「語言和文化的結合，是語言教學實踐性原則的

延伸。又，語言和文化的結合，應將文化導入語言教學，意即在語言教學

中，往文化方面傾斜。也就是說，要以文化在語言交際作用為主，增加語

言的信息量，進而減低跨文化交際的困難度，而非完全以文化為主。」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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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教材主要以語言教學為主，在教材內容中適時導入文化觀點，可以提升

學習者興趣，亦可幫助學習者正確掌握與運用目標語言，達到語言學習之

最佳效果。 

依僑務委員會推展對外華語教學的使命與目的，以及該會教材使用對

象遍佈全球的特色來看，核心教材除了在語言結構的安排上需要系統性地

由淺而深安排外，在內容方面應該將文化點滲透到教材中，文化導入應接

近學生的語言水平，由淺入深，由簡到繁，循序漸進，利用實際文化情境

及社會互動模式的內容，無形地引導學生體會或感受中華文化與現今台灣

社會實際生活，使學習者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同時體認中華文化並對比母

國的跨文化差異。  

（二）輔助教材 

輔助教材不同於核心教材以語言教學為主，其主要功能是補充及輔助

語言的教學，因此在輔助教材的部分文化導入可以主題性方式呈現。由第

三章問卷調查的結果得知，華語文教師在文化內涵認知方面，最認同文化

是「社會互動的模式與習慣」，其次是「外顯的藝術文化」與「文化的內

隱知識」；而文化具體呈現方面，華語文教師認為是語言、習俗、藝術、飲

食、文字、及生活方式等。可見輔助教材不需只拘泥在傳統詩詞、民間故

事、先聖哲理上面，亦可以從食、衣、住、行、育、樂、節慶、觀光、戲

劇、等多元方向切入取材。 

此類教材內容較具活潑且容易體驗的特色，容易引起學習者興趣，教

材中除了主題內容安排需考量外，教材內的插圖、練習都應盡量與真實情

況相符，以利學生在學習後能應用到實際生活當中。另外，輔助性教材因

為是主題呈現，非成套成冊的語言教材，具有靈活搭配教學的特色，應持

續不間斷地檢視修編，剔除不合時宜的內容及文化觀點才能確保教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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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合實用。 

（三）、數位化教材 

數位教材的優點之一即是可彌補紙本教材篇幅有限，無法將所有相關

資源一併納入教材中作為補充的情形，而文化題材的華語文教材，最需要

的即是豐富多元圖片、影片、動畫、甚至是聲音等元素，來提供學習者視

覺與聽覺的真實感受。因此在開發文化題材類的數位教材時，應盡量蒐錄

情境影片、或是與真實情況相當的圖片，輔以明確的發音與說明，幫助學

習者按圖索驥學習，並掌握語言的使用情境。 

以僑教雙週刊為例，原是紙本發行的週刊，內容單元活潑豐富，除了

及時性、新聞性外，更具備了針對性、實用性、有趣性等，後開發成數位

化的資源，便捷地供遠端華文教學之用。其中有多項功能提供良好數位教

材的模範，如： 

素材的取用與分類管理，在陸續擴充的數位化資料中，教師或學生使

用《僑教雙週刊》資料或所下載的檔案，建立自己的素材檔案資料庫，做

好分類妥善管理，當備課或課堂教學時，能順利地進行，節省時間。海外

華語文學習缺乏語文環境，而且教學時數不足，有的每週才二至三小時，

語文進步的空間有限，課堂時間已不敷使用，反覆練習與模仿無法在教室

內進行太多，網路線上的功能，正可補其不足，也因為機械性的操作，電

腦正可多次練習與使用，反覆聽讀，延伸至課後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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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材發展建議 

一套經過前節所述教材編寫流程設計及規劃出來的教材，由於目標與

需求明確，具有針對性及專門化的特性，確實有助於學習者語言的發展。

然而一套教材的編纂發展，過程看似簡單，但是協商過程細瑣繁複，期間

需耗費相當多的心力與時間，非短期可完成的一項工作。 

以僑務委員會推展海外華語文教育的立場來說，當學習中文形成一股

國際化的潮流，學習對象從華裔轉變成外籍人士，甚至不諳華語的第二代、

第三代華人移民時，現有教材需配合不同的需求，調整教材內容的呈現方

式甚至教學方法，以因應不同背景的學習者所產生的文化衝擊，並協助學

習者跳脫既有語言及自身文化的干擾。欲達成此目標，舊有教材勢必需要

經過重新修編或是淘汰的過程，並依目前需求及匱乏的主題編纂新教材，

才能提供符合海外需求之教材。 

然以行政角度觀之，海外需求多元，而政府單位年度預算與計畫有其

限制，實無法等待每一套需要曠日費時才得以完成的系統化教材。在分析

檢視僑委會眾多教材的過程當中，筆者發現該會因推展華語文教育多年，

已累積相當多的素材與教材開發經驗，雖然分析結果教材內容不盡然符合

現代需求，但筆者認為未來該會可朝向組合式教材的方式發展。該會可邀

請專家學者針對現有素材資源重新檢視並分類，並廣納教案（食譜），建立

完整的資料庫系統，提供教師組合他所需要的教材半成品，和一份供教師

組合時參考的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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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 

本研究以華語文教材之文化導入探討為出發點，希望藉由文獻整理得

出「文化」的概念如何巧妙地置於華語文教學之中；如何輔助華語文教學；

又如何協助學習者掌握母語之外的第二語言。除文獻分析外，筆者者針對

國內外一百多位華語教師及華語文相關系所學生，進行文化教學現況與需

求調查，並以僑務委員會已出版之平面教材及網路教材為例，歸納分析該

會現有教材當中有關文化點導入華語文教學的現況與不足之處，進一步提

出編寫文化教材的具體建議，提供僑委會未來在文化題材方面之華語文教

材規劃與開發之參考。 

事實上，從各種文獻及報告觀之，僑務委員會在推展對外華語文教育

工作的概念是相當完備且先進的，只是用現今的角度去審視該會過去所出

版教材時，難免會有因時代演進，而尚不及更新的情況出現。然而，隨著

時代變遷，華語文教材的編寫觀念、教學方式、內容等都必須加以調整才

能真正與時俱進。 

本章分為三個部分討論，第一節是結論，為本研究進行後的結論與過

程中的發現；第二節是研究發展之限制，為本研究進行時所遇到的困難及

限制；第三節是對未來研究發展之建議，為本研究可再進一步探討的部分，

並提出未來研究時可著手的方向 ，作為後續研究發展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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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結論 

針對本研究的結論，分從僑委會教材本身與教材提供兩部分作說明： 

一、教材內容 

從研究過程中知道，僑委會的核心教材以語言教學為主，而達到語言

學習之最佳效果，應在教材內容中適時導入文化觀點，以提升學習者興趣，

幫助學習者正確掌握與運用目標語言。就實際做法上，可在教材中增加實

際文化情境及社會互動模式的內容，利用課文中的情境無形中引導學生體

會或感受中華文化與現今台灣社會實際生活，達到語言教學與學習最主要

的目的。 

而在輔助教材方面，文化的導入可以主題性方式呈現，如節慶、飲食、

觀光、服飾、建築、戲劇等，不同於核心教材以語言教學為主，輔助教材

可以主題文化方式呈現，使教學內容具活潑且容易體驗的特色，引起學習

者興趣。取材方面亦需將海外學生文化背景相異，情感取向和興趣喜好不

同的因素考慮進來，且最重要的是必需持續修編更新內容才能確保教材切

合實用。 

在數位教材方面可以【僑教雙週刊】當作一個範例繼續加強發展，並

增加建立教材回饋機制，以正確掌握各類教材實際使用成效，利於後續修

編或作為新教材開發建議。尤其該會擁有豐富的現有資源，如傳統技藝的

影片與圖片、行銷台灣的文宣短片、數量充足的故事諺語等，都是可以重

新包裝或再利用的素材資源，只要搭配上適當的說明與學習技巧，就可以

變成輔助學生學習的最佳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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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提供 

僑務委員會推展僑民教育是根植在政治上的強化認同及歷史、文化的

傳承角度，然而，當學習中文形成一股國際化的潮流，學習對象從華裔轉

變成外籍人士，甚至不諳華語的第二代、第三代華人移民，中文也慢慢的

從母語教育轉而以第二語言教學的面貌出現時，僑民教育儼然逐漸發展成

海外華語文教育。回歸業務本質，僑務委員會並非語言學校或教學單位，

而是政府單位，在該會的業務執掌中涵蓋推展僑民教育的範疇。因此筆者

認為該會應扮演教材提供者的角色，並發揮政府單位行政統籌的能力，輔

助或補助國內各大華語文教學相關系所、語言中心、華語文教師或其他華

語文教學相關機構組織，從事開發編纂華語文教材。 

又，在該會教材提供方面，筆者建議可分教材供應者（即僑委會）、教

學者、及學習者三個面向作規劃。在教材供應方面，該會可利用其現有資

源及政府單位力量，輔助或補助國內各大華語文教學相關系所、語言中心、

華語文教師等開發或編纂各類型教材。在針對教學者的教材提供方面，可

邀請專家學者協助檢視現有教材資源，淘汰不合時宜的素材，持續更新及

提供符合實際需求的內容，並可蒐集各種教案，豐富教學資源庫，提供教

師組合他所需要的教材半成品，以及供教師組合時參考的教案。而針對學

習者自學方面，該會可持續開發如【五百字說華語影音互動式課程】類型

的教材，從教學指引、情境影片、對話練習、文化補充說明、測驗都兼備

的線上學習課程，方便學習者按照個人程度與需求，挑選適合的教材進行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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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未來研究發展建議 

在研究設計的過程中，由於實際情況中主客觀條件的不允許，筆者發

現了某些在研究當時無法克服的限制與未竟之處如下： 

（一）文化觀點分類的代表性有待商榷：本研究所設計的問卷調查題

目採用項目，基本上是研究者就相關書籍閱讀及參考相關主題研究的問卷

設計後歸納出來的選擇，然其是否真能代表了中華文化的全貌？此分類是

否需要增加或刪減？這些方面都有待於向文化專家和華語教學界的前輩們

諮詢。 

（二）教材分析未能深入詳盡：本研究以華語文教材之文化導入為出

發，然國內各大學語言中心、相關學會各自開發擁有或市面上、網路上流

通之華語教材繁雜，依筆者一人之力無法全數納入檢視與分析，因此僅以

僑委會所出版之教材為此研究探討範圍。而僑委會出版之各類教材數量亦

為數不少，因此筆者僅能就每一種教材大致作一檢視，說明現況及內容的

文化觀點偏向，無法更深入探索每一種教材的編寫架構、內容安排等等，

尤其是數位教材部分，該會網站上所呈現的題材繁複，無法全數詳盡點閱

瀏覽或實際操作，僅就每一套教材或素材的現況作概要分析。 

對於本研究日後繼續發展的建議，以及研究過程中發現的相關問題，

如：真實情境呈現的文化教材或素材尚待開發；文化主題尚須發展出一套

自有的定位與專業分級；完善的網上輔助活動及多元教材資料庫極待建

立；規劃華語文教學領域的各相關單位的協調與配合，使教學資源可共享，

不致重複編寫開發，造成浪費等，這些都是日後本研究可繼續發展探討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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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華語教師對文化教學的認知與教學現況之問卷 

 
 
 
 
 
 
 
 
 
 
 
 

 

 

第一部分：基本資料 《請依您實際狀況，在適當的 打勾》 

A1. 性別：  (1)男    (2)女   

A2. 年齡：  (1)26歲以下  (2) 26-35歲  (3) 36-45歲  (4) 46-55歲

 (5) 56歲以上 

A3. 在國外居住的經驗：  (1) 無    (2)  1 個月以下    (3)  2-5 

個月 (4)  6-11 個月     (5)  1-2 年    (6)  2-5 年    (7)  

5 年以上。 

A4. 目前的身份： 現任華語文教師 華語文教學相關系所學生 曾任

華語文教師 

A5. 華語教學的任教年資：  (1) 1 年以下     (2) 1-5 年    (3) 6-10 

年  (4) 11-15 年     (5) 16-20 年   (6)  21 年以上 

A6.任教的班級學生程度為：（可複選） 

   □（1）基礎  □（2）初級  □（3）中級   □（4）中高級   □（5）

高級 

                   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學生 郭淑芳  敬上

教安 

    本問卷所蒐集的資料將僅供學術研究，絕不另作他用，懇請您詳實的

填答。研究者極為重視及珍惜您的寶貴意見。感謝您的協助！敬祝  

    非常感謝您撥冗填寫此份問卷。本問卷旨在瞭解目前華語教師對於文

化教學的認知及在課程中進行文化教學的現況，以提供日後華語文化教學

課程設計的建議及參考。 

親愛的老師，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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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您在華語課進行關於文化教學的頻率為：（可複選） 

     (1)從未使用         (2)每學期兩、三次         (3)每月至

少一次  (4)每週至少一次     (5)其他___________ 

A8.您是否曾使用過僑務委員會所出版教材進行華語教學或文化教學輔

助？ 

    (1)是。教材名稱：                              (2)否    

第二部分：華語教師就華語教學觀點，對於文化內涵的認知。【請依

照您的看法在每題適當的□中打勾，此部分題目均為單選】   

 

 

B1 我認為，在華語的文化教學中，「文化」一詞最主要的是指 

與字彙或辭彙等語言上(如：「哪裡，哪裡」) 或肢體語言上 

(如打招呼的方式)的特殊意義。 

B2 我認為，在華語的文化教學中，「文化」一詞最主要的是指 

日常生活中有形的文化產物，例如：食物、服裝、錢幣等等。 

B3 我認為，在華語的文化教學中，「文化」一詞最主要的是指 

文化的內隱知識，例如：價值觀、宗教傳統。 

B4 我認為，在華語的文化教學中，「文化」一詞最主要的是指 

社會互動的模式與習慣，例如：節慶、風俗民情、生活習慣、 

和社會禮儀與禁忌。 

B5 我認為，在華語的文化教學中，「文化」一詞最主要的是指 

外顯的藝術文化，例如：歌仔戲、布袋戲、國畫、書法藝術。 

B6 我認為，在華語的文化教學中，「文化」一詞最主要的是指 

在課堂上介紹各國家的各大城市、及其氣候等地理環境與 

地圖，及如人物與地區等歷史。 

B7 其他，我認為「文化」一詞最主要的是指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不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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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華語教師對於文化教學的各項觀點【請依照您的看法在每

題適當的□中打勾，可複選】   

C1 您覺得「文化」一詞的定義包含哪些？ 

    語言 文字 知識 宗教 價值觀 藝術 道德 法律 

習俗 生產工具 社會 經濟 飲食 服飾 政治 科技 

生活方式 其他 

C2 學習中華文化乃是學習華語不可或缺的一部份，您的看法是：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有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C3 關於文化教學與一般語言課程兩者間的比重，您的看法是： 

   文化教學與一般語言課程並重 以文化教學為重 以一般語言課

程為重 

C4 關於文化教學與一般語言課程兩者間的課程分配，您的看法是： 

   文化教學應融入一般語言的課程中 文化課程應與一般語言課程分

開設 

   其他                               

C5 文化教學應重視學生的語言能力達到相當的程度才進行，您的看法是：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有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C6 我認為華語教師在教學中進行文化教學的原因為： 

   語言是文化的一環，因此，認識中華文化，能激勵學生學習華語、強

化所學的內容，提升學生學習華語的樂趣。 讓學生瞭解華語人士的溝

通方式，及基本的溝通禮儀，加強其跨文化溝通能力。 認識中華文化，

並省思自身文化與中華文化的異同，進而培養尊重與接納的跨文化意

識。 其他                                 

C7 我認為文化教學的原則為： 

要能符合學生的語言學習目標並配合學生的語言能力。 要能針對外

國學習者在跨文化交際中的障礙和困難，進行文化教學。 要介紹當代

的主流文化。 要讓學生了解文化具有發展變化的特點。 要讓學生將

文化知識轉為交際能力。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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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8 文化教學應具備之能力： 

文化教學策略及方法。 多元文化教育：了解不同文化、國家人民的

思考模式及學習策略。 跨文化溝通能力：例如，文化價值觀等內隱知

識如何影響溝通交際。例如：美國人強調行動，中國人順其自然；美國

人較傾向個人主義，中國人較傾向群體主義。 其他中華文化素養：古

典文學、傳統戲曲、食衣住行等有形文化產物的文化內涵。 

其他項目：                                         

C9 您覺得文化教學應該包含哪些部分才能夠有效幫助學生學習？ 

文化說明（圖片） 文化說明（影片） 文化說明（課文閱讀） 課

文詞彙解釋 

會話練習 任務型活動 文法練習 聽力練習 戶外教學 課

後延伸閱讀 

其他：                                         

C10 您會利用哪些管道找尋文化教學相關的材料： 

   華語文教科書 國文教科書 文化書籍 網站 僑委會 其他        

C11 請列舉目前您所知道的文化教材？ 

                                                                      

C12 華語教師進行文化教學所面臨的難點： 

文化教材難尋 文化情境難說明 教師相關背景不足 

其他                        

C13 身為一個華語教師，您對進行文化教學所需教材之需求為何？ 

成冊的文化專題系列教材 多元的文化素材（影片、圖片、聲音等） 

其他                       

C14 您對文化教學設計有什麼建議或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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