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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在這篇論文中主要研究的主題是要增加華語文學習者的學習興趣及

學習效率，所以作者以研究者的角色對泰國中華會館中華語文中心

(C.L.C.)小學二、三年級華語文學習的課程，做華語文教學課程的行動研

究。作者基於中華語文中心(C.L.C.)的研究場域，採用臺灣教育部審定國

民小學《國語課本》的教材，同時考慮學習者的學習態度、學習者的環境、

作者自己的教學策略等等進行行動研究。語文的教學應該是全語文的教

學，作者將聽、說、讀、寫的教學策略運用在課堂教學中，並在課堂教學

的過程去觀察學習者的學習情況。 

    研究之資料蒐集方式包括對於學習者之問卷調查、教師之教學方法自

我反思記錄、課堂教學觀察，教學錄音，以及學習者在語文聽、說、讀、

寫的學習效果評量。為了保持行動研究信度與效度，研究過程中亦對學習

者與家長進行訪談，並輔以同儕討論及學習者之測驗評量。另在教材之使

用上，也進行學習者意見調查，並對學校使用的數種版本教材進行教學對

比分析。 

在 2007年至 2008年中華語文中心(C.L.C.)的華語文教學課程行動研

究中顯示，教師必須事先瞭解第二語言學習者或外語學習者的學習智能。

進行教學時，研究者利用認知發展的基模理論，以布魯納(J.S.Bruner)螺

旋式課程組織規準方式（Spiral curriculum），課堂上應用認知教學法、

聽說教學法、直接教學法，著重複習與操練，加強學習者的認知記憶。為

達到語言交際溝通功能，以延伸教學「我手寫我口」的方式，利用寫造句、

作文的練習，予於補充學習者生活化的運用機會。在學習者的學習評量與

寫作階段中，可以確確實實地觀察到學習者的華語文能力提昇了許多。 



英文摘要 

The study of teach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ailand – an example of curriculums at 

the Chinese Language Center 

 

Abstract 

Key words: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 Foreign Language, 

          Methodology, Whole Language, Metacognition  

This paper is a study of methods for which to increase the interests and 

learning efficiency of students learn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erefore, the author has chosen the Chinese Language Center (here forth 

termed as the C.L.C.) in Bangkok, Thailand as location of her research, focusing 

on the courses for second and third year elementary students for her study.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chosen teaching materials at the C.L.C. , the learning 

attitudes of the students, self reflections of the author as a member of the 

teaching staff at the center are all vital parts of the author’s research.  The 

instruction of a language should encompass all aspects of the language itself, 

hence the author has combined the teaching strategies for listening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speech and written composition in to her classes.  By observing 

the reactions of the students, to further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elected 

teaching methods. 

 Data collection of this study comes from surveys taken by students, 

reflections of the author, classroom observations and recordings, evaluations of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students in the realm of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reli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is study, the author visits with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were conducted 

throughout the course of this study to discuss and conduct surveys regard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tudent’s study.  Regarding the usage of teaching materials, 

surveys were conducted to see the opinions of students about different texts.  

Further analysis was also done for the different texts used in the C.L.C. 



 The author’s studies at the C.LC.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between 2007 and 2008 indicate that, the teacher must hav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student’s language abilities beforehand.  Whilst teaching, the author uses 

knowledge development of the schema theory, with the Spiral Curriculum by J.S. 

Bruner, as well as Audio-Lingual, direct methods, emphasizing on revision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to strengthen the student’s cognitive memory.  

In order to reach the levels needed for functional lingual communication, 

extending on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written and 

spoken forms, using sentence-making and essay writing as practice, to 

provide students the chance to integrate the language in daily life.  It can 

clearly be seen from the evaluations of the students that their learning 

abilit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has increased. 

 



การวิจยัเชงิปฏิบตัิการดา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หลกัสตูรภา
ษาจี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กรณตีวัอยางโรงเรยีนสงเสริมภาษาจีน) 

คาํสาํคญั : 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 วธิกีารสอน, 

กา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แบบองครวม , 

                 การเรยีนรูเกีย่วกบัญาตปรญิญาของตนเอง 

บทคดัยอ  

วิทยานิพนธฉบับนี้มีจุดประสงคหลักเพ่ือกระตุนความสนใจและเพ่ิมพูนประสิทธิภาพในกา

รเรียนรูของผู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    

ดวยเหตุนี้ผูเขียนจึงไดทําการวิจัยเชิงปฏิบติัการดา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 

โดยมุงเนนศึกษาหลักสูตรการ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ในระดับช้ันประถมศึกษาปที่ ๒ และปที ่ ๓ 

ของโรงเรียนสงเสริมภาษาจีน สมาคมจงหัวแห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C.L.C) 

ผูเขียนอาศัยโรงเรียนสงเสรมิภาษาจีน (C.L.C) เปนสถานที่วิจยั  โดยใชแบบเรียนชุด 

แบบ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 ซึ่งผานการตรวจสอบจากกระทรวงศึกษาธิการของไตหวัน 

ขณะเดียวกันก็ไดพิจารณาถึงองคประกอบอื่น ๆ ในการทําวิจัยเชิงปฏิบติัการ อาทิ 

ทัศนคติ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และสภาพแวดลอมของผูเรียน ยุทธศาสตรการสอนของผูเขียนเปนตน 

เน่ืองจาก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น้ันควรเปนการสอนแบบองครวม 

ดังน้ันผูเขียนจึงนํายุทธศาสตรการสอนท้ังดานฟง พูด อาน เขียนมาปรับใชในช้ันเรียน 

อีกท้ังสังเกตสภาพการเรียนประกอบในระหวาง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การสอนดวย 

วิธีการเก็บรวบรวมขอมูลไดแก การสํารวจความเห็นของผูเรียน 

การบันทึกความคิดคํานึงของผูสอน การสังเกตสภาพการณในช้ันเรียน 

การบันทึกเสียงในระหวางการสอน อีกท้ังการประเมินประสิทธิภาพ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ท้ังดานฟง พูด 

อาน เขียน ในระหวาง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วิจัยยังไดสัมภาษณผูเรียนและผูปกครอง 

และอภิปรายกับผูวิจัยอื่น ๆ อีกท้ังพิจารณาการประเมินผลการเรียนประกอบ 

เพ่ือคงระดับความเท่ียงและความตรงของงานวิจัย สําหรับแบบเรียนท่ีใช 

ยังไดสํารวจความคิดเห็นของผูเรียน รวมท้ังวิเคราะหและ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กับแบบเรียนชุดอื่น ๆ 

ที่ทางโรงเรียนไดใชประกอบ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ดวย 

ผลการวิจัยเชิงปฏิบัติการ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 ณ โรงเรียนสงเสริมภาษาจีน 

ระหวางปการศึกษา ๒๕๕๐ – ๒๕๕๑ ไดช้ีใหเห็นวา 



ผูสอนตองเขาใจระดับ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รูของผู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เสียกอน 

ระหวาง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ผูเขียนใชรูปแบบพัฒนาการดา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รูของทฤษฎี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ควา

มรู และอาศัยหลักสูตรการเรียนแบบหมุนเวียน (Spiral Curriculum) ของเจ เอส บรูเนอร 

(J.S.Bruner) มากําหนดรูปแบบการจัดการและบรรทัดฐาน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 

ในช้ันเรียนไดใชวิธีการสอนแบบพุทธินิยม วิธีการสอนแบบฟง-พูด วิธีการสอนแบบตรง 

ใหความสําคัญกับการทบทวนและฝกฝน พัฒนาความจําในพุทธิปญญาใหแข็งแกรงย่ิงข้ึน 

และเพ่ือใหบรรลุวัตถุประสงคการสอนใหผูเรียนรูจักสื่อสาร 

ผูเขียนไดขยายระยะเวลาที่ใชในการสอนแบบพัฒนาทักษะการพูดและการเขียนควบคูกัน 

ใชวิธีฝกแตงประโยค เขียนเรียงความ เพ่ือเสริมสรางโอกาสในการใชภาษาในชีวิตจริง 

จากการพิจารณาการประเมินผลการเรียนและระดับพัฒนาการในการเขียน 

จะสามารถสังเกตเห็นไดอยางชัดเจนถึงระดับ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ทางภาษาจีนของผูเรียนท่ีกาวหนาข้ึ

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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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依修朝(2005)〈泰國華文教育發展史〉1《泰國華僑華人史》第三輯

( p1-5)研究指出由於泰國政府在過去幾十多年前，即 20 世紀 50-60 年代

擔心中國共產黨禍害到泰國政府，曾一度管制華人學習華文，因此在過去

幾十多年前華文在泰國漸漸失去價值。 

直到 80 年代中期，港、臺、新加坡等華商到泰國投資，徵聘華語、

華文人才的廣告在華報上陸續的刊登。閱讀華報的人數與亟需華文學識人

才增加的孕蘊下，通曉華文者的工作機會當然也提高了。再加上不久中國

大陸改革開放後的經濟漸漸起飛，泰中貿易投資也日益頻繁，因此對華語

文人才的需求更是迫在眉睫。在情勢所趨的情況下，華語文的價值就順勢

的水漲船高，當然華人對於中華文化的熱愛也就再度被喚醒。但由於泰國

的華語文教育荒廢多年，在亟需人才之際，並不能一呼百諾。在這群龍無

首的局勢下，朱拉隆功大學的亞洲研究院有鑑於華語文教育的重要，於

1986 年舉行“大學內的華文教學＂，以及 1990 年舉行“小學及職業教育

的華文教學＂兩次座談會，匯集各方面對華文教學的意見，之後成立“研

究教授華文問題委員會＂，進行研析，擬就“泰國華文教育狀況及整頓建

議＂，分別呈送教育部、國家教育委員會、國家經社開發委員會等單位，

以期對泰國的華文教學進行一次全面的大整頓，使華文教學能正式納入泰

國教育體系，成為泰國教育的一個組成部分。 

依中華語文中心張校長(2008)〈從華文熱談起〉2「泰華各界紀念大成

至聖先師孔子誕辰特輯」研究指出；泰國官方正式於 1992 年開放華文教

育後，不但不再像過去一樣，擔心華文將威脅國家安全而有所限制，反而

鼓勵泰人子女學習華文，強調由於華文熱在全球各地升溫，泰人更應該積

極學好這個全球人口使用最多的語文。 
 

 
1 
修朝 (2005)。〈泰國華文教育發展史〉，《泰國華僑華人史》第三輯 p1-5 泰中研究中心，

曼谷。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境外在職碩士專班，〈泰國華語教學之發展〉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Thailand(2007)課程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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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學年度(2008 年)起，泰國教育部更正式將華文納入二千所中、小

學的課程中。而各公私立大專院校，也幾乎設有中文系。全國原有的華文

小學，也開始增開初中班。至於補習班或學校，更如雨後春筍，方興未艾。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 

一、華文熱點破華教問題 

依中華語文中心張校長(2008)〈從華文熱談起〉「泰華各界紀念大成 

至聖先師孔子誕辰特輯」研究指出；由於中國改革開放、經濟崛起、國際

地位提昇，從世界各地到大陸去升學、經商、投資設廠或旅遊觀光的人數，

絡繹不絕。而且每年的人數都在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懂得華文者，無形

中就佔了優勢，也多加添了些成功的機會，更因此造成一股學習華語文的

全球性熱潮。 

依中國教育部的統計，目前全球學習華文的人口已超過五千萬，語文

學專家更紛紛預測，未來十年，華文將成為僅次於英文的第二強勢語文。 

在這股華文熱中，不難發現，有若干令人憂心以及有待改善的問題。

其最重要的首推「師資」，其次「教材」，最後當然也要講求適當的「教法」。

略述如下: 

1.華語文師資缺乏 

    泰國華語文師資缺乏是不爭的事實，尤其是具備專業知識的合格教

師，更加難求，各校只好紛紛向外求助，聘請臺灣或中國大陸的教師，但

那並不是每個學校都有條件辦得到。解決之道還是要設法提高教師素質，

除了當地定期開辦師資培訓班，也應該定期派送教師到中國大陸或臺灣接

受短期的在職進修，或者請國內主管僑教單位派專家學者赴海外各地巡迴

講學，或辦理「海外華文教師研習會」，傳授教學經典。其最理想的辦法

是中泰政府合辦一所正規師範學院，加強師資培育，使得有足夠的師資來

應付有志學習華語文者的需求。 

華語文師資的發展與質的改善，對華教推展的成效，必有正面的影響。    
 

2 
張立明 (2008)。〈從華文熱談起〉。於世界日報(2008 年 9 月 19 日)，泰華各界紀念大

成至聖先師孔子誕辰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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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教師本身也要不斷的進修，自我充實，盡量參加師資培訓班，以吸

取更多、更新的專業知識，達到「教學相長」，進而提高素質。 

2.教材不夠本土化 

當前各校仍然缺少一套系統化、生活化、簡易、實用而適合泰國學生

的教材，大多數教材，包括來自中國大陸和臺灣，都普遍太深奧，難以引起學

習者學習的興趣。教材的編寫是很重要的，提供海外使用的教材，一定要多元化，

要能適合各地區，要針對聽、說、讀、寫完全沒有基礎的泰國學生，以淺顯易懂

的方式，配合當地文化、風俗、節慶等有關的活動，來製作教材，以增進學習者

的興趣。初學者要加強多聽多說，而非多讀多寫，才不至於枯燥無味。除此之外，

更須每隔一段時間，進行教材校對與增修，以配合環境的需求。不斷的求新、求

精。 

3.華語文教學經驗不足 

華語文教師應有一個共識，千萬勿認為是在教自己母語的學習者，應

以外語教學的心態來教導學習者，多採用各種教具來輔助教學，譬如實

務、圖片、書畫字卡、錄音帶等，使學習者容易瞭解。總而言之；不管用

的是什麼方法，唯有引導學習者主動學習並設法維持他們高昂的學習意

願，教學才有效果。 

不容否認的，兒童與十幾歲少年，居多都是奉父母之命來學習華文，

本身學習華語文的意願並不高。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要有好的教學方法

與技巧，才能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與意願。 

教學是一種綜合藝術，而不能只靠一種方法進行教學，必須配合學生

的年齡、程度與背景，作適當的調整。換言之，教師即使是滿腹經綸，還

要懂得用合適的技巧與方法表達出來。 

如果是小朋友，可透過生動有趣的方式比方遊戲、歌唱等，讓學生體

驗不一樣的學習樂趣與經驗。這種寓教於戲的方法，教師與學習者雙方都

輕鬆愉快，效果會更好。 

對初學者而言，宜先訓練聽與說，即先從會話開始，把一些日常生活

常用的話學好，始進入讀與寫。當然，華文教學一般都是聽、說、讀、寫

同步進行的，但對海外學子，還是要有輕重之分。畢竟，學習語言最重要

的目的無非是提昇溝通與交際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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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亟需解決的問題 

依李謀(2005)〈泰國華文教育的現狀與前瞻〉《南洋問題研究》。

3(123):59-65 研究指出 3；目前泰國的華文教育形勢是令人鼓舞的；但是，

有一些問題應該得到重視並施予解決，才能使泰國的華文教育有更大的發

展。 

今日泰國華文教育雖然辦的多采多姿，可以透過多種渠道學習漢語，

但整體來說，漢語教學的效果並不理想。如:華文小學的學生在校讀了整

整六年的漢語，而且每個學期裡漢語課每週學習時數達 6 至 8小時，甚至

更多。但是有一部分華文小學畢業生的漢語水平相當低，甚至連拼音符號

都認不清，發音不準。很難讓人相信他是學過六年漢語的學生。再如:在

各種教漢語的學校或補習班中，可以發現初級班的學習者居多，中級班的

人數已屈指可數，高級班的人數就更少的可憐，有不少學校根本沒有能力

辦高級班。有不少人在這種學校連續學了好幾年，卻總是在讀初級班或中

級班，一直在原地踏步、裹足不前，漢語的實際水平提高不大。而且各校

所辦的初、中、高級班分級很不科學，並沒有嚴格按中國國家漢語水平考

試(HSK)初、中、高級的標準測定。 

依李謀〈泰國華文教育的現狀與前瞻〉研究指出，造成上述情況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必須仔細研究，針對癥結所在，從各方面採取措施，其主

要應解決的問題亦如同張校長所談的師資短缺，欠缺外語教學經驗，教材

問題。  

1.漢語師資短缺、欠缺外語教學經驗 

依李謀〈泰國華文教育的現狀與前瞻〉研究指出；談到師資短缺的原

因乃由於漢語教師薪資相當菲薄、工作繁重格外勞累，教師地位較低，年

輕教師都另謀高就，因此華校教師年齡層也有老化的現象。在泰國政府逐

步放寬漢語教學的政策後，泰國公、私立學校也想增加一些課程，但漢語 

 

 
3
李謀 (2005)。〈泰國華文教育的現狀與前瞻〉，《南洋問題研究》。3(123):59-65 國立臺

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境外在職碩士專班，〈泰國華語教學之發展〉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Thailand(2007)課程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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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卻很難找到。向社會公開招聘大部分是一些閒散、兼職人員，也

有些旅居或臨時來泰國的中國人。 

總之，現在泰國各類學校中從事漢語教學的教師嚴重短缺，現有教師

中又有不少沒有教授漢語經驗，或者自身某些方面不足；比如:對漢語知

識、漢語語音、不懂外語教學法等等的欠缺。造成各類學校的漢語教學上

無法達到應有的教學效果，整體的漢語水平提高得較慢。 

其主張對漢語教師採取聘請，派遣到中國、臺灣，多參加學術研討會

等等的辦法。從根本解決師資力量不足的問題。所謂聘請即是透過僑辦、

教育部等直接對話解決人員交流、培訓等問題。派遣到中國、臺灣則是將

泰國某些教學單位派出人員到中國、臺灣進修或深造。多參加學術研討會

是指對一些相關單位組織教師進修班或短期培訓班和教學問題報告會、研

討會等等。因為教泰國人學漢語，既不能用教授母語的方法教，也不能簡

單地借用教授泰語或英語的方 

法去教。對教學工作來說，培養一支合格的教師隊伍是最重要的一點，只

有這樣才能根本解決教學效果、教學水平和教學質量問題。 

2.教材問題 

   目前用於泰國的漢語課本教材有很多種，但並沒有規範的教材，現在

各地的泰國小學雖然已大多設有漢語課程，但並沒有正規的教材使用，依

學習者描述，教師採用列印講義或抄寫教材。教師將教材寫在白板上，教

學習者抄寫入筆記本。講義則於授課結束後收回。 

依李謀學者研究指出，中國國務院僑辦組織人力編寫的，針對亞洲國

家漢語教學用的《漢語》，有不少小學採用這套漢語課本的前若干冊，但

這套漢語課本高級年級的部份太難，沒人採用。而且這套漢語課本的內容

有不少思維是以教授母語學習者的方法為出發點而編寫的，與泰國當地的 

實際情況相距甚遠。而北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的《初級漢語》，第一、二 

冊還好，但後四冊較難很少採用。《實用漢語教程》編得太簡單，三年下

來學到東西不多，只有華欣遠程教育電臺漢語學習班的人才用這本教材。 

    朱拉隆功大學的譚國安副教授主編的兩套漢語教材，力圖按照泰國的

實際需要，編出一種適合泰國國情的漢語教材，但直至今日採用的學校還

少，因為有些編排的方法及內容還可以改進。比如:課文內容可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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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習的部份也可以豐富一點。教材的進度太慢，大學外語系的本科生完全

可以學得更快，基礎打得更牢。 

    2001 年泰國聖卡比利安基金會委託泰國易三倉學校成立中文教學中

心，聘請北京語言文化大學的李潤新教授、程相文教授和該校盧愛珊等漢

語老師合作編寫中小學用的教材一套共 12 冊，供中小學 12 年連續用，從

2002 年-2003 年全套出齊，圖文並茂，學漢字並不完全與說話同步，重視

漢字的自身規律，但尚待更多學校的認同。 

    總而言之，漢語教材泰國本土化的問題仍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目的 

研究者試圖以泰國中華會館中華語文中心，小學二、三年級華語文學

習者為對象，進行提昇華語文學習者的學習興趣與學習效果為目的。 

研究者秉持質性研究的理論與精神，本論文是以質性研究描述性的

(descriptive)方式呈現，研究者對中華語言中心(C.L.C.)華語文教學課

程個案做行動研究，其資料來源的方法以教學錄音、觀察、訪談、問卷、

教務會議等方式蒐集。將其蒐集來的資料以文字及統計圖表的形式來呈

現，而不是數字統計。 

本論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以提昇小學二、三年級華語文學習者的學習

興趣與學習效率。為了達成此研究目的，即華語文教師必須能掌握華語文

課程的教學。因此針對與華語文課程教學相關的變項進行研究。為達成研

究目的，以下列舉三個主變項與泰國華語文教學相關的議題作為探討依變

項研究目的的途徑。其議題如下所示:  

(一)在泰國華語文教學環境中； 

1.從事華語文教學的基本概念為何? 

2.華語文的基本教學歷程為何? 

3.華語文教師的專業知識、素養為何? 

(二)在中華語文中心的課程中； 

1.提供華語文教材的原則為何? 

2.華語文教學目標的擬定為何?  

3.教學課程的設計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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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針對泰國華裔之教學； 

1.華語文學習者的專業智能為何? 

2.華語文教師實踐行動與教學反思為何? 

3.華語文教師課程評鑑的理念為何? 

 

第四節 相關重要名詞定義 

一、華語文教學 

    華語是對外代表中華民族標準語的名稱。以利於外國人學習中國規範

語言所遵循的語言內容；語音、語法、語詞、語用、語義等而言。是本國

語言在國際上的代表，所以又稱為「國語」。即大陸的「漢語」、「普通話」。

也是社會通稱的「中文」。泰國中華語文中心華語文教學(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 Foreign Language)是以教導第二語言或非第一語言(外語)

學習者為主要對象。 

二、教學法 

    即是教學方法(methodology)；「教學方法」是指教師選擇用以協助

學習者達成學習目標的教學策略，或將教學內容順利內化為學習者自身認

知系統的任何程序與步驟（Heinich,Molenda,Russell＆Smaldino 1999）。

（李曉萱 2001:92）教師教授課程教材時所使用的方法，讓學習者對課程

教材學習了之後既能消化且會運用。 

三、全語文教學 

    各種語文教學中的共同觀點，都認為應該重視整體教學(whole 

language)-「聽」、「說」、「讀」、「寫」四種能力要兼顧，其「意義」(meaning)

和「功能」(function)非常重要。也就是華語文教師如何讓學習者將所學

的語言能很快的運用在學習者的日常生活裡。而教室的教學活動就是給學

習者演練實習的好場景。 

四、後設認知 

認知（cognition）指一個人處理訊息的偏好或習慣，即其在知覺、

思考、記憶和解決問題時，所使用的獨特訊息處理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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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這個概念是係由J.H.Flavell所提倡4，

也可稱為是「認知監控」（cognitive monitoring）或理解監控 

(comprehension monitoring)。意思是指個體在進行辨認、判斷、推理、

記憶、理解、思考…等認知歷程時，對於自己各方面認知能力的了解，以

及善用自己各項認知的能力。係指個人對自己的認知歷程能控制、掌握、

支配、監督、評鑑等高一層的認知，亦即從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亦即「對

認知的認知」。 

 

 

 

 

 

 

 

 

 

 

 

 

 

 

 

 

 

 

 

 
 
4  
後設認知 。2009 年 2 月 2 日取自  (Microsoft Word - \263q\260T22.doc)題目一：

何謂後設認知？並說明如何運用後設認知協助學習者學習. 並說明如何運用後設認知
協助學習者 ... 「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係由 J. H. Flavell 所提倡。係 ... 
www.cte.nctu.edu.tw/download.php?filename=108_099d95b0.pdf&dir=news&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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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論文的研究目的以提昇學習者的學習興趣與學習效果及探討華語

文教學策略。研究者試圖以中華語言中心(C.L.C.)華語文課程教學為研究

場域，因此研究者對泰國華語文教育概況必須做一個基本的瞭解。 

華裔、台商長輩對下一代的華語文教育理念秉持著什麼樣的態度，華

裔、台商在泰國社會使用華語文傾向是怎樣? 

瞭解學習者的背景與華語的使用環境之後，緊接著就是研究者所要探

究的華語文教學相關理論，教師怎麼將教材內容傳授給學習者，用什麼教

學方法，在班級經營課堂教學中怎麼教，怎樣運用教學方法，使學習者增

加學習興趣和學習效果，在層層的步驟下，教師又該具備些什麼基本專業

知識及涵養。 

研究者在這預設的研究場域，進行華語文課程教學的研究，研究者自

己是教師也是研究者，所以研究者必須依據行動研究理論、方法與實務，

確確實實地在華語文課程教學的研究場域裡做建構問題、計畫、行動、觀

察、反思等探究行動，重複循環。然後將其實踐過程由質化分析來呈現。 

    本章旨在探討與此論文研究相關的文獻，共分為三節來探討；第一節

敘述泰國華語文教育概況，介紹泰國華教的滄桑史，以及後來泰國政府的

推廣，更令人敬佩、身教重於言教的皇室成員詩琳通公主。第二節泰國華

語文教學概況，其中包括泰籍、華裔、台商在曼谷社會使用華語文的傾向，

華人長輩對下一代的華語文教育理念，幾年的華語熱潮和華語文教學問

題。第三節華語文教學理論，則探究教學的基本歷程、教學目標、教學活

動、教學方法、學前評估、評量方法、華語文教學原則、課程設計的有效

組織規準、教師基本專業知識及涵養。 

 

第一節 泰國華語文教育概況 

一、泰國華校的滄桑史 

依修朝(2005)〈泰國華文教育發展史〉研究指出，早期大約 1782 年

亦即曼谷皇朝初期，西方傳教士為了傳教 1852 年在泰國設立華校，以方

便傳授聖經。當時連泰國本身的泰文教育也都一直仰賴佛寺僧人傳授。在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0

五世皇時期沒有正規學校，但有書報社、讀書社、學堂等等學習華文小團

體，到了五世皇時期的 1871 年才設有真正的教學體制的學校。 

例如:泰北清邁府在 1904 年成立華文補習班，1917 年的華英學校；普

吉府在 1911 年已有私塾，到 1917 年才設立華校等等。 

泰國華人設立的華校，一般都說是以傳播中華文化為宗旨，但第一所

華人自設的華校，卻是如假包換的為了灌輸民族及政治意識需要而設立

的。至於後來的各家華校，或多或少的被中國的不同派別政治份子利用作

政治活動的場所，引來泰國政府的忌憚而加以管制。因此而造成泰國華校

長期處於風雨飄搖的境地。 

國民小學條例頒佈於 1921 年，是一份義務教育或強迫教育的條例，主旨

是硬性規定 7-14 歲的孩童必須接受小學 1-3 年級的教育。所謂小學教育

學校所指的是下列三類學校: 

1.官辦學校:由教育部設立及倚賴教育部預算經費而存在的小學教育學

校。 

2.巴差挽學校:由縣或區民眾設立及倚賴民眾經費而存在並在教育部看管

下的小學教育學校。 

3.民辦學校:由個人或多人聯合設立而存在並在民校條例管制下的小學教

育學校。 

國民小學條例規定上列小學教育學校須依教育部制定的課程，或由教

育部審定與小學教育的同等課程進行教授。前者指的是泰文國文科及以泰

文考試的所有科目；後者是指逐宗申請獲准補充教授的外國語文科。 

二、泰國政府的推廣 

依修朝(2005)〈泰國華文教育發展史〉研究指出；泰國國民小學教育

的學制原本是 7 年制，在 1979 年才把小學 7 年制改為 6 年制。華文民校

方面本來只准開辦小學一年級(波 1)至小學四年級(波 4)的課程而已，特

別通融可以辦到小學五年級(波 5)及小學六年級(波 6)，但只准教授英文

初級班。 

1992 年 2 月 4日，阿南․班央拉春政府通過閣議，對華文教育作出明

確的開放決定；華文民校可以在小學五年級(波 5)及小學六年級(波 6)增

加華文課程，且可以辦幼稚園，以增強小學學生來源；中學也准許設立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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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班，使小學畢業生升入中學後可以選讀華文，更重要的是可以聘請外國

師資人才，取消華文教師有關泰文資歷的限制；此外，開放申請開辦“華

文語言文化學院＂等等。 

在 1992 年開放的大好形勢下，十餘多年來各華校在校董會、校友會、社

團機構的大力支持下，大多數抓緊時機復興華教，學生也普遍比以前增

加，於是都競相擴建校舍及教學樓了。 

至於華文語言文化學院方面，十多年來如雨後春筍般的設立。這些學

院，辦得有聲有色的，例如:中華語文中心、東方文化書院、泰華國際文

化學院等等。 

三、身教重於言教 

依修朝(2005)〈泰國華文教育發展史〉研究指出，在已過去的半世紀

中，泰國華文教育受到人為的打擊式微，使得泰國華裔普遍不重視華文。

雖然是形勢所逼而造成的，但思之不免使人扼腕感嘆! 

正當泰國華裔放棄華文之際，泰皇室成員卻頻頻訪問中國，而且尊貴

的詩琳通公主殿下也修習起華文來，這對祖先為華僑的華裔來說，著實起

了省思的作用。 

詩林通公主殿下天資聰穎，精通英文、法文、高棉文、巴利文及梵文

之後，於 1980 年打算學習德文，惟皇后殿下勸導，“還是學習中文吧!而

且一定要學得好!＂經過幾任中國駐泰大使的悉心物色及獻舉，先後不少

於 9位中國老師前來泰國為詩林通公主殿下侍讀。詩林通公主殿下學習中

國的語言與文化，可以說孜孜不倦，鍥而不捨。成就當然更不用說了。殿

下喜愛唐詩、宋詞，不僅熟讀成誦，而且翻譯並加注釋，有部分譯作編輯

成《琢玉詩詞》出版，對泰中文化起了重大的作用。殿下尚把中國著名的

作家王蒙的優秀中篇小說《蝴蝶》、女作家方方的小說《行雲流水》翻譯

成泰文。這兩本譯著在泰國頗為暢銷，一版再版。 

詩林通公主殿下自 1981 年起頻頻訪問中國，殿下每次訪問中國歸來

都把所見所聞、談話與感想撰寫成書，先後出版了《踏訪龍的國土》、《平

沙萬里行》、《雲霧中的雪花》《雲彩下的雲南》《江濱清楓》《回歸大中華》

《繽紛江南》《源泉․峻崖․沙漠》等，其中有部分翻譯成中文面世，在

中國發行，受到中國讀者的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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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皇室成員詩林通公主殿下，在華裔對華文式微不知所措之際，能

以身作則親身學習華文，這種身教重於言教的榜樣，泰國華裔子民對華文

還能不聞不問嗎? 

小結 

泰國的華語文教育雖然過去十幾年歷盡滄桑。最近幾年，適時新加

坡、香港、臺灣、東南亞的華裔到泰國投資及中國大陸政策開放，經濟起

飛，懂得華語文的人士，就業機會遽增，經商買賣、投資等機會也增加，

使得全球各地掀起學習華語文的熱潮。 

因此，從 1992 年泰國政府開放學習華語文政策實施後，華文民校設

立，華語文文化學校更如雨後春筍般的到處林立。再加上皇室成員詩林通

公主身體力行及民間團體努力的提倡，華語文教育也漸漸從無到有，慢慢

的在成長進步。 

  

第二節  泰國的華語文教學概況 

本節要探討華語文教育在泰國的大略概況；一、華裔、臺商在曼谷社

會使用華語文的傾向，二、近幾年的華語熱潮，三、華語文教學現況。 

一、華裔、臺商在曼谷社會使用華語文的傾向 

劉岩(2001)〈泰國曼谷華人的華語觀〉研究指出 5；在曼谷總人口中

大約有五分之二是華人。華人中以潮州籍最多，其次客家人，還有部分海

南人，其分佈在曼谷市的各地區。與泰族和其他民族一樣，效忠皇室，使

用泰人姓氏，接受泰國風俗習慣，一般普遍使用泰語。 

在泰國政界、學術界上英語使用普及，而且平民百姓使用簡單英語會

話也隨處可見。至於華語方面分為；華語方言(潮州、客家、海南)和國語，  

其使用者又分為兩種不同的使用模式，一種以華語方言和泰語，另一種為

華語(國語)和泰語。 
 

 
5
劉岩 (2001)。〈泰國曼谷華人的華語觀〉，《民族教育研究》12(49):41-45。國立臺灣

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境外在職碩士專班，〈泰國華語教學之發展〉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Thailand(2007)課程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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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華裔

臺商 

華語 

方言 

  華語

 

華人集

會場所 

二三十歲

的年輕 

七八十

歲老人 

泰語

 

英語 

 

政界 

學術界 

 子女 

孫子輩 泰語 

 

平民 

老百姓 

家庭、一

般正式場

合 

隨處旅遊及

餐飲 

普通話

四五十

歲 

工作於臺灣

地區、中國

大陸、東南

亞 

前者大多為以七八十歲的老人，與子女之間多使用華語方言，以孫子

輩間多使用泰語。在特定的華人集會場所，如商會、同鄉會館、宗親會和

公益福利機構，則使用華語方言，甚至土語。而在華人居住的「唐人街」

商業區，招牌是華語(漢字)，與顧客則因交易對象而定，華語方言與泰語

轉換自如。 

後者以國語、華語為主的可分為兩個年齡層，四五十歲與二三十歲兩

種。這個族群人數較少。會說華語四五十歲的人，大多是小時候在華語學

校學過國語，在工作上往來台灣地區、中國大陸、東南亞其他華人地區，

因此仍然能有使用國語的能力。 

而二三十歲的年輕人，則是出生於泰北清萊、夜豐頌等府，父母是國 

民黨時代從雲南移入泰北的，臺灣政府在那裡建立國小、中學，所以這些

子女華語口語能力較強，長大到曼谷，投入旅遊及餐飲等服務業。研究者

將上述華裔、臺商在曼谷社會使用華語文的傾向整理如圖一所示: 
 

華裔、臺商在曼谷社會使用華語文的傾向 如圖一 

 

 圖一 華裔、臺商在曼谷社會使用華語文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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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幾年的華語熱潮 

劉岩(2001)〈泰國曼谷華人的華語觀〉研究指出，華人在泰國的經濟地位

比較高，在政壇也蠻活躍地，因此自己也以會說華語為榮。但是也存在對

華語不重視甚至放棄的一面，因為早期二次大戰後，華人的經濟活動環境

開始轉為多元化、國際化，經營方式從家族企業轉向開放的社會化經營，

僱用其他民族或泰籍員工，商業用語則是泰語與英語為主，華語為其次。

一些經濟能力較好地華人都把孩子送去就讀國際學校，一般則選擇泰語學

校。在加上泰華通婚，華人對子女學習華語的教育要求更趨低落。 

符翠蘭(2007)〈泰國泰國華語文教育-過去、現在與未來〉研究指 6； 

因為世界各地的華語熱潮，泰國也因與新加坡、臺灣、中國大陸、香港、

東南亞華裔地區，......等貿易頻繁，地緣靠近，使用華語的機會也增加。

泰國政府對華語文教育從放寬政策到鼓勵支持，例如:華語文民校可以從

幼稚園連續辦到中學，華校可以利用課餘增加課時教華文，可以直接從中

國或臺灣聘請教師，各年級學生可以選修華文，把中文列為考國立大學的

一門科目。泰國政府對華語文事業的高度重視，準備在 2008 年全國中小

學普遍開設華語課程。有的學校還將中文列為必修課程。全國各大學及學

院紛紛設立中文系教授中文，並開設中文專業。 

符翠蘭(2007)〈泰國泰國華語文教育-過去、現在與未來〉研究指出，在

華語熱潮蓬勃發展的狀況下，泰國對華語文教學的提倡，泰國皇家師範大

學也向臺灣國立師範大學求援，臺灣國立師範大學承辦泰國華語教師師資

儲訓班，2004-2005 年泰國皇家師範大學校長聯誼會曾兩度訪問臺灣國立

師範大學，而且當時也有些校長、副校長在臺灣國立師範大學上了兩期的

中文課。並有一位校長提議「在台灣培訓華語教師，再派到泰國教書」，

經臺灣教育部、國際文教處，臺灣國立師範大學華語教學研究所和國語教

學中心等主管匯商決議，2005 年 8 月開始有具體的方案，直到當時(2007)

已有三批華語教師到泰國任教。 

儘管泰國政府努力的提倡，仍然存在著許多問題，如缺乏華語文教

師、教學目標達不到、教材沒有系統化、版本不一、沒有說華語的環境、 

 
6
符翠蘭(2007)。〈泰國泰國華語文教育-過去、現在與未來〉。2008 年 6 月 19 日取自

r9.ntue.edu.tw/activity/multiculture_conference/file/2/7.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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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教師的工資問題.....等問題，使得華語文教學在小學、中學、

大學等課程皆為零起點教學。因此泰國對華語文教學以上的問題，一直努

力的在作多方面的改善，相信 2008 年時應該會略為提昇華語文教學的品

質。 

三、華語文教學現況     

(一)僑校泰國中華會館中華語文中心 

因為世界各地的華語熱潮，泰國也因與新加坡、臺灣、中國大陸、香

港、東南亞華裔地區，......等貿易頻繁，地緣靠近，使用華語的機會也

增加。泰國政府對華語文教育從放寬政策到鼓勵支持，例如:華語文民校

可以從幼稚園連續辦到中學，華校可以利用課餘增加課時教華文，可以直

接從中國或臺灣聘請教師，各年級學生可以選修華文，把中文列為考國立

大學的一門科目。泰國政府對華語文事業的高度重視，準備在 2008 年前

全國中小學普遍開設華語課程。有的學校還將中文列為必修課程。全國各

大學及學院紛紛設立中文系教授中文，並開設中文專業。 

中華語文中心 (Chinese Language Center) 成立於一九九二年，是 

泰國政府開放華文教育後，近半個世紀來，獲准設立的第一所華校 7。 

泰國中華會館，中華語文中心(CHINSES LANGUAGE CENTER 簡稱

C.L.C.)，是一所學習華語文的學校，學習華語文的學制從基礎注音符號、

小學、國中、高中，教材來自臺灣 8，臺灣教育部審定(國立編譯館或南一 

書局)國民(小學、國中、高中)國語(文)，教師亦來自臺灣。雖然學制、

教材、教師、學習環境良好、交通方便，但是卻只是週六、日班，暑期班、 

寒假班、特別班及夜間班才能學習的學校。來中華語文中心(C.L.C.)學習

華語文的學習者大多是家長對華語文很重視的，願意讓孩子從基礎注音符 

 

 
7
 中華語文中心 ( C.L.C.) 本校最大特色是，擁有一支堅強的教師隊伍，他們都是來

自臺灣，不但具備學士、碩士的高學歷，並富有教學經驗，而且認真、負責，深獲家長

及社會人士之肯定與學生之歡迎。在師資好、 教材好、教法好、校舍好、設備好及環

境好之「六好」優越條件下，校務發展迅速，學生不斷增加，目前已逾二千名。 

由於學生學習風氣鼎盛，教學成果有口皆碑，已成為泰華各語文學校競相追隨及學

習的對象；更是泰人，台商子弟及土生土長華裔學習華文之最理想學府。(資料來自網

頁 http://www.clc.ac.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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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開始學起，一個年級接著一個年級紮實的學習。因為都是家長的意願，

所以學習者真正的學習意願都不高。小孩尚無遠慮，只要可玩就好。 

而這些學習者經課堂調查與問卷(二、三年級)的結果，是來自華裔、

台商、泰籍等子女，雖然大多是華裔、台商，但是在家裡不一定講華語(中

文)。 

華裔子女在家裡講潮州話、泰語，所就讀的學校是泰語學校。 

台商子女在家裡講閩南語、泰語，所就讀的學校是泰語學校或國際(英

語)學校。在家講少許的華語(中文)。 

香港子女在家裡講廣東話、英語，所就讀的學校是泰語學校或國際(英

語)學校。在家講少許的華語(中文)。因此這些學習者不是外語，就是第

二語言學習者。綜合上述學習者的語言背景整理列表如表一: 

表一 : 華語文學習者的語言特徵 

 使用語 

學習者 
潮州話 閩南語 廣東話 華語 泰語 英語 

台商  ˇ  ˇ ˇ  ˇ 

華裔 ˇ  ˇ ˇ ˇ   

泰籍     ˇ   

除了學齡的兒童班之外，上有成人班。成人的學習先從基礎注音符號

開始，然後華語初級會話→華語進階會話→一千字說華語(一)(二)(三)→

實用國語會話→國小國語 5-12 冊→選修科或國中國文、商業會話、商業

書信、閱讀寫作、讀報。 

由於學習者均為外語或第二語言的學習者，亦有些許的第一語言學習

者但其生活環境也都使用泰語較多，所以華語文教師教導時必須與母語教

學的方式有別。再加上因為只有周末才學習，學習者回家大多只會專心致

力於正規學校所學習的課程，而較忽略華語文的功課與學習，除非家長在

背後盯著指導。 

 

 
8
中華語文中心課程系統(2008)。第 33 期行事曆。兒童班、成人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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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泰國華語文教學 

1.教材與教法 

信世昌教授(1997)〈華語文教學之「領域」思考〉9「結合世界環境中

現成的教學資源」(p.23)研究指出，語文教學界一向強調使用真實教學材

料(Authentic Materials)的重要； 

華語文、普通話是學習者的目標語，在學習者直接學習的目標當然是

注音符號，不需再依賴第三語言拉丁語符號來轉換。華語文是有系統從古

代中華民族五千年的歷史慢慢演進而來的規範語文，學習普通話、華語文

(正體字)可以懂目前揠瞄助長的漢語(簡體字)，學習者絕不是本末顛倒的

學習。 

華語文教學在泰國一直都有規範的教材，而且定期修訂或更換。例如:

中華語文中心的華語文教材。華語文是規範的語言。雖然這一系列有系統

的教材是來自臺灣。因為就臺灣當地而言；有很多學習者是閩南、客家、

原住民、.....等等民族，近年更有外籍通婚的子弟。在家有的並不使用

華語文，只有公眾、正式場所才使用，在居家生活中也是很多是使用閩南

語的。教師並沒有特別將這些學習者分班，只是懂得用方法去教他們。 

實際上無論在泰國或臺灣，最重要的是在學習階段教師如何掌握課堂

教學，使學習者的學習興趣都在高昂的狀況下進行學習，已達事半功倍的

學習效果。 

在課後，他們有的會與同學用華語文溝通，有的照樣是以自己的母語

和相同母語的同學溝通，儘管如此，其結果並沒有影響他們對華語文學習

的效果。 

華語文教師在教學時，只要掌握住華語文教學原則，瞭解學習者的學

習專業知能，運用教師自己的素養，重新組織教材，營造愉快的學習環境 

給學習者，縱然在泰國華語文的學習者大多是第二語言或外語的學習者居

多，只有少許的第一語言學習者，也是可以適用臺灣的教材，因為教材是

固定的知識，而教師的重新組織教材就變成活用的教材。 

 
8 
信世昌教授。1997。〈華語文教學之「領域」思考〉；「結合世界環境中現成的教學資源」，

「字體與標音的問體」。華文世界第 84 期(p.19-20)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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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南一版第五冊臺灣風情畫單元，介紹太魯閣觀光景點，泰雅族 

的傳統習俗，會打獵與織布才可以紋面。在泰國也可以延伸教學，介紹泰北的獨

特民族觀光景點，長頸族的傳統習俗，可以使學習者不但學習了華語文的文化，

同時學習到泰北從小便以銅環纏繞女子脖頸，為此當地人把珂倫族俗稱為“長頸

族＂。如果教材只要本土那就只是學到珂倫族的傳統
 

文化，而不會再有延伸教學了。因此研究者主張「教材是死的，而教師是活的」，

教師必須要有重組活用教材的能力。 

2.注音符號與正體字 

李謀 (2005)。〈泰國華文教育的現狀與前瞻〉，《南洋問題研究》研究

指出，「泰國華文教育急需決解的問題」為了要與世界接軌，方便與中國大陸交

流，因此必須從拉丁化符號拼音、簡體字著手。 

何以採用拉丁化的符號就會與世界接軌了呢?英文、西班牙文、法文、

德文、義大利、波蘭、俄文......等等各種語文的符號都是 abc 拼的，但

它們的發音都不一樣。並不是將自己的母語改換，向農夫種稻一樣揠瞄助

長的方法來教育國民。而是要開拓視野，學習多國語文，多元化的學習，

拉丁語系的符號也並沒有統一發音。 

 漢語拼音是譯音，葉德明教授〈華語語音學上篇-語音理論〉「外族

拼音知識傳入」(p.9)研究指出，1581 年(明朝末年萬曆年間)傳教士利瑪

竇(Matteo Ricci)開始，他創立第一套學習中文的教材《大西字母》又稱《西

字奇蹟》； 

是翻譯給拉丁語系(例如:義大利)較接近的民族學習漢語。就如同泰

文為母語的學習者學習英文時，學習者會在英文詞彙旁邊注解泰語為譯

音，方便自己學習英文。其實漢語拼音並不是全世界通用的譯音符號。就

英文來說它的拼音符號字母外型同樣是 abc，但所發的音卻不同。在泰國

泰文是巴利文、梵文的拼音，與漢語拼音無關。泰語為主的學習者要學英

文、漢語拼音，那不混淆才奇怪。當然是事倍功半，浪費人力、物力的教

學。 

信世昌(1997)〈華語文教學之「領域」思考〉「字體與標音的問題」

(p.19-20)研究指出；華語文教學界一直為了正異或繁簡字體的取捨，以

及標音符號的選用(注音符號或是漢語拼音)而迭有爭議，這也是各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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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語教學或對外語文教學很少見的現象。文字系統和標音系統已是語言

的根基，所有進一步的運用(包括語法、語用、語意等)和龐大的知識訊

息與文化思想都是建構在這些根基上。 

更實際的一個簡單明瞭的道理是華語文、普通話為中華民族的語文，

它並不是拼音所創造出來的，它是世界獨特的語文以「象形」字居多的文

字，亦即東漢時代許慎的《說文解字》，「六書」造字法則逐代演進至今，

這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美與其他語系不同之處。 

華語文、普通話是規範的語言，其基礎注音符號聲母、韻母，既為華

語文的基礎發音符號，也是華語文正體字的基礎筆順，既簡單又單純也不

會與其它的語文混淆。如果說課程是跑道，那它是一條學習華語文最簡

捷，障礙最少的跑道，應該是會很容易達到終點的。 

在泰國當地的書局有華語文、簡體漢語，但數量微薄，簡體字漢字的

書籍精美程級也稍有不同。但你可以欣賞感覺得到華語文「方塊字」的精

美，字體的一筆一畫都是紮實的。 

在坊間流行的簡體字漢字是平時三五好友溝通的火星文，隨性寫來朋 
 

友都會讀，不用特地學習。但絕不是規範的語文，何況這些文字與規範語

文相比畢竟為數不多，只有二千字之多，學習者如果學習這些以訛傳訛的

語文，語文知識無法提昇，更不用說要欣賞中華文化的文言文、古籍了。 

泰國的報刊大多為正式的文宣，當然是以規範的華語文或普通話來報

導，偶而為趕流行當然也會刊登個火星文之類的廣告。 

當前學習華語文或漢語(簡體字)的初學者，根本不知道哪一種是規範

的「中文」。教師教他們學他們就學。教師本身應該知道學習華語文正體

字，到中國大陸沒有語文障礙，只有方言障礙，如果是要學習方言就不能

說什麼與世界接軌了。 

3.華語文能力測驗及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 

華語文能力測驗 10(Test Of Proficiency-HuaYu，簡稱 TOP)，是專為

母語非華語的學習者所研發的，為一套標準化的語言能力測驗，目前針對

聽與讀兩種能力，分為基礎、初等、中等和高等四個等級，應試者可依自

己的學習背景或語言能力選擇合適的等級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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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華語文能力測驗等級表 

等級 適合對象 

基礎 
適合在華語地區學習約 240 個小時以上或具備 800 個基礎詞彙料之

外籍人士。 

初等 
適合在華語地區學習約 360-480 個小時以上或具備 1500 個基礎詞彙

料之外籍人士。 

中等 
適合在華語地區學習約 480-960 個小時以上或具備 5000 個基礎詞彙

料之外籍人士。 

高等 
適合在華語地區學習約 960 個小時以上或具備 8000 個基礎詞彙料之

外籍人士。 

若在海外華語學習者的學習時數需要加倍計算，如報考初等所需的學

習時數在臺灣為 360-480 小時，相當海外學習 720-960 小時。 

2007 年 1 月中華民國政府教育部委託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成立專案「華

語文測驗中心」更名為「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積極促使「華

語文能力測驗」轉型為國家級測驗，為全球廣大華語學習者提供一套具有

公信力的國際級語言測驗。 

「華語文能力測驗」除了臺灣境內考區之外，國外部分，目前已在泰

國(中華語文中心)、日本、韓國、越南、英國、美國、法國、等設考區。

2008 年將在印尼、馬來西亞、俄羅斯、波籣、加拿大、巴拉圭、澳洲等地

增設考區。 

目前在泰國有泰華文教服務中心，每年舉辦華語文教師基本的教師研

習會，臺灣也是每年提供海外華語文教師回國研習，但名額有限。這些研

習會對華語文教師提供了溫故知新法寶，給予華語文專業知識以及教育知

能的輔導，是教師自我成長的最佳機會。 

2006 年臺灣師範大學與海外大學及團體合作開設華語文教師進修碩

士班，對於想要進修的華語文教師提供了良好的機會。 

2006 年臺灣教育部舉辦全國「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在泰國 

(泰國中華國際學校)也設有考場。 

 

10
「華語文能力測驗」(Test Of Proficiency-HuaYu，簡稱 TOP)，資料來自「國家華語

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 for the Test Of Proficiency-huayu，華

語文能力測驗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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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華校 

在泰國尚有很多十年以上的華校，如:泰國中華語文中心(C.L.C.)，

泰國中華國際學校，進德公學，光華商學院，普智學校，清來華雲學校，

時代中學，光復高級中學，廣肇學校，僑光公學，強民中學，培英學校，

中山學校，晚磨通大同學校，孔提公學，三育公學，春泉、龍仔厝三才公

學，醒華學校，亞東公學，中心公學，蘭室智民學校，巴吞他尼公立中民

學校，大城強華學校，尖竹汶東英學校，佛統明華學校，......等等。 

其中泰國中華國際學校以學習對象的語言背景分班上課，第一語言的母語

學習者使用《南一版國民小學國語課本》，第二語言或外語的學習者使用

《泰國版的新編華語課本》。根據學習者的語言能力來使用教材，實際上

應該是很好的設計。但是卻會出現第二語言或外語學習者的家長要求希望

學子能學習較深一點的教材，而學子卻又能力不足，使得教師覺得很頭痛。  

5.全球華文網 

自 2007 年(民 96)起藉由參與國家型科技計畫，將多年經營僑教工作

成果，導入國家重要計畫進行長遠布局，初步建置完成「全球華文網」網

站，並輔導海外僑校及僑委會在海外的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布建完成了 13 

個「華語文數位學習中心示範點」，以虛擬及實體相互結合的策略，建構

臺灣成為世界華語文學習中心，這也是要與大家分享的成果。 

「全球華文網」乃結合「華語文師資社群」（communities）、「華語文

網路學校」（schools）、「台灣華語文入口首頁」（yellow page）及「台灣

優良數位產品」（products）等四大功能為主軸的線上學習平台，並且採

用自由軟體 Moodle 作為數位學習平台，除了可供華文教師開設線上華語

文數位學習課程外，並具備了各種師生互動功能，像是上傳或分享教學資

源、課程行事曆等功能。 

泰國曼谷華語文數位學習中心 3 月 30 日隆重舉行啟用揭牌儀式，中

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為順應世界華語文學習熱潮，謹配合行政院將華語文數

位學習結合優質華語文教學資源及先進資源通訊技術，積極籌建「全球華

文網」網站(虛擬) ，布建 13 個「華語文數位學習中心示範點」(實體)，

虛實並進，打造優質華語文教學，華語文數位學習暨教學資源，提供實體、

虛擬及混成教學等多樣教學型態，示範華語文數位教學之最佳模式。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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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學習平台，除了可供華文教師開設線上華語文數位學習課程外，並具備

了各種師生互動功能，像是上傳或分享教學資源、課程行事曆等功能。 

僑務委員會規劃建置之「泰國曼谷華語文數位學習中心」訂於 3 月 30 日上

午 10:30 舉行啟用揭牌儀式，該中心設立目標為堅實海外僑校華語文教學基礎，

充實其數位設備並提升數位教學能力，提昇海外僑教品質，滿足海外華語文學習

之廣大需求，樹立華語文數位學習之新典範。 

該中心服務功能為： 

一、華語文教學： 

延續僑校原本之功能，實體教室進行授課，並以「全球華文網」之華

語文教學資源作為輔助教學工具。另以實體面授課程搭配「全球華文網」

之網路虛擬課程，進行實體、虛擬、同步及非同步混成式教學。 

二、諮詢服務： 

學員可利用數位學習中心完善之電腦網路設備，彈性運用時間登入

「全球華文網」學習線上課程，並可配合數位學習中心提供之華語文教師

諮詢服務，提升學習效益。 

三、師資培訓： 

1.培訓項目：包括僑務委員會華文網路種子師資培訓班、華文教師研習會、華文

教師巡迴教學及數位華語文教師培訓等多樣培訓教學課程。 

2.授課模式： 

（1）實體教學：運用「華語文數位學習中心示範點」實體教室，由僑委會選派

之專家學者進行授課，培訓教師運用數位學習中心教授華語文之能力。 

（2）混成教學：於「全球華文網」網站提供網路虛擬課程，並開放權限以同步

或非同步方式培訓華語文教師數位知能。  

小結 

本節敘述泰國華語文教學的大環境，在泰國曼谷社會裡華裔、臺商使

用華語文的傾向，說華語文者以年紀較年長的七、八十歲的老人與子女說

華語文、普通話及方言(潮州話、客家話、廣東話、雲南話)，但與孫子輩

就只會說泰文。所以華語文因為華裔子弟的不重視、泰國政府過去的擔

憂，使得華語文在泰國的社會價值被忽略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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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92 年由於經商、貿易、投資的契機，英明的泰國政府覺醒，不

但開放華語文的學習政策，更是大大的推廣，使得華裔子弟再有曙光學習

華語文，讓華語文的價值在泰國也再度升溫。 

近幾年面臨全球學習華語文的熱潮，在泰國的華語文教學出現了些問

題，例如:擔心華語文教材不本土，教材缺乏，華語文字體與標音的爭議，

華語文(漢語、中文)的師資不足，良莠不齊，師荒，學習者華語文(漢語、

中文)的水平問題等等的困擾。 

為今之計，泰國政府與臺灣、中國大陸的華語文(漢語)學術界研討解

決之道，臺灣師範大學提供華語文教師到泰國教授華語文，泰國的大學校

長、教師到臺灣參加華語文教師培訓，到泰國舉辦華語文能力測驗的國際

華語文水平考試，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更在泰國中華會館中華語文中

心創設了全球華文網，增加數位華語文教學的功能、培訓華語數位教學師

資、提供僑民諮詢各項服務。相信在大家共同努力之下，在不久的將來華

語文在泰國一定會茁壯，俗語說:「十年樹木，百年樹人」。 

 

第三節 華語文教學理論 

華語文教師從事華語文教學對於華語文教學理論應該是不陌生才對， 

但是一般人可能不清楚什麼是華語文教學，在一般社會大眾認為華語文就

是中文，而會說中文就可以教中文，也沒有第一語言、第二語言的概念。

研究者既然以華語文教學課程為探究的研究議題，本節將闡述一、華語文

的概念，二、教學的基本歷程:(一)教學目標、(二)學前評估、(三)教學

活動:1.教學方法、2.教案設計、3.學習動機、(四)評量，三、華語文教

學原則(一)課程設計的有效組織規準、 (二)華語文教師專業知識及個人

涵養等相關文獻。 

一、華語文概念 

依葉德明(2002)《華語文教學規範與理論基礎》、劉珣(2002)《對外

漢語教育學引論》兩位學者研究指出；華語並不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名稱，

尚有「普通話」「漢語」「國語」四種名稱，都是代表中國語言，加上文字

意義，廣泛說法都代表「中文」只是使用的場合、地點、立場不同而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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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華語文」已經成為各國第二語言學習的重

要科目。 

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以學習者學習語言時間的先後區分；指人出生以

後第一接觸並獲得的語言為第一語言，第一語言以後再學習和使用的另一

種語言為第二語言。例如；在臺灣出生的原住民，原住民的孩子。第一語

言分別為泰雅族語、排灣族語。第二語言為入學以後學習的華語(國語、

漢語)，再此之後還可學英語、日語等別國語言作為第二語言。而漢族的

小孩第一語言為漢語，第二語言為泰雅族語、排灣族語，再此之後還可學

英語、日語等別國語言作為另一個第二語言。 

以國家的界限來區分；母語是指本族語言，外語是指外國語言。一般

情況下母語是第一語言，但對移居國外的人來說，其子女出生後首先接觸

並獲得的語言，有可能是居住國的語言而不是母語，因此，第一語言和母

語兩個概念不能完全等同，同樣的道理，第二語言也不一定就是外語。如

移民國外的人，其子女入學後所學的第二語言可能是他的母語。例如；排

灣族人移居泰國，孩子初生就接觸泰語，上泰語學校，因此第一語言是泰

語，而第二語言卻是他們的母語。中華語言中心(C.L.C.)華語文教學的對

象大多為第二語言學習者或外語。 

二、華語文教學基本歷程 

依據簡茂發(2002)〈教育心理學講義〉(p.127)研究指出；教師在教

學之前就必須先設計好課堂的課程要怎樣教，教學(Instruction)是包括

教(Teaching)和學(Learning)兩個部分，是師生互動，交互影響而產生的

一種動態過程。所謂「教學相長」就是「學，然後知不足；然後知困。然

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也就是教學的過程中，學習者往往

會提出教師不曾思考過的問題，教師受到激勵，就會充實自己。可見教與

學對教師而言是一體兩面，相互助長的密切關係。美國教學評量專家柯柏

勒( R. J. Kibler)曾在其一九七四年出版、一九七八年再版的「教學目

標與評鑑」(Objectives for Instruction and Evaluation)一書中，提

出「教學基本模式」
11
 (The General Model of Instruction,GMI)，如圖

二，把教學的基本模式分為教學目標、學前評估、教學活動、評量等四個

階段。將其每一個階段與華語文教學相關的部份分析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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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基本模式(GMI)如圖二所示:                                                     

                     

                          

 

               

回  饋  作  用  

圖二   教學基本模式(GMI) 

(一)教學目標 

依據簡茂發(2002)〈教育心理學講義〉(p.127)、王明傑、陳玉玲(2002) 

Robert E. Slavin(原作者)《教育心理學- 理論與實務》(P.523-525)研

究指出；美國芝加哥大學教育心理學教授(Banjamin Bloom)等人(1956)出

版《教育目標分類》(Taxonomy of education objectives)一書把教學目

標的行為目標法(舊版)分為三個主要方面: 1.認知領域， 2.技能領域，

3.情意領域。具有指示教學方向的功能； 

1.認知領域 12 

認知領域(智性行為目標)分類表；根據 Bloom,(1956)，Saylor(1970）；

包括知識、理解、應用、分析、綜合、評鑑(判斷)等六個層次。這是指智

力方面的發展，即是教給學習者知識，訓練學習者理解、推理、判斷等各

種認知能力。例如:華語文課堂教授明信片的書寫格式，與郵寄方式，這

是書寫明信片的基本知識。 

 

 

 

 

 

 

 

 

11
 簡茂發(2002)。「教學基本歷程」，〈教育心理學講義〉P.127-140。王明傑、陳玉玲(2002) 

Robert E. Slavin(原作者)《教育心理學- 理論與實務》。P.523-525。教學相長 : 出

自禮記學記: 「學，然後知不足；教，然後知困；知不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

能自強也。」 

 

學前評估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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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年舊版認知領域的發展如圖三所示: 

←(evaluation)評鑑(判斷)                          

 

←(synthesis)  

 

←(analysis) 

 

←(application) 

 

←(comprehension) 

 

←(knowledge) (基本知識) 

圖三 認知領域的發展 

資料來源: Bloom,(1956)，Saylor(1970） 

 

新版(2001)重點強調能使用分類於課程、教學、評量和聯結此三者。(2001)認

知領域 11包括記憶、了解、應用、分析、評鑑、創造等六個層次 

 
(2001)新版認知領域的發展如圖三-1 

 

←(creating)(2001新版，創造=綜合，改為最高層級)   

                     

←(evaluation) 

 

←(analysis) 

 

←(application) 

 

←(understand)=(2001新版，了解 (understand)) 

 

←(remember)(2001新版，知識向度+認知歷程) 

圖三-1  2001 新版認知領域的發展 

資料來源:Anderson & Krathwohl(2001)新版 

 

 

 

6

評

鑑 

5 綜合 

4  分析 

3  應用 

2  理解 

1   知識 

6

創

造 

5 評鑑 

4  分析 

3   應用 

2   了解 

1   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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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能領域 

技能領域(技能行為 Psychomotor）目標分類表；依據

Gronlund(1970)，Saylor(1970）；技能領域包括知覺(領悟)、心向(準備

狀況、接觸)、模仿(指導反應)、機械化(操作、反覆練習)、複合反應(熟

練)、調適、創新等層次，是指技術方面的學習。而華語文教學的技能領

域則是全語文能力教學「聽、說、讀、寫」。例如:學會、瞭解明信片的

書寫方法技巧，我手寫我口。 

 技能領域的學習如圖三-2 所示:  

 

 ←(originality) 

 

 ←(regulating) 

 

 

 ←(composite reaction) (熟練) 

 

 

 ←(mechanization) (操作、反覆練習) 

 

 ←(imitating) (指導反應) 

 

 

 ←(mind) (準備狀況、接觸) 

 

 ←(sensation) (領悟) 

 

                   圖三-2 技能領域的學習 

資料來源:Gronlund(1970)，Saylor(1970） 

 

3.情意領域 

德育領域（又稱為情意領域，Affective Domain）的教學目標；情

意領域(情趣行為目標)分類表；根據 Krathwohl(1964)，Saylor(1970）；

包括接受(注意)、反應、評價(價值形成)、組織(價值組織)、個性之完成

(品格形成、定形)等五個層次。這是指變化學習者氣質，陶冶學習者情操，

培養理想態度等各方面的學習。 

例如: 可以用華語文表達溝通的意願，明信片的內容，用詞語境得體。 

任何學科的教與學，均須兼顧這三方面的教學目標。只是隨學科性質之不

同而有主從之別而已。 
 

 

7

創

新 

6 調適 

5  複合 

反應 

4  機械化 

3  模仿 

2 心向 

1 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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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意領域的培養如圖三-3 所示: 
              

          內在(自我) 

        ←(characterization)(品格形成、定形) 

 

 

             

         ←(organization) (價值組織) 

 

 

  

 

         ←(valuing) (價值形成) 

 

 

 

         ←(responding) 

    

         

           外在(他人、他物) 

         ←(receiving) (注意) 

圖三-3 情意領域的培養 

資料來源: Krathwohl(1964)，Saylor(1970） 

 

 

 

 

 

 

 

 

 

 

 
12
新版教學目標認知方面(2001):教育研究月刊 105 期，美國芝加哥大學教育心理學教

授 B. S. Bloom 等人，作者: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行政研究所助理教授 葉連祺， 高

雄縣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幹事 林淑萍。 

(網路doc.105 www.bio.ncue.edu.tw/bio95/1/data/t2/1004/bloom.doc-2008年6月20日) 

布魯姆（Bloom）等分學習行為為三大領域：智育領域（Cognitive Domain ... 

中華民國行政院僑務委員會獎助經費。國立中山大學歷史學程專業課程／新制通識教育

課程美國華僑史 授課教授：凌林煌教授／博士。2009 年 2 月 2 日取自

http://www.general.nsysu.edu.tw/linhuang/oca 

 

 

5   個性之完成 

4    組織 

   3  評價 

2 反應 

接

受

1 



  第二章文獻探討                      

 29

 

  

技能情意

認知

而華語文教學的教學目標應包括這三方面:(1)認知方面是傳授教材

內容知識;(2)技能方面是達到怎樣的語言能力;(3)情意方面是轉化知識

成如何表達溝通的態度。 

達到華語文教學的教學目標如圖四 :  

  

                                    學習者達到學習目標； 

                               擁有基本的語文知識、會運用 

                                     聽、說、讀、寫作的語文能力， 

                                     表達情境、溝通。 

 

 

 

 
 

圖四 達到華語文教學的教學目標 

課堂教學屬於認知方面的心理活動過程。通過教學，可以認知世界、

習得語言、獲得技能、培養德行。但這些教學成果並非一蹴可幾，而是經

歷無數次的教學活動累積而成的。這麼多次的教學活動絕不是單一的或機

械式的重複與疊加，而是經認知、推理、判斷一次比一次有所累進，有所

突破、有所加深，這就要求每一個教學過程內部有明確的目的性、計畫性

和操作性。換言之，教學過程有其內部的規律及發展層次。(蔡雅薰，

2008:p9)  

(二)學前評估 

美國著名的心理學家布魯納（Jerome S. Bruner）（1960，1978），他的重

要著作──《教育的歷程》，其「結構主義」派的教學論；認為一個人的認知發

展是按三種表徵模式發展──即「動作表徵」（enactive representation）、

「影像表徵」（ iconic representation ）和「符號表徵」（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簡茂發(2002)〈教育心理學講義〉(p.129)研究指出，教師要教學前

應該從發展心理學的觀點，對學習者身心的發展程度，其包括智能的成熟

階段、學習上的心理需求、舊學習的知識基礎、當前的經驗背景，做一番

瞭解。這是確立教學目標的起點。即所謂的「起點行為」(Entry Behavior)。

對學習者專業智能的發展，教師必須要瞭解心理學的認知發展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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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ies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和認知表徵系統論(Theories of 

Representation stage)。 

因為有些學習者屬於視覺型的，看過的東西會留下深刻的印象，甚至

過目不忘，教師就應多寫板書，注重圖片、字卡或實物的講解；有些學習

者屬於聽覺型的，聽過的事務不易淡忘，教師不妨可以多做口頭的講述；

有些學習者屬於觸覺型的，必須親自動手去做，在實際的操作中去體驗感

受，教師宜於設計安排動態的情境，使學習者從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 

在班級經營中，可能同時存在各類型的學習者，教師應作教學前評

估，依學習者認知型式(Cognitive style)的知覺類型(Perceptual 

pattern)，設計教學活動，活用教育專業智能，以有教無類，因材施教、

因勢利導，增進學習者的學習效果。 

(三)教學活動 

    教學活動是以學習者的學習為主，為協助達成學習者的學習目標而設

計的課堂教學活動。因此教學活動應該注意下列影響學習的因素:1.學習

者的學習行為，2.可能影響學習效率的其它因素，3.語文教學方法，4. 設

計教案，5.學習動機。 

簡茂發 (1979)〈從心理學的觀點談教學的心理基礎〉(p.68)研究指

出；依教育心理學分析學習者的學習行為，其學習歷程的理論中，主要可

分為二種層次，(1) 聯結論的觀點層次(行為學派)，(2) 認知論的觀點層

次。認知結構學習論；Bruner布魯納發現學習論；學習者主動探索是學習

的主要條件。要瞭解學習行為，必須到教室。 

1.學習者的學習行為-學習歷程的理論 

(1)聯結論(Association Theory)的觀點層次 

Bruner 布魯納認為學習行為較低的層次，視學習者的學習為習慣的形

成(Habit Formation)，強調刺激與反應之間的聯結，透過練習，然後養

成熟練的技能，是屬於一般的機械性的學習。包括「古典制約學習」

(Classical Conditioning)與「操作制約學習」(Operant Condit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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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行為學派的觀點言之: 機械性的學習 如圖五  

                             目標                    

                                                                  

                  學                                                            

                    會                 

                     

                      嘗     試         

                   圖五 機械性的學習 

(2)認知論的觀點層次 

Bruner布魯納學習歷程理論的認知論觀點層次中，特別強調知覺

(Perception)與領悟(Understanding)。依其理論觀點，真正的學習是學

習者能洞察情境中的各項刺激關係，而獲得深切的認知。這是理解性的學

習，不是機械性的學習。在這層級較高的理解性學習階層，學習者必須深

入分析與探討整個的學習情境，獲得充分的理解，才能把握關鍵所在，而

產生頓悟(insignt)，達到學習的目標。從認知學派的觀點言之: 理解性

的學習 如圖五-1                       

                    目  標                          

                   

            解           頓 

          理             悟 

                                 

 

                 分析綜合 

圖五-1 理解性的學習 

2.可能影響學習效率的其它因素 

教師進行教學活動的時候，除了探討學習過程中學習者的行為之外，

不可忽略可能影響學習效率的其它因素如下: 

(1) 教材因素: 教材內容的難易、教材篇幅的長短、教材內容的組織架構

及教材內容的意義、性質等。 

(2) 心理因素: 學習者的個別差異，包括性別、年齡、年級、志向、資質、

學習動機的強弱等等的差異。 

(3) 環境因素: 學習環境氣溫的高低、通風的好壞、教室光線的強弱以及

其他物質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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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茂發 (1979)〈從心理學的觀點談談教學的心理基礎〉(p5，p6)研

究指出；美國學者歐斯倍(D.P.Ausubel)特別強調認知的學習，把學習分

成二個主要向度(學習方式):(1)在教材組織方面，(2)在學習方式上，這

兩個向度在華語文教學活動裡是很重要的教學方式。其學習向度如圖七所

示。 

(1)在教材組織方面 

①機械性的學習: 按照規定劃一的、固定的、刻板化方式的學習，不讓學

習者變通，學習起來枯燥無味，效果較差。死背，不瞭解意思。 

②有意義的學習: 綜合各類認知發展的知覺類型，設計教學活動。教材與

教學方法應與學生的身心發展和知識的基礎及經驗背景做適當配合，進行

有意義的學習。學習者易於瞭解，倍感親切、有趣，且學習效果較好。 

(2)在學習方式上 

學習向度(方式)可分為①接受式的學習，②發現式的學習。如圖七所

示: 

①接受式的學習: 就是填鴨式、注入式的學習，教師準備好材料，強迫的

方式，灌輸給學生，而不管學習者能不能消化、吸收。偏向機械性的學習。 

②發現式的學習: 讓學生從實際的操作當中去發現一些道理出來，在零起

點的階段瞭解意思，教師應該做指導下發現式的學習，把教材做適當的安

排，好的教學應該以質取勝。量多不如量少，量少不如質好。不要教的太

快，老師講解方法給學生一些提示和指導，讓學生懂得從什麼方向去思考

模仿。這種學習比較符合現代的教學原理和發展趨勢。偏向有意義的學習。 

教學活動應該是師生共同參與、交互作用的活動，避免只是讓少數學

生有表演的機會，應該讓所有學生都積極地參與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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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向度(方式)如圖六      發現式學習 

 

 

 

機                                    新課程                      有 

械                                                                意                 

性                                                                義                 

的                                                                的 

學                                                                學             

習                                                                習 

                                                                      

 

                            接受式學習 

                          (填鴨式、注入式) 

圖六 學習向度(方式) 

3.語文教學方法 

在教學活動的進行過程中，是教與學兩個動態過程相互影響，才能達

到課程的教學目標。因此教師教學時，除了考慮學習者的學習行為、認知

能力、學習向度、智能的成熟階段、學習上的心理需求、舊學習的知識基

礎、當前的經驗背景等之外，整個課程進行教學過程的方法，也是重要的

一個環節。 

  教師是設計者、指導者、領航員、研究者，教師的教學方法綜合以上

的種種因素，必須再將其融入適當的語文教學法中，教師的教學技巧必須

與學習者產生交集共鳴，才能達到課程的教學目標。 

  其語文教學法在近一世紀最為人們重視的約有兩類學派，一是注重行

為受到刺激而反應的「行為學派」，主張語言的發展是依賴口語做機械式

連續不斷的練習，而培養出來語言的習慣。另一類「認知學派」是主張人

類的學習是經內在的認知能力，洞察、分析、瞭解外在事物原理的知覺力，

因而學習語言能夠有舉一反三的能力，依賴認知的基模可以發展延伸語言

的表達功能，如果只是依靠機械式的練習，是不能將語言學好的。 

  在這兩種學派的孕育下大約有數十種的語文教學法，其較具影響力有

十多種，資料整理自葉德明(2002)《華語文教學規範與理論基礎》、劉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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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對外漢語教育學引論》、蔡雅薰(2008)《華語文教學導論》第四

講如: 

(1)文法翻譯法(Grammar-Translation Method)  

(2) 認 知 法 (Cognitive Approach)[ 認 知 - 符 號 法 Cognitive-code 

Approach ]  

(3)聽說教學法(句型法、結構法)(Audio-Lingual Method) 

(4)直接教學法(The Direct Method) 

(5)溝通式教學法(Communicative Language Approach)  

(6)自然教學法(The Natural Approach) 

(7)閱讀法(The Reading Method) 

(8)情境教學法(Situational Language Approach) 

(9)啟示頓悟法(Suggestopedia) 

(10)肢體行動反應教學法(The Total Physical Response Method ) 

(11)默示教學法(The Silent Way) 

(12)團體語言學習法(Community Language Learning)等教學法。 

研究者只列舉(1)-(6)六種代表性的語文教學法 13，對其特徵列表闡

述，如表三所述；但(7)-(12)研究者不詳細列出其特徵。 

表三 : (1)-(6)六種代表性的語文教學法特徵表 

語文教學法 

行為學派 認知學派 
特徵 

 (1) 

文法翻譯法 

(Grammar- 

Translation 

Method) 

 

 

 

 

 

 

 

 

 

 

 

 

(1)文法翻譯法 

　以理解標的語的書面語言、培養閱讀

能力和寫作能力以及發展智力為主要

目標，不重視口語與聽力的教學。 

　以系統的語法知識為教學的主要內

容，語法教學採用演繹法，對語法規則

進行詳細地分析，要求學生熟記並通過

翻譯練習加以鞏固。 

　詞 彙 的 選 擇 完 全 由 課 本 內 容 所 決

定，用對譯的生詞表教學，句子是講授

和練習的基本單位。 

　用母語進行教學，翻譯是主要的教學

手段、練習手段和評測手段。 

　強調學習規範的書面語，注重原文，

閱讀文學名著。 

語法翻譯法是第二語言教學法史上第

一個完整的教學法體系，現今高年級某



  第二章文獻探討                      

 35

 

     

(2) 

認知法 

(Cognitive 

Approach)--- 

[ 認 知 - 符 號 法

Cognitive-code 

Approach] 

  

 

 

 

些課程如綜合課、翻譯課的教學，仍可

以借鑒其優點。 

(2)認知法 

　在學習過程要充分發揮學習者智力

作用，強調通過觀察、記憶、思維、想

像等活動，內化語言的知識體系，獲得

正確運用語言的能力，反對動物型的刺

激---反應學習。 

　強調在理解、掌握語法規則的基礎

上，進行大量有意義的練習，提倡演繹

法的教學原則。反對機械模仿(句型操

練也應在理解句型的結構、意義基礎上

進行)，同時也反對過多的知識講解(教

師的講解不應超過教學活動的五分之

一)。 

　以學生為中心，重視培養學習者強烈

的學習信心和濃厚的學習興趣。強調以

學生的活動和操練為主，注意培養學習

者的自學能力，充分調動學習者的積極

性和主動性。 

　聽說讀寫齊頭並進，從一開始就進行

全面訓練，口語與書面與並重。 

　適當使用學習者的母語，特別是母語

與標的語的對比，可用母語解釋一些比

較抽象的語言現象，以利於標的語的學

習，但反對濫用母語。 

　正確對待學習者的錯誤，在學習過程

出現錯誤不可避免，對錯誤要進行分

析，採取不同的處理方法。反對有錯必

糾，防止因糾錯過多使學習者怕出錯，

而影響到語言的運用，甚至失去學習信

心。 

(3) 

聽說教學法 

(句型法、結構法) 

(Audio- 

Lingual Method) 

(3) 

聽說教學法 

(句型法、結構法)

 (Audio- 

Lingual Method) 

 

(3)聽說教學法 

聽說法的教學過程，按特瓦德爾(W. F. 

Twaddell)的歸納分為五個階段: 

　認知。教師向學習者展示新語言材料

(句型)，藉助於實物、情景、手勢等使

學習者理解語言材料的意義。 

　模仿。在教師的反覆示範下，學習者

準確的模仿。 

　重複。通過反覆練習(多項選擇、判斷

正誤等)，不斷重現已模仿的語言材

料，達到讓學習者牢記(背誦)的目的。

　變換。用變換句子結構的練習(如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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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換、句型轉換、句子擴展等) 

給學習者以活用的機會。 

　 選擇。用問答、對話、敘述等方式，

讓學習者選擇學習過的詞語或句型，描

述特定的場景或事件，進一步活用。 

(4) 

直接教學法 

(The  

Direct Method)  

            

 

 

 

 

 

 

 

 

 

(5)溝通式學法 

(Communicative  

Language  

Approach) 

(4) 

直接教學法 

( The  

Direct Method)  

            

 

 

 

 

 

 

 

 

 

 

 

 

 

 

 

              

 

 

 

 

 

 

                

(4) 直接教學法 

　使用直接教學法的教師認為，學習者

需要將意義與標的語直接連接起來。 

　教師透過實物、圖片、或啞劇來介紹

新生詞或片語，絕不翻譯成學習者的母

語。 

　直接教學法主旨以情境或主題為基

礎，學習者大量使用標的語來溝通。 

　文法應以引導的方式教授，從例子中

理解或歸納，而絕非給予明確的文法規

則。學習者在完整的句子中使用新詞，

藉以練習詞彙。 

　師生、學習者之間以自然互動，學習

者也能彼此交談。 

(5)溝通式教學法 

溝通式教學法應被視為一種方法,而非

技巧。它包括一套能反應語言和語言學

習溝通的原則,可用來支持多樣的教室

課程,其原則如下: 

　合適性:溝通必須流暢,語言使用反映

出它使用的情況,並視環境、參與者角色

溝通目的來決定語言使用適當與否。因

此,學習者必須能使用正式和日常的用

語。 

　信息要點:課堂活動以真實有意義的

活動為目標。學習者必須創造並了解真

實的信息。將重點放在溝通活動中的資

訊分享和資訊傳達。 

　心理語言學過程:需透過溝通學得語

言,使學習者應用認知或其他在第二語

言習得重要的成分。溝通活動是不同語

言的整合。  

　冒險行為:學習是包含嘗試及錯誤的

建造過程,鼓勵學習者猜測和從錯誤中

學習,藉由運用各種溝通策略深入探索

所學。 

　自由練習:鼓勵使用全部的練習,包含

其他各種次要技巧的使用,且一次練習

多種次要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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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自然教學法 

(The Natural  

Approach) 

 

 

(7) 閱 讀 法 (The 

Reading Method) 

 

(8) 情 境 教 學 法

(Situational 

Language 

Approach) 

 

(9) 啟 示 頓 悟 法

(Suggestopedio) 

 

(10) 肢體行動反

應 教 學 法 (The 

Total Physical 

Response Method ) 

 

(11) 默示教學法

(The Silent Way)  

 

(12)團體語言學習

法 (Community 

Language 

Learning) 

 

 

 

 

 

      

 

 

 

(8) 情 境 教 學 法

(Situational 

Language 

Approach) 

 

(6) 自然教學法 

五個基本理論假設: 

　習得與學習假設 

(The Acquisition- Learning 

 Hypothesis):是指成人學習二語言的方

法，有習得(acquisition)和學習(learning)

兩個向度。習得是在自然理解的溝通環

境下習得。學習是在特定規範的組織目

標下學習語文。 

　 自 然 順 序 假 設 (The Natural Order 

Hypothesis):語言在習得與學習兩個向

度下都有其發展的自然順序。 

　語言校準論:Krashen 認為正在學習與

已經學習得到的規則，具有檢視、校正

自身語言的作用。 

　輸入語言假設(The Input 

Hypothesis):在學習第二語言時，習得的

自然理解環境下，輸入 (input)可理解的

語言，要比自己目前學習的語文能力還

要高一點。 

例 如 :(input+1)=i( 目 前 自 己 的 語 文 能

力)+1 的觀念，這樣才能獲得較高的語

言。 

　情感性關卡假設(The 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 學 習 者 的 情 感 因 素

(emotional)或態度(attitude)會影響學習

者語言的學習。例如:焦慮(anxiety)、動

機(motivation)、自信(self-confidence)，都

會影響、阻礙學習者語言的學習。  

 

其中主張「認知學派」觀點的代表教學法有: 

(1)文法翻譯法(Grammar-Translation Method)， 

(2) 認 知 法 (Cognitive Approach)[ 認 知 - 符 號 法 Cognitive-code 

Approach ]。 

 以「行為學派」的觀點為語文教學的理論的有:   

(3)聽說教學法(句型法、結構法)(Audio-Lingual Method) 

(4)直接教學法(The Direct Method) 

(5)溝通式學法(Communicative Language Approach) 

(6)自然教學法(The Natural Approach)     

(7)閱讀法(The Read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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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情境教學法(Situational Language Approach) 

(9)啟示頓悟法(Suggestopedia) 

(10)肢體行動反應教學法(The Total Physical Response Method ) 

(11)默示教學法(The Silent Way) 

(12)團體語言學習法(Community Language Learning)等教學法。 

而(3)聽說教學法(句型法、結構法)(Audio-Lingual Method)，(4)直接 

教學法(The Direct Method)，(8)情境教學法(Situational Language 

Approach)此三種教學法採納了行為學派的觀點，也運用認知學派的理論。 

實際上，教師在課堂教學活動時，必須將認知學派與行為學派的理論

合併使用，教師可以設計各種不同的教學活動，取其中恰當的語文教學法

來配合教學，並且考慮學習者的學前評估各項因素。如果在學習者一開始

學習時，就給予正確的啟發觀念，再適當的加與實際事物的關聯，使學習

者的認知過程更清楚明白，這樣學習者較容易達到教學目標。因此華語文

教師必須預先設計好教學活動。 

4.設計教案 

在進行華語文課程教學之前，教師必須先擬定教學計畫，這個計畫就

是教師在教室的課程教學流程、教學方案，即所謂的「教案」。 

林進材（1997）；〈教師教學思考﹣理論、研究與應用〉提出「教學

計畫的形式」：分為「書面式」、「簡單文字概念式」與「內心式」三類， 

「書面式」教學計畫：教師在教學之前，將教學所要達到的預期目標，使 

用的教學方法與策略，師生活動，事先作妥善的規劃，以作為教學上的根

據，就是一般俗稱的「教案」。 

  「簡單文字概念式」教學計畫：教師通常會以簡短的文字或概念組織

方式進行計畫，並在適當的地方（如課本、筆記本、記事簿）寫一些文字

提醒自己，作為引導教學的依據。 

  
13 
 語文教學法: 其資料整理自葉德明(2002)，《華語文教學規範與理論基礎》、劉珣

(2002)《對外漢語教育學引論》、蔡雅薰(2008)《華語文教學導論》第四講。 

「內心式」教學計畫：通常不以文字方式呈現出來，教師僅在腦海中

構思教學，是一種心理思考方式的教學計畫。大部份有經驗的教師很少將

計畫詳細地寫下來，通常只在心裡作計畫，或是只把計畫以綱要或簡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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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寫下來（Borko＆Livingston,1989; Kagan, 1992; Morine-Dershimer, 

1978; MuCutcheon, 1980）（整理自李曉萱，2001，〈華語文教師教學專

業知能之探究〉指出；自林進材，1997: 27-57）。 

教案的設計可以讓教師在課堂教學之前預先構思，分析課程內容進行

的步驟。確認課程難點與練習的必要性，進行階段亦可因學習者的程度高

低、學習者興致低落、不預期的其它狀況，修改教案、課程內容進行的流

程。課後反思其流程與實際課程進行的誤差，作為下一次設計課程教案的

依據。若有意外情況，需要教師依靠自己的教學經驗去隨機應變並及時調

整。 

華語文教學教案設計基本項目如表四所示，資料整理自葉德明

(2002)；《華語文教學規範與理論基礎》，黃美金(2003) 〈華語文教材

教法〉，試教課程，華語文教學教案設計表。 

 表四  : 華語文教學教案列舉的基本項目表 

華語文教師: XXX 教材: (部編、南一) 

(1)教學對象: 程度:       人數:           年齡: 

(2)教學課程: (第一課  走進大自然)   課文、生字、語詞、句型、... 

(3)教學時間: ①時間分配:每節四十五分   ②時段:三節課 

(4)教學目標: 認知(知識)、技能、情境 

(5)使用教具: 圖片、實物、電腦、字卡 

(6)教學活動與過程:(以小學二、三年級的教學活動為例) 時間分配: 

①教學方法(課前構思)      ⑦句型練習       

②引起動機/師生互動       ⑧會話練習                            

③課文講解                ⑨教室活動:提問/遊戲                    

④圈選課文語詞            ⑩評量/測驗                            

⑤生字、語詞教授          ⑪家庭作業   

⑥漢字習寫                ⑫補救教學 

5.學習動機 

動機是學習的重要因素之ㄧ，也是最難掌握、最難測量的因素之ㄧ。

心理學家(Baron，1998；Schunk，1990)定義「動機」(motivation)為:「能

長時間激發、指引和維持行為的內在歷程」；就是指什麼因素會使得你做

這件事、繼續做下去和決定你試圖往哪個方向做。 

是什麼原因會使學習者想要學習?願意付出努力來學習是有許多因素

造成的，其範圍可從學習者的人格、能力到特定學習作業的特性、學習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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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環境和教師行為。教育者的工作不是在提高動機的本身，而是要去發

現、引起、維持學習者的學習動機。 

    王明傑、陳玉玲(2002)(p456)研究指出；Alexander & Jetton, 

(1996)；Graham & Golan,(1991)；Harp &Mayer,(1997)「動機」不僅是

會影響學習者是否會從事學習的活動，並且也會是決定有多少學習者會從

「他們表現的活動中」或「他們所接觸的訊息中」來獲得學習。若學習者

被引起學習某事物的動機時，則該學習者會使用較高階層的認知歷程來學

習，並獲得較多的吸收和保留。而華語文教師的重要工作之ㄧ是設計教學

活動如何才能支持學習者的動機。 

蔡雅薰(2008)〈華語文教學導論〉(p.13-14)，提出學習動機是直接

推動進行學習的一種內在的原動力。學習動機對於人類學習語言可以發揮

明顯的推動作用，所以在教學活動中，華語教師要有意識地激發學習者的

興趣，增強學習者的學習動機，盡可能使學習者潛在的學習動機轉化為學

習原動力。 

學習華語文的外國學習者，其學習動機不一，也決定著他們不同的學

習態度。常見的學習動機或目的可歸納為三類: 

(1)升學目的：此類學習者對於華語文學習有迫切要求，學習的內在原動

力強，有勇氣和毅力去克服困難。因此，教師須瞭解這類學習者的弱點，

把握多讚揚、多肯定的原則，激勵他們的學習目的。 

(2)語文技能目的：大多為海外商務人員，有明確的奮鬥目標，學習熱情

長久不衰。華語文教師也要以鼓勵為主，關心他們的工作與未來主要的華

語文需求，加強聽、說、讀、寫的專項技能提升，多予以明確地肯定。 

(3)被動的學習：此類學習者無明確動機，大多為被動的學習華語文，較

多的學習對象是兒童及中學學生，應父母要求或外語課程需要選讀而來，

學習態度較為被動。此種學習者的內在原動力不強，較難保持長久。對此，

華語文教師要能引起學習興趣，並激勵他們做連續不斷的嘗試及演練。曼

谷中華語文中心的學習者大多是此類型的學習者。 

(四)評量 

簡茂發(2002)〈教育心理學講義〉(p.132-133)研究指出，評量

(evaluation)是回饋階段，教學的第四階段—而非終點站，是另一個學習

階段的起點。評量是運用科學方法和技術，蒐集有關學習者學習成就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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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資料及學習者的學習行為，再依據教學目標，就學習者學習表現的情

形，予以分析、研究和評斷的一系列工作。評量在整個教學歷程是一個承

接轉合的關鍵部份。評量不是教學活動的結束，也並非整個教學歷程的終

點。教學評量的主要目的，是在於診斷學習者的學習困難點，及分析教學

得失，以便作為往後是否要實施補救教學或個別輔導的依據。     

簡茂發(2002)〈教育心理學講義〉(p.132-133)研究指出從評量的時機

和性能而言，教學評量可分為「形成性評量」(formative evaluation ) 、

「總結性評量」(summative evaluation)；從評量資料的解釋方式而言，

教學評量又可分為「常模參照評量」(norm-referenced evaluations)和

「標準參照評量」(criterion-referenced evaluations)。 

王明傑、陳玉玲(2002) 《教育心理學- 理論與實務》(p.534-535)指

出，「常模參照評量」(norm-referenced evaluations)是集中注意於某

位學習者成績分數與其他學習者成績分數之間的比較。當我們在教室裡，

成績通常會讓我們想到，某位學習者和其他同學相比較，其表現如何。某

學習者的成績也許具有學校等級。或者學習者的分數在標準測驗中，也許

可以與全國具代表性的常模組比較。 

王明傑、陳玉玲(2002)《教育心理學- 理論與實務》(p.534-535)指

出，「標準參照評量」(criterion-referenced evaluations)是集中注意

評量某位學習者特定技能的精熟程度，且可以不論及其他學習者對相同技

能的精熟度，不必與其他同學相比較對相同技能的精熟度的情形。標準參

照評量是與「教師教導的課程、課目標或課程目標」密切地相連結。

(Popham,1995；Shepard,1989a) 

  簡茂發(2002)〈教育心理學講義〉(p.132-133)研究指出，教學方案執

行得如何，效果怎樣，不以教師的自我感覺或主觀設想為轉移，必須經過

衡量和測驗，再加以評估。對學習者要公平，是教育的基本態度，但在考

查學習者成績評量—學習成果好壞的時候，應該要注意個別差異，要用有

彈性的標準。從心理學的觀點來說，評量應該是多方面的，包括知性、情

性以及技能各方面。評量應以「形成性評量」(formative evaluation )

和「總結性評量」(summative evaluation)相互配合，二者相輔相成，才

能發揮最大的評量功能。 

王明傑、陳玉玲(2002)《教育心理學- 理論與實務》(p.534-535)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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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學者指出，「形成性評量」(formative evaluation )幾乎是「標準參

照評量」(criterion-referenced evaluations)，是診斷性的測驗，用來

發現學習者學習時的優缺點，以便在學期中就可以修正課堂進行的內容與

速度。比如教師在授完每一課之後，就經常舉行一次小考，立即打分數，

而把它當作一次形成性評量，這樣的形成性評量，可以提供回饋給教師修

改教學方案和學習者改進學習的依據。教師能規劃形成性評量與教師課程

密切地、經常地連結時，是即具有教育性且非常有用的教學評量。 

「總結性評量」(summative evaluation)可以是「標準參照評量」或

「常模參照評量」，是學期知識的一個總結的測驗。總結性評量是提供學

習者彼此的成績給學習者做參考、比較。它可以定期或不定期的舉行，但

是它必須以形成性評量和課程目標相連結。將教學評量以評量的時機和性

能以及評量資料的解釋方式歸納分類如表五所示； 

表五 : 教學評量分類表 

分

類 
評量的時機和性能 評量資料的解釋方式 

名

稱 

形成性評量 

(formative 

evaluation ) 

總結性評量 

(summative 

evaluation) 

常模參照評量 

(norm- 

referenced 

evaluations) 

標準參照評量 

(criterion- 

referenced 

evaluations) 

功

能 

幾乎是標準參照

評量，是診斷性

的測驗，用來發

現學習者學習時

的優缺點，以便

在學期中就可以

修正課堂進行的

內容與速度。 

可以是標準參照

評量或常模參照

評量，是學期知

識的一個總結的

測驗。 

總結性評量是提

供學習者彼此的

成績給學習者做

參考、比較。 

教師教學成效的

指標。 

集中注意於某位

學習者成績分數

與其他學習者成

績分數之間的比

較。 

教師教學成效的

指標。 

集中注意評量某

位學習者特定技

能的精熟程度，

不必與其他同學

相比較對相同技

能的精熟度的情

形。 

可以分析學習者

的學習個別差

異。 

最

佳

時

段 

經常性的(每課，

每單元) 

定期或不定期，

經常或不經常 

定期或不定期，

經常或不經常 

經常性的(每

課，每單元) 

    

王明傑、陳玉玲(2002)《教育心理學- 理論與實務》(p.534-535)、

蔡雅薰(2008)〈華語文教學導論〉第三講(p.16-18)指出；一般在期中或

期末進行，但是到期中或期末才進行測驗評量，教學進程過長，教學上存

在的問題可能已經積重難返，很難彌補糾正。因此，有經驗的華語文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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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堂課都在進行有意識地評量，至少教學一篇課文或一個單元進行一次測

驗，隨時發現問題，隨時加以補救，其效果比等到期中或期末的測驗評量

效果好。課目標或單元目標的測驗評量是形成性的評量。華語文測驗評量

的方式，一般採用試卷，也可利用口試，並對其結果進行評估。日常教學

中，則以各種不同形式的檢測，即時得到學習者的回饋，以便採取相應措

施，在後續教學中立即補強。 

(1)每一課的教學評量應注意: 

①測驗的時間點:一般利用強化新課程內容及舊課程的複習檢查，從學習者

的回答、練習和作業中得到回饋，不必另花太多時間特別測驗，否則會影

響教學進度。 

②測驗的形式:以複述、問答、做練習題為主，不一定要另擬試卷。 

③測驗的項目:根據教學目標所規定的詞彙、語法、技能和課文內容等為主

體，有重點地、有選擇地進行，不一定做全面檢查。 

④測驗的標準:在數量上，以常模參照評量分析，在教學目標的領域範圍，

能掌握知識和技能人數的多寡來評估學習成效；品質上，以標準參照評量

來衡量，學習者是否掌握知識和技能熟練的程度。 

(2)診斷與補救教學 

依據常模參照評量的結果，教師可以從大多數學習者的測驗得到回

饋，質的量化來判定教學是否達到目標。更可從標準參照評量來瞭解學習

者的個別學習差異，亦可以分析學習者學習品質的優劣。如質量均已達到

教學目標，則可進行新的教學任務;如未達到或部分未達到目標，則需採

取診斷措施進行補救教學。 

①常需要細心判斷的原因，是教的問題，還是學的問題。是對於新課程內

容全部不懂，還是局部或某語法點不懂。是大多數人沒掌握好，還是個別

學習者未能掌握。 

②判斷出問題所在後的進行補救，也要分別處理，例如:對新課程內容和新

知識，大多數人都較模糊，則需提綱挈領地重點講解，給予概念(concept);

如對新課程內容和新知識部分不懂，則需複習要點。 

對新課程內容和新知識，大多數人掌握不好，則需加強練習。對新課程內

容和新知識，只有少數人或個別不懂或掌握不好，則應加強個別輔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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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班級整體的教學進度。 

三、華語文教學的原則 

(一)課程設計的有效組織規準 

1.連續性、順序性與整合性 

蔡雅薰(2008)《華語文教學導論》第三講，指出課堂教學的有效組織

規 準 具 有 連 續 性 (continuity) 、 順 序 性 (sequence) 和 整 合 性

(integration)。教學過程經由教師重組教材內容，前、後銜接性、統整

性與內容的轉化，而逐漸形成教學過程內部的組織。 

黃天(n.d.)〈特殊教育課程與教學──重點聚焦與題庫解析〉14指出: 

布魯納(J.S.Bruner)所領導規劃的「人的研究」，便以強調順序性、繼續性和

統整性等課程組織規準之螺旋式課程組織方式。螺旋式課程（Spiral 

curriculum）特色: 

根據某一學科知識結構的「概念結構」，配合學習者的「認知結構」以 

促進學習者的認知能力發展為目的的一種課程發展與設計。 

(1)合乎學科結構邏輯順序，結構嚴謹。 

(2)合乎學習者認知結構與認知發展過程。 

(3)合乎課程組織的繼續性和順序性規準。 

(4)提供明確概念架構，作為教師進行「探究教學」依據。 

(5)提供具體的實物或教育玩具，配合學習者認知發展階段設計能夠激發學習 

者學習興趣的活動，滿足學習者需求。 

2.分析、實施與回饋 

華語文課堂教學規劃可分為分析、實施與回饋等三個階段。分析階 

 

14
黃天(n.d.)。〈Untitled，特殊教育課程與教學──重點聚焦與題庫解析，p341〉。

布魯納(J.S.Bruner)的螺旋式課程組織要素（Spiral curriculum）特色。2008年7

月10日取自網頁: www2.wunan.com.tw/download/preview/2b26.pdf -  

 

段，包括確定起點狀態、分析教學任務、確立教學目標等三個方面;實施

階段包括設計教學技巧、適應個別差異、激發學習動機、教學方案實施等 

四個方面;回饋階段包括測量與評估教學結果、診斷與補救教學兩方面。 

華語文教學不同於母語習得，既要對漢語本體有深入的觀察，又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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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學習者原有的母語系統建立對比分析的辨識與認知。因此在教學必須

強調第二語言學習的熟練度及其與第一語言系統之間的轉換，而後能直接

應用新建立的第二語言思維和表達。 

3.先聽說、後讀寫 

強調華語文教學原則體現在聽、說、讀、寫的幾個方面： 

蔡雅薰(2008)《華語文教學導論》第二講指出，先聽說、後讀寫的順

序發展； 

聽與說同為華語口語溝通的行為，在直接溝通時互相影響，互相促

進；而讀與寫是書面語方面的行為，是間接的溝通。華語教學的目的是培

養學生運用所學語言在一定範圍內進行交際溝通的行為，包括口語和書面

兩部分。 

口語是溝通主要的基礎形式，因此訓練聽說是華語教學中的重要問

題，華語教師需要明確先聽說、後讀寫的順序發展，不宜在初學就過度注

重讀寫，造成以讀寫為領先的外語教學，導致聽不懂華語、也不會說華語

的結果。其次，聽、說、讀、寫中的任何一項能力均需在華語文教學中編

排有序，四種專項技能的偏頗或疏忽，都將形成華語教學的缺陷。瞭解聽

說教學在初級任務的基礎訓練，並有效持續讀寫教學的深造和發展，是華

語文教學的重要原則。 

4.漢字教學策略 

葉德明(2002)《華語文教學規範與理論基礎》研究指出； 

(1)依語文自然發展結構邏輯與文化內涵上進行 

漢字是由具象開始，以圖形留傳意義。因此漢字教學應著重在視覺上

的辨識，給予學習者明顯的漢字認讀與書寫，使學習者易於掌握要點，增

進學習效果。 

(2)「部件法」主領漢字閱讀與書寫的特徵 

「部」就是漢字的部首，「件」就是字素，將同部首漢字做有系統、關

聯性的歸納及合邏輯的說明，能加深學習者漢字認知上文化的觀念。 

(3)字形分析與筆劃肌譯碼 

教授漢字認讀要掌握字形分析，將字型所包涵的部首與部件(字素)，

加以說明，儘可能的講述該字素的原來意義，而部首主領語意範疇。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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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幫助記憶漢字字形，亦可引起對漢字學習的興趣。 

曾志朗(1989)的筆劃肌譯碼功能，為漢字教學手段，指導漢字筆順與

筆畫，加強心理認知力的學習策略。 

蔡雅薰(2008)《華語文教學導論》第二講指出，華語文學習者對漢字

的認識或書寫都應不同於母語人士的教學方式與教學步驟。以下指導方法

可供參考： 

(1)教常用的聲符，與基本義符的概念。教幾個基本漢字與重要部首，以

意義來 

分類。約第四、五個月的學習者可回憶所學，建立起基本義符的概念。 

(2)重複漢字組件的演練。各類漢字組件的遊戲，反覆練習，將有助益於

學習，強化記憶漢字的字形結構。 

(二)教師的專業知識及個人涵養 15 

黃美金(2003) 華語教學實習課程〈理想的華語教師〉(p.8) ，葉德明

(2004)「華語教師應具備的専業知識及個人涵養」，理想的華語教師在教

學時應具有 1.専業知識及 2.個人涵養。 

1.華語教師應具備的専業知識如下： 

(1)精通華語語音、語法的結構與功能;能引導學生正確地使用華語，了解

其結構與句型。並對學生的母語作分析與比較，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2)具有正確的聽、說華語能力；除了發音正確、語調自然、語句流暢。

瞭解華語的各種演講技巧，能輔導學生利用所學過的單字、詞彙、句型等，

做簡單的對話交談；角色扮演、遊戲、視聽器材等，加強學生聽說華語的

能力。 

(3)瞭解華語各種文章體裁，熟悉閱讀及寫作步驟及技巧，進而能指導學

生閱讀，及以生活體驗為教材，培養寫作能力。 

(4)熟悉歷史文化，國學常識，引導學生鑑賞文學作品，訓練其思考及表

達能力。 

(5)熟悉各式教學原則及方法，教材的編排、教具製作及使用方法，設計

各種生動、活潑的教學活動，提昇學生學習華語文的興趣，促進學生對華

語文聽、說、讀和寫的整體語言能力，進而達到教與學的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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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人涵養如下： 

華語文教師除了具備專業知識的能力之外，其本身的態度、涵養、敬

業精神亦不可忽視。 

(1)教學要熱忱，有耐心、有愛心，能做到因材施教，建立學生的信心， 

培養創造力。 

(2)富有幽默感；營造教室為輕鬆活潑的學習空間，使學生對華語產生有 

趣的學習，增強學習效率。 

(3)個人應保有繼續進修的精神。 

華語文教師除了具備專業知識的能力之外，其本身的態度、涵養、敬

業精神亦是影響教學效率的一個重要關鍵。 

   呂必松先生（1992）〈對外華語講習〉研究指出，討論華語教師需要

掌握的知識、理論、能力和經驗的範圍。他將對外漢語教師依能勝任工作

的程度分成三個等級，每級教師均有須達到的專業素養能力的指標。茲簡

要整理如下： 

（一）能勝任課堂教學的教師 

１.具有一定的專業知識和文化知識；如:漢語語言學的知識，教育心理學，教育 

   概論和語言教學法的知識，文化知識。 

２.具有一定的工作能力，語言文字能力，課堂教學能力、教材組織能力。 

３.具有一定的教學經驗；教師除了不斷進修相關專業知識和文化知識，而且須

在實際的教學實踐中磨練個人的教學經驗。 

（二）教學藝術高超的教師 

１.充分了解自己的教學對象： 

主要瞭解學生的性格特徵、語言學習能力、興趣愛好、家庭情況、心理變化

及由以上各種情況所產生的學習特點和難點。 

２.在教學任務、教學目標、教學要求、教學內容要做整體的考量： 

一個教師只能承擔整體語言教學的一部份，總體課堂教學任務則由教師集體

分工合作而成。一個教學藝術高超的教師，應能以全局出發，考慮每一個教學細

節；另一方面又能以小見大，精心設計每一個課堂教學環節，使每一個課堂教學

環節都能取得最佳的教學效果。這就是以全局提挈局部，以局部服從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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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精通課堂教學的方法和要領： 

(1)在課堂教學環節的安排上能做到層次清楚、環環相扣、起伏有序、節奏感強、 

突出重點、解析難點。因此學習者的情緒能隨著課堂節奏的起伏，在既緊張又輕 

鬆的氣氛中進行有效的學習。 

(2)講解時要深入淺出，使學習者容易理解；做課堂練習時，要目標明確，練則 

奏效，使學生容易掌握。這主要由於教師既有深厚的理論基礎，又能活用多樣的 

教學法。 

(3)班級經營上給予學習者同樣的關注，善用手勢、眼神和面部表情控制課堂。 

教師應隨時留意課堂中學生藉由眼神、面部表情所展露的情緒，即時調整教學進 

度、內容與方法。 

(4)課堂用語精益求精。語音語調清楚，語速快慢得當、聲音高低適度，盡量能 

生動有趣。不講句子不完整的話。不講學生聽不懂的話，但又要使學生從教師的 

課堂用語中學到新東西。 

(5)板書經過精心設計。 

(6)視聽設備使用前預作檢查。 

(7)講求儀容，衣著樸素大方。 

(8)善於處理課堂上的突發事故。 

（三）能勝任各項教學工作，又能從事研究工作的教師 

是指能夠勝任各項教學工作，是指能夠從事總體設計、教材編寫、課

堂教學工作，能夠負責各種類型的考題設計；能夠從是研究工作是指具有

進行科學研究的理論基礎，掌握進行科學研究的方法，能拿出有一定水平

的研究成果。要能從事以上工作，除了具備能夠勝任課堂教學工作的條件

之外，至少還須具備下列條件： 

１.累積豐富的教學經驗。２.較為深厚的語言學基礎。３.較為豐富的心理學

和教育學知識。４.至少掌握一種所教語言以外的語言。５.有較強的邏輯思維能

力。６.對自己所研究的領域的現狀有較為全面的瞭解。(李曉萱；2001:63-65)。 

研究者綜合葉德明(2004)、黃美金（1995）、Shulman ( 1987 )、呂

必松先生（1992）等等諸位專家與學者的各家學說，華語文教師必須擁有

專業知識與素養，在華語文課堂教學要能重組學科內容知識、具備應變課

堂臨時狀況的能力，要能提供學習者所需求的知識，亦即應用



  第二章文獻探討                      

 49

Shulman( 1986, 1987 ) 的「學科教學知識」（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教學推理行動的能力」（pedagogical reasoning and 

action）的主張，與國內學者單文經（1990）「教學專業知能觀」的理念，

兼採「知」、「能」並重的觀點，亦即「教育科學基礎知識」、「熟諳各

種語言教學的原則和方法」、「觀察對象的能力」、「教學應變的能力」、

「教材教法的知識與運用能力」、「課堂教學組織的能力」、「較強的理

論聯繫實際的能力」、「教師既有深厚的理論基礎，又能活用多樣的教學

法」等觀點。教師若能具備以上種種的學養，在課堂教學就能侃侃而談的

自然教學。 

小結 

探討本論文的研究目的是以提昇華語文學習者的學習興趣與學習效

果，進而提昇教學品質。因此華語文教學理論對教師一定是必備的法寶，

其中教學基本歷程，教學目標、學前評估、教學活動、評量等四階段的回

饋循環作用，以布魯納(Burner)的螺旋課程、認知學習理論配合語文教學

方法，並瞭解學習者的學習行為。教師利用專業知識，重組教材之外，還

要具備良好的個人素養，要以愛心、耐心教導學習者，要有因材施教的教

學精神。教師從觀察學習者的學習評量，對自己的教學策略做調整，以及

對學習者做補救教學。現代的華語文教師是一門專門行業，因此必須具備

專業華語文知識與能力，更應該是一位循循善誘的專業華語文教師。在此

研究者特別提出來探討，給予身為華語文教師的同儕們互相勉勵。 

 

        
15  

教師的專業知識及個人涵養: 黃美金(2003) 華語教學實習課程〈理想的華語教師〉

(p.8) ， 葉德明(2004)華語教學-華語語音課程繳交作業(林瓘閩，2004)，及參考李曉

萱(2001)《華語文教師教學專業知能之探究》。黃美金表示理想的華語教師應具備有豐

富的專業知識，同時也應注意其個人的涵養（199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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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過程的設計  
 

第一節 研究方法之選擇 

一、實地工作及行動研究 

想瞭解自己的華語文教學策略，是否有益於學習者的學習?因此就以本論

文作實地的研究。依教育研究方法的「質性研究」即「民俗誌的」

(ethnographic)，或人類學使用的「實地工作」(或田野工作)(field work)

為蒐集資料的方法。因為資料的蒐集是來自於「實地」(田野)，而不是來自

於實驗室或是其他研究者控制情境。在教育中，質性研究經常被稱之為「自

然式的」(naturalistic)，因為研究者經常將感興趣的事件放在自然發生的

情境中。所蒐集的資料也是由人們的自然行為而來，就像是談話、拜訪、觀

看、飲食等等的自然行為。(李奉儒等譯；2001)。 

行動研究是一門「行動科學」(action science)(Argyris et al., 1985)，

其最根本的假設是:知識是「在行動中」、「為行動」而獲得的(gained“in 

action＂and“for action＂)，認為「研究」和「行動」應在實務實踐中緊

密結合、相輔相成，而且認為研究應該是「與人一起」「為了人的利益」進

行研究，而不是「針對人」來進行研究(a research that is“with＂people 

and “for＂people rather than “on＂people)，換句話說，研究者乃是「為

了被研究者的需要」與被研究者一起進行研究，而不是「為了研究者的企圖」，

將被研究者當作研究對象而已。甄曉蘭 (2003)。 

二、研究理論-教育哲學、教育心理學 

  以美國教育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思維術〉(How We Think)的主張，

人類解決問題的心理歷程包含五個步驟 : (一)感覺疑難，(二)確定疑難之所

在並加界說，(三)提出可能解決方案，(四)考慮並比較各種解決方案的效果，

最後(五)選擇一個適當的方案來解決。而心理學家羅斯曼(Joseph Rossman)

也提出七個解決步驟:(一)觀察到需要或困難，(二)形成問題，(三)調查並蒐

集可能相關資料，(四)提出解決問題的答案，(五)考驗答案的適切性，(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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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程新觀念，以及(七)試驗新觀念。綜合兩位學位學者的理論，都是從「問

題」(problems)開始導向「答案」(answers)或「解決方法」(solutions)，

其間必須針對問題情境，蒐集資料，提出假設，然後加以驗證。以上述說的

「問題解決的心理歷程」也就是本論文所設計的研究步驟觀點。 

 

 

第二節 研究過程與步驟 

壹、研究的過程  

本論文研究目的是為提昇學習者的學習興趣及學習效果，研究者將蒐集

的資料作歸納、分析，調整研究者的教學策略，鼓勵學習者改善學習態度，

與家長溝通幫助學習者改善學習意願。整個研究過程是研究者針對華語文教

學個案教學做行動研究探討，但也是在改善研究者個案華語文教學的能力。

所以本論文不僅採用質的研究歸納、分析、詮釋所蒐集的資料，並將問卷資

料以統計圖表呈現，更以行動實踐研究的方法對華語文教學問題，尋求驗證、

反思、改善，最後將其改善的情況撰寫論文分享。 

在華語文教學課程進行行動研究中，教師即是研究者，並對華語文課程

評鑑批判反思。 

研究者以學者杜威的主張「活動」是課程與教學的根本形態，讓學習者

在“做中學＂,從經驗中學，要求以活動性、經驗性的主動作業來取代傳統書

本式教材的統治地位。他所列的“暗示、問題、假設、推理、驗證＂教學過

程的五個階段,實質上是給學習者一個發現的過程。也就是學習者如何利用舊

有的知識去學習新知識。    

基於課程與教學中的體認，研究者以甄曉蘭(2003)《課程行動研究實務

與方法解析》；受到「實證主義」影響的行動研究「實踐取向」的精神特徵，

進行行動研究，強調「經驗」與「行動」的重要，認為理論的「實質內涵」

與「意義」在於其所引起的「效果」及「影響」，常將「經驗」和「實在」

歸結為「行動的效果」，將「知識」化為「行動的工具」，認為「行動的成

功」就是問題獲得解決、現狀獲得改善、及生活經驗獲得滿足(甄曉蘭，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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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在「行動」與「研究」兩者間相輔相成，才能增進專業成長，提昇整體

研究過程之信效度。 

學者蔡清田(1997)「行動研究」（action research）係指實務工作者，

針對實務問題進行研究，以謀求解決實際所遭遇的問題。換言之，教育的「行

動研究」，是指學校教育實務工作人員，特別是校長、教師，在實際的教育

情境進行研究，並以研究結果為依據，進行教育改革，以提昇學校教育品質。 

就如艾利特(Elliott)(1991)所認為課程、學習、教學以及教學評量的改

變，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所組合的課程與教材是否真能符合學習者的需求，

如何才算是符合學習者的需求。其次，教師的教學方法是否有助於學習者的

學習，在過程中應作如何的調適，諸如上述種種，教師皆須進行行動研究，

進行教學反省。在日常的教學實務中，教室被視為教育的實驗室，教師即應

是一位研究者，而教學本身更被視為是研究的另一種形式 。 

貳、論文研究設定的步驟 

研究者將整個論文研究方法及過程到撰寫報告，分為七個階段: 一、界

定問題，二、文獻資料，三、研究範圍(待答問題)，四、撰寫研究計畫， 

五、蒐集資料，六、行動研究情境驗證、改善，七、撰寫論文。分別描述如

下: 

一、界定問題 

    研究前，研究者思考從生活中遇到的教育問題，在同儕、教務會議、課

堂教學等等環境下，去探究、尋找答案，也想瞭解自己的華語文教學策略，

是否有益於學習者的學習?因此就想在教育行動中去找研究議題，研究者想出

三、四個研究議題，請獨立研究課程的教授指導，也是本論文的指導教授，

經指導選定研究者的授課學校，中華語文中心(C.L.C.)為研究場域，確定了

研究的問題及研究目的。 

本論文以提昇華語文學習者的學習興趣與學習效果為研究目的(依變

項)，研究者以三個主變項(自變項)作為直接探討其影響研究目的的原因，而

三個主變項(自變項)探討問題當中如: 

(一)在泰國華語文教學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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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中華語文中心的課程中； 

(三)針對泰國華裔之教學； 

依據教育研究的基本觀念與方法之分析；在真實的研究情境中，以變項

間的關係區分，研究情境中常涉及多個變項，其中有些變項是研究者要探討

的，另有一些變項非研究者的研究重心，但卻具有某種形式與程度之影響作

用。而這些變項在研究情境中彼此互有關聯，各具不同的地位與作用。(吳明

清，1991) 

而三個主變項(自變項)探討問題當中，研究者又將其劃分為幾個次級自變項

(亦即 1.，2.，3.等三個次變項)，如: 

(一)在泰國華語文教學環境中； 

1.從事華語文教學的基本概念為何? 

2.華語文的基本教學歷程為何? 

3.華語文教師的專業知識、素養為何? 

(二)在中華語文中心的課程中； 

1.提供華語文教材的原則為何? 

2.華語文教學目標的擬定為何?  

3.教學課程的設計為何？ 

(三)針對泰國華裔之教學； 

1.華語文學習者的專業智能為何? 

2.華語文教師實踐行動與教學反思為何? 

3.華語文教師課程評鑑的理念為何? 

這些次級自變項中又包括了可以預測的，不可以預測的，可以控制的與

混淆的等等不同的變項，但都會影響研究目的。其實這些次級自變項與自變

項有交互作用(interaction)，是不容忽視的。                                        

研究對象: 任何研究均有研究對象，或稱「受試者」(subjects)。教育

研究對象通常是與教學活動有關的人(如教師、學生、家長、.....)，研究對

象係依據研究目的與研究變項的性質而定。有時也要配合研究方法與設計。

因此研究者在進行蒐集資料之前，必須決定蒐集資料的「樣本」(sample)，

及決定選取樣本的方法、樣本的單位，然後實際選適當的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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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具:決定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之後，便須考慮研究工具

(instruments)。研究工具的性質大抵是研究方法而定，但須具有信度

(reliability)與效度(validity)。如是以觀察為主的研究，須編製觀察量

表；如以評量為主，須編製心理或教育測驗；如以調查為主，則須編製問卷

(questionnaire)。無論自行編製或選用工具，均須「預試」(tryout)，已確

定研究工具的適切性。 

二、文獻資料 

    經界定研究問題之後，就將所學的相關文獻，詳加閱讀，或者上網搜尋，

並加以整理歸納。以便瞭解研究問題的範圍內，有哪些相關的理論，有哪些

相關的研究，或者已有人研究發表的論文。廣泛的閱讀文獻資料之後，經指

導教授利用網路對話(SKYPE) 給予研究者指導，使研究者更瞭解如何建立研

究架構。 

三、研究假設(待答問題) 

    凡研究行動必須要有明確的研究方向，而研究假設(待答問題)是研究的

具體方向。本論文是以行動研究法為研究驗證的方法，因此以提出研究範圍

假設較適宜。 

變項: 其研究假設中須進一步瞭解，區分研究問題的變項，依變項，主

變項(key variables)(自變項)，次級變項(調節變項)等等變項的性質與關

係。 

四、撰寫研究計畫 

    研究的主要工作是蒐集資料來解決待答問題或驗證研究假設。研究者必

須依據研究問題的性質，配合研究目的，考慮研究對象，然後決定蒐集資料

的方法，並進一步將研究對象、研究工具以及實施程序等作妥善的規劃與安

排。注意混淆變項的控制，減少研究誤差，確保資料的確切可靠，以其資料

搜尋工作順利。 

五、蒐集資料 

    研究搜集資料可經由不同的方式、途徑去進行，譬如臨場觀察、實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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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郵寄問卷、面對面晤談、電話訪問等，都是蒐集資料方式。另外，從有

關機構的檔案，或個人紀錄，也可以蒐集相關資料。當蒐集研究資料時應注

意，其基本原則是客觀與真實，千萬不可貪圖方便而做假，而且要避免研究

情境中不當的干擾，藉以提高資料的信度與效度。同時，也要兼顧教育研究

的倫理準則，以免受試者蒙受不利的影響。 

    資料分析: 各種研究工具所蒐集的資料稱為「原始資料」(raw data)，

必須做進一步的整理與分析，始能顯示其意義。如果是「量化研究」

(quantitative research)，就要選擇適當的統計方法，應用電腦或其他計算

器具，做適當的統計分析，然後根據其結果加以解釋；如果是「質化研究」

(qualitative research)，也要將原始資料整理後再做適當的描述與闡釋。

在資料分析過程中，要提示研究發現(research finsings)，並加以充分討論

後做成研究結果(research conclusions)。研究結論一定要符合研究假設或

待答問題。  

六、行動研究情境驗證、改善 

    一般的研究只是選擇一種研究方式，在研究中監控，待資料蒐集驗證、

或類推，但本論文是以教育行動研究為研究方法，所使用的研究工具為多種，

綜合採用質化研究與量化研究的研究方法，將研究搜集到的教室場域、訪談

等資料以質化研究來分析，其學習者的背景問卷採量化的統計圖表來分析。

資料蒐集之後更必須在研究場域去驗證、批判反思，並加以改善，以其所得

的研究結果再撰寫論文。 

七、撰寫論文(研究報告) 

    資料經由處理分析驗證、改善之後，研究大致有了結果與結論，研究者

所探討的研究假設也有了答案或解決的方法。其研究結果就必須依賴研究報

告才能公諸於世。其研究報告的內容包括整個研究的始末，從研究問題的敘

述、與研究動機及目的的說明，以至研究結論與建議的提示，都要清楚的敘

述。其中有關研究方法與設計，以及研究結果的分析討論，也都要做適當的

交待，藉供其他研究者必要時能據此複製或驗證，以顯示研究的客觀性與可

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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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1-2008/2 

界定問題(論文大

綱、研究目的、範

圍) 

 

2008/1-2008/12 

行動研究情境驗

證、改善 

2007/11-2008/2 
 研究假設 

(研究變項、 
對象、工具) 

 

2007/1-2008/12 

蒐集資料 

 

2007/11-2008/12

文獻資料 

 

2008/2 

撰寫 

研究計畫 

 

2008/4-2008/12/16 

撰寫論文 

    研究者將整個論文研究方法及過程到撰寫報告，分為七個階段，並加註

大略的時間點，繪製論文研究實施歷程圖，如圖七所示:     

論文研究實施歷程圖如圖七所示: 

              

 

 

 

  

 

 

 

 

 

 

 

 

 

 

                 

圖七   論文研究實施歷程圖 

叁、行動研究的歷程 

研究者依行動研究學者勒溫(LEWIN)行動研究的基本架構，史汀豪斯(L. 

Stenhouse)和艾利特(J. Elliott)等主張「教師即為研究者」理念的課程實

驗模式，研究者從個案華語文教學進行研究，其研究方法及過程為(一)問題

初步概念，釐清問題，(二)行動計畫，(三)驗證、反省與修正，(四) 公開教

師知識(分享發表結果、報告)。(鄭增財，2006) 

研究者將諸學者教育行動研究的程序步驟、研究歷程，整理為本論文執

行行動研究實務過程概念架構圖，如圖七-一所示，陳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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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行動 

2007/8- 
2008/8 

1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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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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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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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蒐 

  集

2008/ 1 

1. 問題初步

概念、釐清

問題 

2007/8 

3. 驗證、反省

與修正 

2008/1- 
2008/8 

 

4.分享與發表

結果 2009/1 

 

1 擬 定

行動計

畫

2007/8 

2 擬 

定 行

動 計

畫

2008/8

B. 未

解 決

問 

A.解決 

問題 

2008/12 

回到問題 

初 步 概

念 、 釐 清 

問 題 

 
  行動研究實務過程概念架構如圖七-一所示 : 

 

 

 

 

 

 

 

 

  

 

 

 

 

 

 

 

        

 

 

 

 

 

   

 

 

 

 

 

圖七-一  行動研究實務過程概念架構圖 

 (一)問題的初步概念、釐清問題 

課堂教學就是教師如何將學習者所要學習的課程內容，傳授給學習者，

且學習者能有效的吸收，並加以運用在自己的生活交際裡。研究者為瞭解學

習者的學習情況，針對以下所見所聞的課堂教學問題及學習者的學習問題去

蒐集相關資料。 

為了研究效度與信度，研究者邀請同儕接受電話訪談，隨機討論及教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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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等方式作多方面的資料蒐集，其所蒐集的資料是為了達到研究目的提昇

學習者學習興趣，學習效果，以及教學品質；以下為研究前所見所聞的一些

初步問題，開始研究之初研究者透過以上的研究工具釐清這些問題。 

(二)行動計畫     

     研究者開始將以上的初步假設問題在華語文課堂蒐集資料；檢視教學基

本歷程，分析教材內容，師生互動、親師互動，學習者得學習行為，其他影

響學習因素等等。而這些資料研究者透過教學錄音，同儕非正式訪談記錄、

電話訪談記錄，課後札記，電話訪談家長記錄，對學習者問卷、課堂學習觀

察，教務會議等等深入了解，整理釐清、分析與批判初步假設問題。研究者

為信效度，因此透過這幾個不同方式去做多方驗證，並閱讀更多相關文獻。 

     研究者開始執行行動計畫；研究者經指導教授指導確定研究目的為提昇

學習者的學習興趣及學習效果。之後，2007 年 4 月 23 日開始搜尋閱讀相關

文獻，早期研究者在 2002 年-2003 年修讀教育學程(華語文教學專業學分

班)；教育概論、教育心理學、比較教育、班級經營、輔導原理與實務、教

育社會學、現代教育思潮、華語教材教法、華語教學實習、課程設計、學校

行政、電腦與教學。 

     2004 年華語文教學專門學分班；華語正音與語音教學《華語文教學規

範與理論基礎》、語言與文化、漢字與漢字教學、對比分析與錯誤分析、現

代漢語語法教學、華語文教學設計與學習策略、華語文教材分析與簡介、漢

語語言學。 

     2006 年-2007 年修讀華語文教學研究所；漢語語用學、研究方法、漢語

語義學、中泰語言對比分析、華語語音教學練習。 

 研究者從教育概論、教育心理學、輔導原理與實務、教育社會學、現代

教育思潮、班級經營的理念，運用到華語文的課堂上。教學的態度應該怎樣?

怎樣幫助學習者學習?親師應該如何互動協助學習者?這些學科對學習者的學

習歷程及教學活動都有密切相關。華語文專業學科更是華語文教師必讀的科

目，在修業期間，研究者均將所學的專業知識運用到課堂教學上，其學科作

業報告均加以描述說明。 

    2007 年-2008 年開始閱讀《課程行動研究實務與方法解析》、《教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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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做研究》、《行動研究原理與實務》，後經指導教授指導研究者更瞭解行

動研究的理念。 

Cross（1995）的教師設計個人理論課程之架構，是用以重組信念、知識、價

值、假說，以引導課程之決定、選擇、和實行，他探究教師能力包括： 

(一)在課程架構、知識體系、教室實務三者間具有整合觀念。 

(二)能分析自己所認為之專業實務及理論。 

(三)審查他們自己知識及清晰描述課程實務之能力。 

(四)闡釋如何不由自主地在整個活動中默默地使用知識、技巧、信念、價值。 

(五)瞭解自己是課程設計者和知識建立者。(丁金國〈淺談教育行動研究〉)。 

最後再經過理論之反省、證據之支持、數據(圖文)之支持，教師權衡兩難困境

後，區分問題及想法，才提出主要研究的結果。行動研究是形成個人理論之結果，

教師應該組織自己的觀點，反省、創造、並清楚地表達自己思想，惟有在課堂實務

中增加信念，更明確了解自己扮演之角色，當遭遇教學困難問題時，才有能力將個

人想法表現出來。 

(三)驗證、反省與修正 

     研究者藉由搜集的資料，在華語文課堂行動研究驗證、反省與修正，其

執行的步驟敘述如下，並整理繪圖如圖八-2 所示 : 

1.檢視教學基本歷程 

    經由教案的設計， 研究者如何將華語文課程在課堂上呈現給學習者?   

教學的基本歷程:教學的基本模式(GMI)6:教學目標→學前評估→教學活動→

評量。 

(1)教學目標: 學習者可以了解課文內容大意，使用語詞(看圖片)表達簡短句

子。 

(2)學前評估: 新知識(生字、語詞、句式)與舊知識(已學過的字)的理解力與

運用能力做比較。 

(3)教學活動: 課堂間設計有意義的會話練習，提問、練習單。 

   教學方法: 以母語(泰語)、英文為課文內容語詞解釋的協助工具。直接教

學法(動作或圖片示意)，認知發展理念符合學習者的學習行為。複習及操練

增加語言交際溝通的實用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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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評量:學習者的舊學期的成績與新學期的成績作比較。本學期(2008/8)加

入依據教學錄音記錄蒐集課堂提問、對話練習等計分資料，以及作業成績等

為評量的依據。 

2.觀察學習者在華語文課堂時的學習態度； 

(1)學習者的學習動機: 會主動回答問題、提問，注意聽教師上課，按時交作

業。師生互動的情形。 

(2)學習者認知能力: 觀察學習者的洞察力、理解力、分析能力。 

(3)學習者家長的參與性:電話訪談家長，關於其注重、關心學習者的學習情

形。 

(4)影響學習效果的其它因素: 在家不使用華語，缺席次數，作業繳交次 

數，學習者的背景問卷。 

3.華語文教學方法與實務上的反思； 

    前提兩個因素所驗證的結果，再蒐集資料比較分析，批判研究者的教學

策略；  

(1)教師專業能力與個人涵養  

(2)檢視教案與課堂臨場的誤差 

(3)調整後的教學策略 

①比對教材與課程 

②課堂節數課時的差異 

③課程單元進度的安排 

④教材編寫問題 

(4)學習者的學習行為 

     批判後診斷研究議題，尋求解決方法，再計劃行動，直到改善問題。 

     將驗證、反省與修正步驟整理，其架構如圖八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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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反省與修正步驟架構圖如:圖八 

       

 

 

 

 

 

 

 

 

 

 

 

 

 

 

 

 

圖八   驗證、反省與修正步驟架構圖 

 

(四)分享發表結果、撰寫論文 

將研究經初步假設的問題→(經蒐集資料)行動→驗證、批判反思與修正

→分享發表結果、撰寫論文。其中驗證、批判反思與修正之後，必須再行動

去實際驗證是不是達到改善。若未解決改善問題，就必須再將驗證、批判反

思與修正之後的資料，再行動，再執行驗證、批判反思與修正，直到問題獲

得改善為止。所以行動研究中，行動→驗證、批判反思與修正，是一個重要

的循環階段。研究者在問題獲得改善後，將結果撰寫報告分享給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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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場域與研究者之身分 

一、研究場域 

中華語文中心 ( C.L.C.)最大特色是，擁有一支堅強的教師隊伍，他們都是

來自臺灣，不但具備學士、碩士的高學歷，並富有教學經驗，而且認真、負

責，深獲家長及社會人士之肯定與學生之歡迎。在師資好、 教材好、教法

好、校舍好、設備好及環境好之「六好」優越條件下，校務發展迅速，學生

不斷增加，目前已逾二千名。 

由於學習者學習風氣鼎盛，教學成果有口皆碑，已成為泰華各語文學校競相

追隨及學習的對象；更是泰人，台商子弟及土生土長華裔學習華文之最理想

學府。 

學校的宗旨是: 

1.促進泰中文化交流。 

2.教授中國語言文字。 

3.傳揚中華文化。 

4.協助解決台商子女之華文教育問題。 

5.提高學員之就業機會。 

「優質教學」是中華語文中心(C.L.C.)最重要的使命。 

中華語文中心(簡稱L.C.L.)是一個提供學習語言系統很完整的語言學

校，學校的課程系統分為小孩和成人兩種華語文的學習途徑，小孩從國民小

學基礎注音符號到高中的華語文課程為止。而成人則依其課程順序為基礎注

音符號，華語初級會話，華語進階會話，一千字說華語(一)(二)(三)，實用

國語會話，國小國語5-12冊，選修科或國中國文、商用會話、商用書信、閱

讀寫作、讀報。 

泰國曼谷華語文數位學習中心，亦開辦電腦學習課程，有如何建置教師

部落格，電腦入門基礎班、進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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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者之身分 

教師即是研究者(1983 年臺灣逢甲大學畢業)。1991 年因先生工作的原因

全家遷到泰國。研究者自 2002 年開始投入華語文的教學工作，因而有機會進

修教育學程。2003 年因為自己孩子華語文的需求，送他到中華語文中心學習

華語文，因而不得已辭去目前已走入歷史的一間華校的教師工作。研究者亦

在同一個時間點，向中華語文中心申請教師工作。等了一年，2004 年方可轉

入中華語文中心(C,L.C.)再回到華語文教學的崗位。 

研究者自 2004 年十月加入中華語文中心教學行列，從教授成人班進階會

話課程開始，2005 年接著教部編版國民小學一年級、二年級，2006 年教國民

小學部編版一年級、二年級，2007 年教國民小學部編版一年級和二年級，2008

年教國民小學南一版二年級和三年級，今年 2009 年教國民小學南一版一年級

和二年級。另外代課的機會曾教過初級會話，國民小學四年級，六年級。 

2007 年 10 月曾為先生服務的泰國紡織公司，培訓組長級以上的同仁學

習華語文聽說能力，為期一個月。其目的是到中國大陸參觀紡織展及觀光等

交際溝通能力。這個培訓班的成果很好。 

研究者是從 2002 年開始就會留意自己的教學能力，以及觀察所教授的華

語文學習者的學習態度。因此研究者不輕易放去任何進修的機會，研究者(即

教師)為鞏固課堂教學能力，有專業進修就參加。 

2002-4 年進修教育學程及專業學科研究所(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

究所碩士學位在職進修專班)，2005 年回臺灣，參加臺灣華語文教師研習會。

另外泰國當地舉辦的華語文教師研習會(自 2005 年起每年參加研習，只有

2007 年錯過一次報名時間)。2007 年回臺灣，參加華語文網路師資培訓。 

除此之外，另外自我進修中華函授學校的課程 2003 年起自今 2009 年，

其所進修的科目課程；有國畫、書法、家庭教育、兒童心理學、華語文教學

導論、華語語音學、網路應用、資訊與科技生活、資訊管理、資料庫管理、

多元文化導論、中文、水墨畫、唐詩宋詞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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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料蒐集方式 

一、文件蒐集 

—教室觀察札記、教學錄音札記、教學反思札記、教務會議札記、書面 

文獻、教授指導內容 

2004 年在中華語文中心(C,L.C.)從事華語文教學至今。 

研究者對自己的教學很留意，對課堂教學會很仔細地觀察。在課堂教學

中有新的發現就會記下，從 2007 年到 2008 年作長期的錄音、作觀察紀錄、

教學反思札記、教務會議札記。 

(一)教學教室觀察札記 

在課堂教學時，研究者會仔細觀察學習者的學習行為。例如:研究者(教

師)在教學過程中，會提出課文內容大意的問題來問學習者，首先會請學習者

看課文內容所提供的圖畫是什麼，然後與課文內容有什麼關係?在進行提問的

過程中會仔細地觀察，學習者聽與說的能力，尋求答案與表達的能力，參與

課堂的專注力，學習者是否能按照教師的指令學習，聽得懂嗎?繳交作業的情

況，學習者對自己課業的關注情形，對師生約訂的教室守則所做的承諾如何? 

教師在進行教學時，允許初學者不會說中文的話，可以用泰語表達，為的是要

引導師生互動機會，進而鼓勵學習者勇敢向教師發問。另外學習者下課休息時間與

教師互動的情形。其中華語文中心國民小學二年級十九位學習者師生互動記錄的情

形如表六所示； 

   表六  師生互動記錄表 

中華語文中心 

國民小學二年級 

學習者 

互動主題功課(下課時間) 互動主題功課以外(下課

時間) 

A1 ˇ ˇ 

A2 ˇ ˇ 

A3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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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ˇ ˇ 

A5 ˇ  

A6 ˇ  

A7 ˇ ˇ 

A8 ˇ ˇ(畫圖、遊戲) 

A9 ˇ  

A10 ˇ ˇ 

A11 ˇ  

A12 ˇ ˇ(養動物小白兔) 

A13 ˇ ˇ 

A14 ˇ ˇ 

A15 ˇ ˇ 

A16 ˇ ˇ 

A17 ˇ ˇ 

A18 ˇ  

A19 ˇ ˇ 

(二)教學錄音札記 

因為研究者就是教師，為檢證搜集資料的客觀性，研究者以錄音筆錄下，

課堂上課時的一切對話，經整理之後使用。 

(三)教學反思札記 

課前的準備，因為學習者是第二語言的學習者佔大多數，所以對課文內

容中的生詞、句型均查出英文與泰文的意義，以備課堂教學所需。能以行動

或圖片示意的都盡量避免用泰文或英文翻譯。每堂上課前作簡案，已便條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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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次貼，貼在該課的課文內容角落，以作備忘錄及自己做教學反思。課後反

思教學流程，回想一下，並核對自己的簡案，哪裡疏漏，那裡應該可以這樣

說明會使學習者更容易懂。 

(四)教務會議札記 

教務會議札記；中華語文中心(C,L.C.)開學期間的一向行政作業，是定

期每月的第一個星期六早上八點開教務會議，同儕討論在教學上所遇到的問

題。 

(五)書面文獻 

從網路 Google 打關鍵字上網查詢(例如:課程與教學，教育心理

學，.......)，內容與本論文相關的才下載存檔，大約百篇以上。上泰國教

育部網站(例如:泰國的華語文教學，......)，上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書館館

藏系統查詢已發表的論文檔案，後來有臺灣師範大學論文集 CD 發售，在泰國

家中手邊的華語文教學相關書籍、講義大約有五十本以上可查詢。 

網路資訊，以及教育學程(華語文教學專業學分班)；《教育概論》、《教

育心理學》、《比較教育》、《班級經營》、《輔導原理與實務》、《教育

社會學》、《現代教育思潮》、《華語教材教法》、《華語教學實習》、《課

程設計》、《學校行政》、《電腦與教學》。 

華語文教學專門學分班；《華語正音與語音教學》、《華語文教學規範

與理論基礎》、《語言與文化》、《漢字與漢字教學》、《對比分析與錯誤

分析》、《現代漢語語法教學》、《華語文教學設計與學習策略》、《華語

文教材分析與簡介》、《漢語語言學》。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漢語語用學》、《研究方法》、《漢語語義學》、

《中泰語言對比分析》、《華語語音教學練習》，《課程行動研究實務與方

法解析》、《教師動手做研究》、《行動研究原理與實務》等等書籍是主要

的閱讀資料。後經指導教授指導研究者更瞭解行動研究的理念。以上的書面

文獻是本論文研究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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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教授指導內容 

因地域關係:使用網路國際電話，SKYPE，電子郵件，論文口試委員面試

校稿指導。 

二、問卷調查資料 

本論文研究目的是為提昇學習者的學習興趣及學習效果，因此研究者從

華語文的課堂教學蒐集資料(聽說練習時)，洞察學習者的語文能力，觀察學

習者的學習態度之外，研究者再以問卷調查，其問卷標題為「你怎麼學中

文?」，以中華語文中心(C.L.C.)二、三年級的學習者為對象蒐集相關資料，

其問卷內容包括；學習者的基本背景資料，學習者學習華語文的目標、意願，

對教材簡單評論如:可用於日常生活、課文內容易學、課文活潑有趣，課本很

漂亮，喜歡所使用的課本，其他意見等等。學習華語文時數，課後使用華語

文的情形，閱讀課外中文讀物，利用媒體學中文，是否按時繳交作業。但本

論文僅以抽樣問卷分析，探討 2007-8 年中華語文中心國民小學二年級的十九

位學習者。如表七所示； 

表七 中華語文中心國民小學二年級十九位學習者背景資料表 

中華語文中心 

國民小學二年級 

學習者 

泰國教育程度 學習華語文年數 

A1 泰語學校高中一年級 三年以上 

A2 泰語學校國中二年級 二年以上 

A3 泰語學校國中二年級 二年以上 

A4 泰語學校國中二年級 三年以上 

A5 泰語學校國中二年級 三年以上 

A6 泰語學校國中二年級 三年以上 

A7 泰語學校國中二年級 三年以上 

A8 國際學校國民小學六年級 三年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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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 泰語學校國民小學六年級 二年以上 

A10 泰語學校國民小學六年級 三年以上 

A11 泰語學校國民小學六年級 三年以上 

A12 泰語學校國民小學六年級 三年以上 

A13 泰語學校國民小學六年級 三年以上 

A14 泰語學校國民小學六年級 三年以上 

A15 泰語學校國民小學五年級 三年以上 

A16 泰語學校國民小學四年級 三年以上 

A17 泰語學校國民小學四年級 三年以上 

A18 泰語學校國民小學二年級 三年以上 

A19 泰語學校國民小學二年級 三年以上 

三、訪談札記資料 

    —隨機或電話訪談同儕與家長 

訪談同儕—訪談的方式分為隨機或電話，隨機訪談是以在週末教學時段

的課餘時間，在辦公室與同儕聊天討論教學所遇到的問題，而電話訪談同儕

是以打電話討論的方式，大約以一小時或半小時不等。並告知要蒐集華語文

教學相關資料，做為研究者論文研究的寫作資料，其訪談內容為關於週末時

段三小時的教學如何設計，學習者的態度，是否有親師互動，基本形成性評

量的方式等等。 

研究者為了釐清在中華語文中心(C.L.C.)初步所見所聞的華語文教學問

題，以電話訪談了九位同儕，這九位華語文教師都是來自臺灣，受訪談同儕

的學歷與教學經驗背景資料如表八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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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電話訪談九位同儕背景資料表(學歷以學校簡介手冊為基準) 

同儕 學歷 華語文教學經驗 

E1 大學 十年以上 

E2 專科 四年以上 

E3 大學 十年以上 

E4 專科 七年以上 

E5 專科 七年以上 

E6 專科 十年以上 

E7 專科 七年以上 

E8 專科 三年以上 

E9 大學 二十年以上 

訪談家長—訪談家長採自然溝通方式，只是例行告知家長其子弟的學習

情況，若在週末學習時段遇見家長就會把握機會溝通，電話訪談其意義也是

純粹為了與家長溝通學習者的學習情形。但是若有特別問題的學習者，會以

電話和家長溝通，如；平常形成性評量成績不好，在期中考或期末考之前打

電話與家長溝通，請多多協助學習者溫習功課。還有長久不繳交作業的學習

者，以及突然缺席沒來上課的學習者。研究者均撥空打電話與家長聯絡，很

歡喜的是，家長均為關心學習者的家長，都能收到很好的回饋。中華語文中

心國民小學二年級受訪家長及受訪主題如表九所示: 

表九  中華語文中心國民小學二年級受訪家長 

中華語文中心 

國民小學二年級 

學習者家長 

校園隨機訪談主題 電話訪談主題 

A1 ㄅ 課堂專注力，作業繳交，

溫習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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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ㄆ 課堂專注力，作業繳交，

溫習功課 

 

A9 ㄇ  事假，詢問功課，師生 

互動問題 

A11 ㄈ  溫習功課，作業繳交 

A12 ㄉ 語文使用情況  

A13 ㄊ  溫習功課，作業繳交 

A15，16 ㄋ  聽從指導，課堂專注力，

作業繳交，溫習功課 

A17 ㄌ 請假不適  

A18 ㄍ 問卷訪談  

A19 ㄎ 國字潦草，作業繳交  

 

第五節 保持信度及效度的方式 

研究者經指導教授及授課教授等等的指導，閱讀相關文獻，教學教室觀

察、教學錄音、教學反思札記、教務會議札記，中華語文中心(C.L.C.)華語

文學習者問卷調查等各項資料的搜集。期望本論文透過以上蒐集資料的方

式，能達到研究目的，提昇學習者的學習意願及學習效果，同時提高教學品

質。 

教育研究方法本來就是多樣化，其中有量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與質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而教育學術界近年提倡「三

角測定法」，主張質量合流，綜合應用。其綜合應用(亦即三角測定法)，其

具有兩個層面意義，一是同時應用多種研究方法，探討一個研究問題，是謂

為「方法間的綜合」(inter-method integration)。一是採用一種方法、但

應用多種工具與技術，探討一個研究問題，是謂為「方法內的綜合」

(with-method integration)。而行動研究的研究方法是以多種工具與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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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師研究者探討與教學活動相關的研究題材，以日常生活的教學情境為研

究場域，以改進教學活動為研究目的。因此研究者行動研究的信度便是採取

綜合應用即三角測定法。(吳明清，1991)。 

本論文研究者在行動驗證時，以教室課堂教學錄音、觀察，師生互動，課

後札記，與同儕討論，親師互動，教務會議札記。學習者的背景問卷，教材

內容分析，相關文獻驗證等等工具，來綜合驗證研究者執行的研究，改善學

習者的學習興趣和學習效果，以及改進研究者教學的策略。 

研究者的研究過程經由界定問題，閱讀文獻資料，研究假設擬定，撰寫

研究計畫，再到蒐集資料，其蒐集資料的研究工具:是華語文教學教室場域作

觀察、教學錄音，訪談同儕、家長，指導內容分析；資料文件檢證:訪談記錄

札記，省思札記，教學教室觀察、錄音記錄札記；理論文獻探討等等以檢證

其研究的效度，進而加強研究信度。 

(一)資料文件檢證 

本研究將量化研究蒐集來的問卷資料，以質性研究文字和圖表的形式分

析呈現，而不是統計數字。研究書面引用文字陳述說明和圖表分析資料等方

式呈現。這些資料來源包括教室觀察，學習者的背景問卷，非正式訪談(隨機

或電話訪談家長、同儕)的謄寫稿、實地札記，教學錄音札記，教學反思札記、

評量的相關文件、教務會議札記等等。 

(二)研究工具檢證 

問卷、非正式訪談(隨機或電話訪談家長、同儕)、教學錄音，教室觀察，

網路電話、SKYPE，電子郵件、教務會議，指導教授指導、授課老師指導。 

(三)理論文獻檢證 

閱讀文獻理論，網路 Google 查詢，臺灣師範大學圖書館，修課教科書等

書籍。 

研究者將以上所研究的種種分為理論文獻檢證、研究工具檢證、資料文

件檢證等的三角檢證法(三角測定法)（triangulation），並以陳琦論文〈國

際交換學生在臺灣學習華語文之探討〉17 三角檢證法(三角測定法)

（triangulation）架構圖為例，整理其為研究者本論信度效度檢證架構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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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所示: 

 

本論信度效度檢證架構如圖九所示: 

     

 

  

 

 

 

 

 

 

 

 

 

 

 

圖九  陳琦、研究者等用之三角檢證法(三角測定法)（triangulation）架構圖 

 

 

 

 
17  

三角檢證法(三角測定法)（triangulation）架構圖。參考陳琦論文〈國際交換學生在臺

灣學習華語文之探討〉。                      

研究者 

2.研究工具檢證 
多元資料來源(問
卷、訪談、觀察、
指導-內容分析) 

1.理論的檢證 

  文獻探討 

 

3.資料文件的檢
證:(訪談記錄，省
思札記，觀察、
錄音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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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行動研究前需求分析—搜索 
       華語文教學課程變項資料 

研究者將論文行動前所探索華語文教學課程的需求變項資料，寫入第

四章。 

大陸學者陸汝東說：「在課堂教學的微觀層次上，一個教師就是一個

指揮家；教師課堂組織能力的高低直接影響到課堂的學習效果。」(蘇文

霖，2003，〈華語文教學研究變項關係〉；陸汝東先生，1996：314） 

譬如華語文教學的教學與學習，仍必須要有效的教與有意義的學，語

文的教與學要聽、說、讀、寫全面整體的教學，做有意義的練習並運用於

生活情境中，才能真正的達到有效的教與學。 

在瑞夫.泰勒（R.W.Tyler）科學化理論（工學模式）-「課程主義」

中提到；將工廠生產模式比擬為教育歷程，學校如工廠，學習者為原料，

理想成人為成品，教師為操作員，課程為可轉變原料為產品的東西。亦即

所謂的「泰勒法則」。(黃天〈特殊教育課程與教學〉) 

其主旨描述課程發展須解決四個問題，一、學校應達成什麼教育目

標？二、學校應提供何種教育經驗以達成這些目標？三、如何有效組織這

些教育經驗？四、如何決定這些教育目標是否達成？ 

研究者基於華語文教學的基本歷程，將「泰勒法則」課程主義的四個

基本問題，在教學目標、學前評估、教學活動(課程設計)、學習評量、課

程評鑑等的教學過程中，探討其華語文教學課程行動研究前的需求變項: 

一、規劃教學目標—學校應達成什麼教育目標？ 

中華語文中心(C.L.C.)的宗旨是:1.促進泰中文化交流。2.教授中國

語言文字。3.傳揚中華文化。4.協助解決台商子女之華文教育問題。5.提

高學員之就業機會。因此「優質教學」是中華語文中心(C.L.C.)最重要的

使命。 

而教師為了達成學校的宗旨與使命，就必須針對學校及學習者設計一

套完整的課程教學設計，研究者將基本的教學歷程中，首先要先瞭解學習

者的背景資料及其學習態度，作為學前評估的探討，以利確定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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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供有繼續性、有程序性和有統整性的教材—學校應提供何種教育經

驗以達成這些目標？ 

中華語文中心(C.L.C.)提供了一套有系統且很完整的華語文教材，從

國民小學基礎注音符號、國民小學一年級的課程教材到高中的課程教材， 

研究者並以問卷調查學習者對教材的喜好與想法，作為研究者探討中華語

文中心(C.L.C.)華語文教學課程的教學目標。其問卷調查學習者對中華語

言中心(C.L.C.) 目前所採用南一版國民小學國語教材的心得中，以教材

評論三項心得，可用於日常生活，課文活潑有趣，課文容易學，與學習者

形成性評量的關係，做比對的主要因素。 

三、課程設計—如何有效組織這些教育經驗？ 

教師如何設計課程，組織華語文學科內容，以有意義的課程經驗再將

華語文學科內容傳授給學習者，使學習者能在教師專業的知能下，有興趣

的學習，而且是有效率的學習。 

研究者亦以問卷調查學習者對中華語言中心(C.L.C.) 目前所採用南

一版國民小學國語教材的心得，以及教材評論與學習者形成性評量的關

係，並且核對2007年-2008年的形成性評量成績以及2007年-2008年的總結

性評量成績等等做比對，觀察學習者的學習成果，作為研究者的教學反思

的依據。以上所列的三個主題分別在第四章闡述。 

四、教學反思-如何決定這些教育目標是否達成？ 

課程評鑑亦即評鑑目標，其與學習評量結果是否程度一致，以確認課

程是否有效。研究者將2007年-2008年上課出席次數與形成性評量成績以

及總結性評量成績的關係，製作長條圖來比對，觀察參與課堂教學的出席

情況下，其所表現的形成性評量成績與總結性評量成績，評鑑課堂教學目

標與所表現成績是否一致。並且評鑑研究者(教師)的課程教學目標是否達

成。將於下一章第五章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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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規劃教學目標  

壹、學校應達成什麼教育目標 

一、學前評估   

教育目的是預期學習者行為變化，包括思考、情意、行為等。要確立

目標，則必須分析學習者活動、興趣與問題、及社會狀況成人活動、知識

內容，而所有教育目標應以具體明確行為來描述。(泰勒法則)   

(一)從學習者本身之中去尋找教育目標 

因為教育目標代表著教育機構想在學習者身上引起的種種行為變化，因此，

首先應該認識學習者本身的需求興趣和起點行為，體認學習者是一切教育措施的

領略者，這除了符合學習者的興趣原則之外，也接近以兒童為考量的學習課程觀。 

(二)從當代校外生活中尋找教學目標 

重視日常生活的經驗，符合教材生活化的設計原則，配合學科專家的設計，

重視人類歷史文化的遺產結晶之餘，學習經驗不致與生活脫節。 

(三)有關學習者學習行為、背景與成績的關係 

1.學習者學習背景資料與學習者形成性評量的變化 

研究者自從2007年3月修學《教育研究-基本觀念與方法分析》課程之

後，每學期會針對與研究者學習的對象作問卷調查(問卷原稿編入附錄)，

每學期一開學研究者(教師)以內容簡單的問卷，如: 年齡、語言背景、教

育程度、學習原因、教材版本與評論、利用媒體學習、課後使用華語文、

閱讀華語文課外讀物、按時做家庭作業等變項，做為華語文教學的初步調

查，以瞭解班級經營學習者的背景，問卷至今共調查了八個班級，137人。 

研究者希望從問卷中去暸解學習者的學習背景及與學習華語文有交

互作用的一些調節變項。因此除了做問卷調查之外，在課堂教學更仔細觀

察學習者的反應，並且傾聽學習者的學習意見，以便教學課程設計。 

本論文研究者僅以抽樣分析，中華語文中心(C.L.C.)二年級乙班(班

別為化名)的問卷調查。其分析與學習華語文相關的幾個變項；年齡、語

言背景、教育程度、學習原因、教材版本與評論、利用媒體學習、課後使

用華語文(中文)、閱讀華語文(中文)課外讀物、按時做家庭作業等等變



第四章行動研究前需求分析 

 76

項，是否會影響其形成性評量的成績，並做成圖表分析其關係。在形成性

評量成績圖形當中，有四位較特別的學習者，A1學習者為2007年12月、2008

年6月和12月，3學期均為同一位教師，A5、A6兩位學習者則是2007年12月

和2008年12月為同一位教師，A7學習者也是2007年12月和2008年12月為同

一位教師，但2008年6月休學，而這四位學習者所不同的是2008年6月這一

學期的差異，每個相關變項分別列圖表及說明如下: 

(1)年齡因素 

在年齡的變項中，經問卷結果顯示，一班人數19人，其中年齡7-12歲

的有12位，13-18歲的有7位。亦即小學有12位，中學以上有7位。但在班

級上課的情形中，不會因為年齡的大或小，而影響其對華語文學習的能

力。因為此班年紀小的(7-12歲者)，華語文能力強，再加上父母又在後面

盯著他們的功課。而年紀大的是泰籍或是臺灣就讀泰國中學學生，自己肯

用功，更難得的是不論年紀大或小，學習者遇到不會、不懂就問教師(研

究者)，因此年紀差異在二年級乙班的調查中，並不能顯現學習者對華語

文學習上的差異。 

其中有成績較差的是不用功的，少數一、兩個，小學、中學都有，其

成績不好的原因是不用功與年齡無關。年齡、教育程度與成績的關係圖表

如: 圖十所示；   
年齡、教育程度與成績的關係圖表如: 圖十 所示  

    

年齡、教育、成績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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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年齡、教育程度與成績的關係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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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語言背景因素 

在語言背景問卷中，母語為華語文(編碼為1)的有8位，8位當中有5位

是雙語的學習者，亦即華語文和泰語從出生就一起使用。而3位是華語文

為母語的學習者， 10位學習者的母語是泰語(編碼為4)。另外有1位學習

者較特殊是泰語和英文的雙語。在這調查使研究者確立課堂教學、教學活

動要不要使用泰語或英文來說明。 

觀察在語言背景圖表中顯現出，母語為華語文的學習者其成績並不是

很好，3位的成績最低的66分，反而是華語文與泰文同時使用的5位雙語學

習者成績比較好，成績達到72分。問卷的結果出現華語文為母語與華語文

非母語的兩種學習者混合班學習，影響學習效果並不大。以成績的曲線看

出成績最高與成績最低的學習者，其母語均為泰語的學習者，而且7位母

語為泰語的學習者成績達到80分以上。語言背景的分析圖表如: 圖十-1所

示；                                              

  

語言背景的分析圖表如: 圖十-1所示  

教育程度、語言、形成性評量曲線圖表

31

22 22 22 22 22 22 21
16 16 16 16 16 16 15 14 14 12 12

54.55

100 99.2

85.4484.26

60.62

99.35
95.38

84.76

98 .77

66.53
71.5

66.89
72.93

95 .2

78.89

93.47
97.2194.23

40 40 40 40 40 40

10

42 40 40 40

10 10

41 41 41 41 40 41

0

20

40

60

80

100

120

教育編碼 2008年12月成績 母語編碼

教育編碼 31 22 22 22 22 22 22 21 16 16 16 16 16 16 15 14 14 12 12

2008年12月成績 54.6 100 99. 2 85. 4 84. 3 60. 6 99. 4 95. 4 84. 8 98. 8 66. 5 71. 5 66. 9 72. 9 95. 2 78. 9 93. 5 97. 2 94. 2

母語編碼 40 40 40 40 40 40 10 42 40 40 40 10 10 41 41 41 41 40 4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圖十-1   語言背景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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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母語、課後講中文在形成性評量成績的關係 

在圖十-2所顯示課後說中文(編號1)的學習者有12位，其形成性評量

成績大多在70分以上，只有A1成績沒有達到60分，經與其父母溝通小時候

在家裡並沒有說中文，平常都說泰語。一直到小學五、六年級媽媽才開始

與小孩說中文，媽媽是華裔，父親是韓裔，因為母系的親人在臺灣做生意，

因生意的關係所以希望小孩學中文，平常父母都很忙，實際上A1在家說中

文的機會也不多，加上從基礎注音符號到二年級，A1在課堂上課是很不專

心的學習者，近一年半在研究者的班級學習，我會特別盯她、提醒她。在

現在二年級的班級，研究者每次考完試，一定請學習者訂正語詞及造句，

除了學習者自己訂正之外，研究者更在白板上做訂正，針對基礎的注音符

號、發音，語詞書寫、生字、部首，造句、句型等等做一次全面的訂正。

這學期總算看到她願意投入學習，成績也有一點進步。 

A13在課堂也是不專心學習，加上家長給他自由學習，以泰國正規課

業為重，雖然會說中文但不背書，功課寫了但是考語詞聽寫，句型造句還

是不會。所以形成性評量成績不高。 

 

母語、課後說中文與形成性評量成績的關係如圖十-2所示 

母語、課後說中文、教育編碼、年齡與形成性評量成績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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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2   母語、課後說中文與形成性評量成績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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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育程度與形成性評量                                                       

在問卷調查中，教育程度的高低並沒有直接影響平時學習華語文的形

成性評量成績，亦即不會因為高中(編碼30)、國中(編碼20)或小學(編碼

10)教育程度的不同，而在成績上出現教育程度高成績好，教育程度低成

績不好的現象，也證實一個事實，並不是小孩學語言就一定比較好，青少

年也是可以學得很好。教育程度與形成性評量的關係圖表如下；     

 

教育程度與形成性評量關係圖表如:  圖十-3所示                                      

教育程度與形成性評量的關係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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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3   教育程度與形成性評量關係圖表 

(5)學習者學習原因與形成性評量的關係 

學習原因一直是被認為影響華語文學習者的重要因素，尤其是被父母

要求(編碼1)而來學習的，其成績應該會是最不好的才對。但經研究者問

卷調查顯示，由於受父母要求的學習者有12位，其成績70分的有11位，只

有一位60分。雖然是受父母要求而來的，一旦接受指導以後，則會遵守學

習跑道，甚至有的父母亦會從旁協助，因此對華語文的學習過程影響並不

是很大。其所顯現出來的學習效果，在形成性的評量上的成績也不是很

差。以下為學習原因與2007年12月或2008年6月以及2008年12月形成性評

量成績的關係圖表如圖十-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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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原因與形成性評量成績關係圖如: 圖十-4所示                                   

學習原因與形成性評量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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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4   學習原因與形成性評量成績關係圖 

研究者以在中華語文中心(C.L.C.)所教二、三年級的學習者為對象，

對學習者學習華語文的背景問卷調查，其問卷內容以學習者學習華語文的

興趣、目的，教材內容的感想，使用華語文的情況，以及學習者的個人基

本資料等等為主題。在問卷中顯示，幾乎大多是父母要求，學習者才到中

華語文中心(L.C.L.)來學習華語文。雖然學習華語文的起點行為是在被動

的情況下而學習。可是大多數的學習者在學習華語文的知識環境薰陶下，

也可以欣然的接受，以及配合教師的教導。 

    僅少部分雖然來到中華語文中心(L.C.L.)卻人到心不到，對學習華語

文一點也不投入，學了一、二年始終沉沉浮浮，無進展。研究者對這些學

習者就很傷腦筋，要提昇這些學習者的學習興趣，真是無所不施的想盡辦

法來吸引他們，設計有趣教學活動、練習單等等，就唯恐他們浪費了這每

週寶貴的三小時、與父母的金錢。 

                                                                   

2.教學目標-經由教師意志選擇目標 

當某一個教師因認為一個理念有其價值，而加以接受時，這些價值等

於為我們揭示了教學目標。在臺灣實施的九年一貫課程中，教師必須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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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課程設計與規劃，在多元的課程之間取捨，教育者的個人意志就顯

得重要。 

以在中華語文中心(C.L.C.)學習非第一語言或者第二語言的學習者

為對象，研究者認為要先瞭解學習者才能順利的教學，因此必須學前評

估，診斷學習者的華語文的能力。 

研究者對新一期的學習者，學期一開始時，都會先查看學習者上一期

結束時，其所得形成性評量與總結性評量的成績，並且查看總結性評量時

的測驗卷，學習者錯誤的題目是屬於哪一方面的問題，再加上研究者所做

的問卷調查等等。做了以上的基本瞭解之後，在課堂教學的第一天研究者

會給學習者一張班級上課守則，先與學習者約定課堂上課時，師生必須配

合的原則。 
例如: 2008 年 1 月 20 日第一天上課時，師生相互介紹，認識彼此。說明這學

期的課程應與教師配合的學習態度，以及上課時應注意的情形。約定遵守上課守

則如下: 

上課守則(請維護我們的約定) (20080120) 

一.守秩序： 

１.上課不可以吃零食，不可以使用行動電話。 

２.上課要專心(五到：心到、口到、眼到、手到、耳到)。 

３.請利用下課時間去上廁所。 

二.不要缺席，除非有特別重要的事，必須事先請假。否則缺課學習進度會跟不

上。 

三.作業每週要按時交給老師，按時交作業的人，成績自然會進步。 

四.每週都要考試(每課的聽寫、問答或考卷)。 

五.以上的約定同學都做到，成績當然會進步。                                        

六.在教室裡，請講中文。  

七.請準時九點到校上課，否則將失去複習課程的機會。 

上課守則自 2005 年 8 月 13 日開始設計，至 2008 年 8 月 16 日修改內

容四次，上課守則是為維護學習者的學習利益。此約定從學期開始到學期

結束，若在上課期間有學習者出現守則裡的問題，研究者就提醒學習者； 

例如:上課鐘響了，學習者還在吃零食(泡麵、飲料)，研究者會請學習者先收

好，等下課再吃。兩、三分鐘後，如果他(她)仍然繼續再吃，研究者會到他(她)

面前說:「老師先幫你的零食收起來，下課再到老師這裡來拿。記得喔!下課要來

拿回去吃喔!」研究者必須強制執行，否則學習者就無法專心聽課。但在執行時，

研究者不以生氣的或粗魯的動作相對，因此學習者都可以配合，然後繼續我們的

這堂課。(2008 年 3 月) 

    中華語文中心(簡稱L.C.L.)是一個提供學習語言系統很完整的語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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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學校的課程系統分為小孩和成人兩種華語文的學習途徑，小孩從國民

小學基礎注音符號到高中的華語文課程為止。而成人則依其課程順序為基

礎注音符號，華語初級會話，華語進階會話，一千字說華語(一)(二)(三)，

實用國語會話，國小國語5-12冊，選修科或國中國文、商用會話、商用書

信、閱讀寫作、讀報。 

    學校宗旨，更是以促進泰華文化交流，教授中國語言文字，傳揚中華

文化，協助解決台商子女之華文教育問題，提高學員之就業機會18。     

    本學期因臺灣教育部審定的國立編譯館主編的國民小學國語課本短

缺，在2008年8月16日開學時，將低年級的教材改用臺灣教育部審定南一

版國民小學國語課本，其內容大致相近，也是設計多元化知識的教材，採

用單元設計方式，以單元主題概念，貫穿各課內容。但其教學目標較清楚

規範為「知識、技能、情意」。而且每課課文內容依據「知識、技能、情

意」三部份說明課文教學目標，並說明課文的重點、特點和應注意事項以

及教材配合哪些基本能力。從教材中歸納出教學目標，訂定明確的方向，

俾使教學活動設計有清晰的脈絡可循。 

根據兒童心理與認知發展，結合兒童生活經驗，重視兒童文學，以引

導兒童習得國語文為前提編撰。課文的文體和內容的難易度，都以布魯納

螺旋漸進理念為原則，遵循教育部所頒國語課程綱要的規定，做適當的安

排，力求生活化、文學化、注意統整性、連貫性，並配合生動活潑的插圖，

充實兒童生活與美感經驗，以增進語文閱讀與學習語文的興趣。此教材臺

灣教育部審定南一版國民小學國語課本(以下稱南一版國語)，依據國民中

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及能力指標編寫注音、聆聽、說話、閱讀、寫作、

識字與寫字等教材，並特編寫教師手冊提供教學參考。 

    以上是中華語文中心(C.L.C.)提供國民小學低、中年級學習者使用的

教材以及學校對學習者所要達成的教學目標。教師更須在每堂課教學前準

備好自己所要上課的課文內容教案，教師自己對所要教學的課程針對學習

者的能力規劃課堂學習的教學目標。其主要的學科課文內容教學目標則以

課文內容來設計，其所含三方面的教學目標「知識、技能、情意」，應將

「知識」提昇為「認知」，因為除了教新「知識」以外，還複習舊「知識」， 

因此應將「知識」提昇為「認知」，以複習學得知識並教授新知識，所以

教學目標三個方面中的「認知」應擴大為「記憶」(知識向度與認知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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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解、應用、分析、評鑑、創造。華語文教師在課堂上課必須新舊知識一

併傳授。 

二、評量方法 

(一)形成性評量 

亦即是教師教完一課，對學習者的平時測驗。目的為了診斷瞭解學習 

者是否真正的明白，教師該課的教授。以做日後教學的依據或針對教學問

題作補救教學。 

1.紙筆測驗 

研究者教完課文、生字、語詞、造句之後，對學習者會做一次聽寫語

詞和造句(學習者自己造句)的測驗。1-2或1-3課設計測驗卷，做一次測驗

卷考試。 

2.口試 

開始教授課文時，學習者必須先看圖說一說；教師暗中觀察學習者的

表達能力、華語文程度。不明說是考試。課文教完，真正口試，教師問與

課文相關的內容，學習者要能以句子回答問題。另外口頭造句。給學習者

語詞、句型，請學習者造句。 

3.作業成績 

學習者必須按時繳交作業，這星期教完一課，下星期必須交給教師批

改，允許事後補交，不交作業就沒有作業成績。 

 
18    

學校宗旨。資料來自: 中華語文中心(C.L.C.)簡介手冊。 

 

 

研究者以上面三項作為平時教學診斷，訂正學習者錯誤，以及自己課

堂教學程序的遺漏或不足的地方。 

 (二)總結性評量 

學校對學習者學習階段的審核，一學期的中間測驗學習者對前階段學

習的情況，是否達到教學目標，是全校一期舉行的階段性測驗。其測驗也

是提供教師對前階段的教學的反思，作為後階段教學的依據或調整。期末

考測驗是舊學期結束，接著銜接另一個新的學期。是一個新學期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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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依據總結性評量作為新學期的學前評估，延續教學目標。 

綜合同儕的形成性評量方法，大多以聽寫語詞的考試為主，有的並不

考造句，只考十個語詞(25-50個字，包含注音)。研究者對學習者的要求

則必須到達22-25個語詞(70-80個字，包含注音)，占百分之七、八十，再

加上造句2-3句(20-30個字以上)占百分之二、三十。這樣的形成性評量，

是研究者對第二語言或第一語言的學習者所必須要的操練，基本的知識、

聽力、寫作、記憶的訓練。 

 

 

第二節 教材有繼續性、有程序性和有統整性 

壹、中華語文中心(C.L.C.)的教材 

    —提供有繼續性、有程序和有統整性 

 

繼續性是指課程階段的前後之間應具有重複性質，教學時應注意到新

舊課程的銜接，而學習者先備知識的多寡，也應為課程規劃的考慮要素之

一。程序性是指學習經驗縱的部分加深。課程中重視的單元目標、行為目

標，都是相同的產物，均旨在強化上下單元的聯繫，重視課程單元的安排

應由簡入繁，由淺入深。統整性指學習經驗橫的加廣。此處所強調的是行

為與學習的統整，學校的課程安排應是兼重認知與情意的目標，落實學習

所知與生活相結合，而非背誦的僵化知識，此部份與時下強調的「統整課

程」在精神上是絲絲入扣的。 

   必須是學習者能力範圍內的，學習太困難的教材，容易揠苗助長，反

易斲傷學習者的學習興趣並導致學習的無助感。 

研究者依《國語教學指引》，以二年級上學期為例；中華語文中心

(C.L.C.)的學習教材是依據臺灣教育部審定國立編譯館主編的國民小學

國語課本為中華語文中心(C.L.C.)的學習教材，教材內容是設計多元化的

知識，採用單元組織方式，以每三或四課為一個單元，每單元之後列有練

習。其教材以教導學習者學習語文為主，課文的文體和各年級課文的難易

度，都依教育部所頒國語課程標準的規定，做適當安排。插圖力求生動活

潑，以增進學生閱讀和學習的興趣。其單元一:新學期；內容領域有關於



第四章行動研究前需求分析 

 85

學校生活兼併家庭生活，單元二:快樂的節日；內容領域有關於家庭生活、

鄉土文化和國家觀念，單元三:動物世界；內容領域有關於自然環境，單

元四:愛惜光陰；內容領域有關於品德修養，單元五:有趣的故事；內容領

域有關於自然環境和鄉土文化，單元六:明年見；內容領域有關於家庭生

活和學校生活等等豐富且廣泛。 

一、臺灣南一版國民小學國語     

中華語文中心(C.L.C.)所提供的華語文課程，即符合泰氏所提的「繼續性、

程序性和統整性」三個效標。有效組織學習經驗必須注意連續增強原則，逐漸加

深加廣，不同經驗間要彼此關聯。小孩從國民小學基礎注音符號到高中的華

語文課程為止。而成人則依其課程順序為基礎注音符號，華語初級會話，

華語進階會話，一千字說華語(一)(二)(三)，實用國語會話，國小國語5-12

冊，選修科或國中國文、商用會話、商用書信、閱讀寫作、讀報。 

其教材採用臺灣部編版及南一版的國民小學教材，每冊的內容以單元

組織方式編輯，以三或四課為一個單元。生字、課文上下連續，由簡入繁，

由淺入深。 

例如:第三冊課文的編寫為，第一單元:美麗的秋天(秋天的舞會，秋收，賞

月)，第二單元:生命的喜悅(我要當姐姐了，小豆子，照片的故事，小翠鳥)，第

三單元:左鄰右舍(美好的社區，一起來修橋，燈亮了)，第四單元:我學會了(跳繩，

家事小幫手，等一下，企鵝排隊)。 

對學習經驗亦具統整性，課程安排認知、情意、技能並重的課程目標。

且落實所學習的知識與生活相結合。 

 

 

二、教材評論 

研究者以問卷調查目前二年級乙班使用南一版國民小學教材的喜

好，其中以學習者對南一版教材使用看法的三個項目(1)可用於日常生活

(編碼 1)，(2)課文活潑有趣(編碼 2)，(3)課文容易學(編碼 3)，作為基本

比較變項，比對其與學習者形成性評量的關係如何? 研究者(教師)以教材

評論與形成性評量圖表示，如圖十四，闡述說明其變化情形；依圖顯示學

習者認為可以用於日常生活的有 11 位，其形成性評量的成績均達到 6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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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認為課文活潑有趣的有 11 位，其成績則達到 70 分以上，當中更有

8 位成績高達 90 分以上，甚至有一位 100 分。而認為課文容易的有 9 位，

7 位都達到 80 分以上，其中有兩位 A1、A6 成績較不理想，因為容易卻不

用心，再加上基礎沒打好，上課也不專心，研究者上課都必須隨時提醒與

指導他(她)們，時時幫他(她)們，把他(她)們從九霄雲外在引導回來，讓

他(她)們把注意力再回到聽課文內容或他(她)們的任務上。 

由問卷的結果顯示，對教材課文覺得可以用於日常生活以及活潑有趣

的因素，可以使學習者願意投入去學習，成績顯示比較高。教材評論與形

成性評量圖表示，如圖十-5 

 
教材評論與形成性評量圖表示，如圖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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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5   教材評論與形成性評量圖表 

貳、課程教學目標 

一、低年級教學具體目標 

其低年級教學具體目標是以(一)說(聽)一體兩面，(二)讀，(三)作，

(四)寫及(五)國語科教學總目標等為教學具體目標，敘述如下為: 

(一)說(聽)的教學目標 

1.熟習注音符號，能讀、寫每個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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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養聽、說國語的能力和習慣。 

(1)聽:凝神靜聽，瞭解內容。 

(2)說:發音正確，語句流利，活潑自然。 

(二)讀的教學目標 

1.熟習課文中生字的形、音、義，並能活用。 

2.認識簡易的記敘文、詩歌等文體，瞭解課文內容，熟習字詞句型。 

3.閱讀課外注音讀物的興趣和能力。 

4.認識字、詞典。 

(三)作的教學目標 

1.培養造詞、造句、口述作文等基本能力。 

2.能把自己的話寫出來。 

3.認識標點符號。 

(四)寫的教學目標 

1.正確的執筆、運筆方法和良好的姿勢。 

2.正確的筆畫、筆順。 

3.養成書寫整潔的習慣。 

(五)國語科教學總目標 

1.培養倫理觀念、民主風度、科學精神。激發愛國思想，弘揚中華文化。 

2.擴充生活經驗，陶冶思想情意。培養想像、思考的能力，樂觀進取的精

神。 

3.認識國語文的特質，培養熱愛國語文的情操，和對自己所發表的語言文

字負責的態度。《國語教學指引》。 

 

 

二、課程為生活化的教材 

    教育者所選擇的學習結果，必須能讓學習者感到滿足；學習的經驗應

使學童獲得學以致用的機會，並能於實際的生活情境中運用。 

    泰氏認為學習並非是「強塞」的同義詞，為學習者提供機會讓他從事

思考活動，即使經驗是由失敗中獲得，失敗的經驗與成功的結果同等重

要，因此，安排良好的學習情境乃是一項教師重要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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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主義课程理論產生於 20 世紀初，其理論基礎是盧梭的自然主義、

杜威的機能心理學和實用主義哲學。杜威認為，教育就是經驗的改造和改

組，課程就是教育性經驗，而經驗不是思想出來的，而是與社會生活實踐

密切關係的，是在做中學到的，也就是從活動中學到的。學校科目互相關

係的真正中心，不是科學，不是文學，不是歷史，不是地理，而是兒童本

身的社會活動。杜威反對學科中心論，也反對兒童中心論。兒童與課程是

確定一個過程的兩極，只有在經驗的基礎上才能將二者统一起來，其實現

的途徑就是將教材心理化。當課程統一了兒童的心理經驗和學科的邏輯經

驗，這種課程就是經驗課程。 

杜威主張活動是課程與教學的根本形態，讓學習者在“做中學＂,從

經驗中學，要求以活動性、經驗性的主動作業來取代傳統書本式教材的統

治地位。他所列的“暗示、問題、假設、推理、驗證＂教學過程的五個階

段,實質上是一個發現的過程。杜威認為，教學法的要素和思維的要素是

相同的，思維起於不確定的、有問題的情境，培養思維能力首先要提供合

適的情境。 

三、幫助學習者獲取資訊 

安排以目標為焦點的學習經驗，經驗主要來自學習者主動的行為，教

師的任務則以選擇適當活動和安排學習情境。 

    在於資訊快速的後現代社會中，教導學習者如何在龐雜的眾多資訊中

擷取重要訊息，獲得符合時代潮流且與日常生活配合的知識，殊屬重要。

現今多媒體的媒材快速發展、網際網路蓬勃發達，若能教導學習者善用科

技，必將是快速擷取資訊的新途徑。 

目前泰國在正體字教學的情況下已不用擔心打字的問題，在市面上已

有掌上型電子字典的鍵盤設有注音符號的按鍵，很方便打字了。除了字典

功能之外，還能上網，功能已猶如一台手提電腦那樣方便了。 

「全球華文網」網址：http://www.huayuworld.org。 

「海外華語文數位學習中心」的設立，則是一種在地化華語文教學實體據

點的體現，這些中心兼備華語文教學、師資培訓、文化交流及教材展示等

多元功能，結合「全球華文網」提供之影音及線上互動教學課程，讓虛擬

網絡與實體通路並進，提供多樣教學型態，樹立華語文數位教學的最佳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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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同時也是臺灣優質華語文及數位產業將觸角延伸到海外市場的展示平

台及連結主流社會的橋樑，具體落實以僑校為中心向外推廣臺灣優質華語

文教學之全球布局策略。 

在中華語文中心(C.L.C.)成立泰國曼谷華語文數位學習中心，提供了

華語文教學教師部落格班，電腦入門基礎班、進階班，師資培訓，文化交

流及教材展示等多元功能。 

四、學習經驗要能有助於社會態度的發展 

    「態度」是泛指個人所表現的行為及選擇的價值以及滿意事物的種

類。因此，學習經驗也要注意到學習者社會能力、社會角色、社會認同的

培養及矯正，才能使學習者發展為適應社會模式的社會人。現今學者所強

調之「全人教育」以及「情感教育」（EQ），正是要破除主智教育的迷思，

矯正以往只重視知識的冗荷，唯有落實情意、技能與認知的整合教學，國

教階段的課程方能擺脫分數主義，真正導入正軌。 

五、釐清教學問題觀點 

中華語文中心(C.L.C.)所提供的教材、教學目標、課程教學目標皆注

意到學習者社會態度的發展。因此研究者將一些模糊不清的教學問題，與

同儕隨機或電話訪談討論，以及教務會議上尋找共識。將其問題闡述如下: 

1.華語文課堂教學教師需要以學習者的母語(泰語)翻譯教材內容嗎?對不

同對象的學習者［華裔(潮州語、粵語、台商)、泰］，如何讓他們在課堂

上學習時，都能了解課文內容的意義? 

 

(1)觀察員(主任)心得:  

低年級教學要用泰文說明，而不是翻譯，泰語是當地的語言，以泰語

在當地教學可以避免一些問題。抽象語詞教學，泰文有直接對應的中文，

就直接說泰文，但不要太依賴。解釋詞義，要使用工具。 

例如:天亮了。教學時，可使用圖片，一張晚上，一張太陽，利用圖片配合

語音、語義的聯結，可以加強華語文語音、語義，聽的教學。(教務會議札記；

200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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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儕(E1、E3、E4、E6、E7)翻譯教學心得: 

    對課堂教學有的主張，以當地的語言泰語，為班級教授不同國籍的學

習者的共同語，所以主張用當地的語言泰語，在課堂教學時的講解用語，

使用於講解課文內容的語詞教學時的輔助工具。但有的則不使用翻譯，全

部以華語文直接教學(E1、E4)。(電話訪談同儕札記；2008/8-9 月) 

(3)研究者的觀點: 

    對於不同語言的學習者，主張適當的使用泰語(或英文)，對課程內容

的抽象語詞做講解或對照，學習者若不懂語詞意義，學習者根本無法再加

以使用，就只是課程內容的意義都不懂，學習者到底要如何去記憶它們，

知識是要理解後，才能容易將它深遠的記憶在大腦裡，因為有舊知識的記

憶，才可以在拓展新的詞彙，有詞彙才可以加長延伸成短語，再延伸為句

子。如果可以不需要用泰文對照翻譯，儘可能使用工具、最簡單易懂的華

語文舉例說明，如圖片、照樣造句、肢體動作表演示意。 

 

2.課堂的複習、操練時間是否充裕?教一課老師用多少時間做複習的工作

(練習的活動)? 以十八週的華語文教學時數，大約一課以 3.5 小節(每節

45 分鐘)教授夠用嗎?做了哪些練習(聽、說、讀、寫)?生字、語詞教學，

要如何教比較有效率?大約花多少時間?在課堂上如何將華語文聽說讀

寫，運用到每一課的教學時段裡? 

(1)同儕 E1 的生字、語詞教學心得: 

   參考下一節同儕教學流程，同儕 E1 的教學流程。(電話訪談同儕札記；

2008/8/11)。 

 

(2)同儕 E2 的教學心得，課程練習單設計: 

    課程教完，學習者一定要做練習單(自製)。在課堂講解完之後，學習

者只是把答案抄下，有的根本只有在抄答案而已。他還是不懂。都要印兩

份，講解完之後再考一次試。就是要讓他自己寫寫看。才知道他們懂不懂。

(電話訪談同儕札記；2008/9/8)。 

(3)研究者綜合同儕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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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表示經教師教過一次課程內容之後，必須再加上習作本的練習。

2008 年以前使用的低年級教材均有習作甲本(其內容如；國字注音、選詞

填寫、照樣照句、組字認識部首)，之後的均沒有習作甲本。 

同儕之間有的主張要以電腦自製練習單，有的主張不必要。其練習的

方式將是教師的教學方式而定，但是對於學習華語文的學習對象是第二語

言、第一語言的學習者時，此時此地使用的機會不多或者無使用機會，因

此，他們每週到中華語文中心(C.L.C.)學習華語文是他們學習精華時刻，

必須掌握這寶貴的三小時，複習舊的知識再教新的知識。 

至於複習、操練時間的掌控與教師自己的教學設計有關，視教師的教

學方式、表徵能力及學習者的學習態度而定，各班級採用的教學方式不

同。但都表示以十八週的華語文教學時數，大約一課只能用 3.5 小節(每

節 45 分鐘)教授，同儕均表示時間不夠用。 

 

3.學習者為第二語言的學習者，回家都無法自學，所以成績不好? 課堂專

心學習/不專心學習的學習者，回家溫習功課，何者學習效果比較好? 

(1)同儕 E2 教學心得  

    在教室課堂上能專心學習的，基本的學習效果應可以達到常態的標

準，平常考試都可以七、八十分。(電話訪談同儕札記；2008/9/8)。 

(2)同儕 E3 教學心得 

    課堂上比較用心，學習效果會比較好，不專心的學習者回家自學還是

比較不好。除非他媽媽很合作他媽媽都盯著。有的媽媽很有心，一直盯著

學習者，學習者的成績都很穩定、成績非常好，還要加上家長很配合的。

(電話訪談同儕札記；2008/9/8)。 

(3)研究者綜合同儕心得 

研究者經課堂教學觀察以及電話訪談同儕 E2、同儕 E3 的結果得知，

對於在家完全不使用華語文的學習者(低年級)，而在教室課堂上能專心學

習的，基本的學習效果應可以達到常態的標準。若課程內容意義不懂的學

習者，上課較不專心的，在學習的進度及成績，往往表現都是較不能達到

班級的常態標準(形成性評量七、八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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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習者有華僑 (潮州、雲南、香港、台)、泰，以台商子弟(國際學生) 

成績最不好?  

(1)同儕 E3 教學觀察心得 

    有的來自臺灣的學習者更不用功，靠著自己會說、會聽、會讀，寫的

問題比較大。有的不用功，都不交功課，一逼他們，都說沒時間寫功課。

他們只是來上課。有的國字都不會寫，只會寫注音。平均來自臺灣學習者

(就讀國際學校)的成績還不如來自泰國學習者。平時成績都不怎麼樣，到

要考試才讀書，期中、期末考試都只有六、七十分而已。不是很好。寫的

問題最大，常常有錯字。(電話訪談同儕札記；2008/9/8) 

(2)同儕 E4 教學觀察心得  

    來自臺灣就讀國際學校的學生，考試考的好。因為平常有使用中文，

意思瞭解。但不寫功課，國字注音都不背、不會。考聽寫都不會。(電話

訪談同儕札記；2008/9/8) 

(3)研究者課堂教學觀察 

來自國際學校學習者華語文成績不好，其原因大都缺課較多，因國際

學校的學習者參與學校的課外活動較多，且父母均以自願學習的觀念給予

學習者自我管理。加上平常大多以英文為書寫方式的學習者，其對華語文

的書寫較不熟悉，造成有些來自臺灣就讀於國際學校或泰國學校的學習者

寧願寫注音也不想學習書寫國字。 

 

5.因為中華語文中心是補習學校，所以學習者不重視成績，也不用心學

習，都是家長要求的、逼來的，所以學習效果不好? 

 

(1)同儕 E7 觀察學習者的態度 

     學習者都是父母逼來的，也不用心讀，認為是補習學校，對學校成績

不重視。(電話訪談同儕札記；2008/8/9)。 

(2)同儕 E3 觀察學習者的態度 

    學習者基本上很用心在讀，他們也蠻緊張，教師會告訴他們，你們不

超過六十分，都會分到別班，所以學習者還是非常關心他們的成績，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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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是泰國人，但她(他)的媽媽也會很關心，到了考試也很緊張的。(電

話訪談同儕札記；2008/8/9)。 

(3)同儕 E2 觀察學習者的態度 

    雖然學習者是受到父母要求而來學習的，但是大部分的學習者經教師

傳授課程之後，還能按照學習進度跟著指導進入學習，只有極少數的學習

者較特殊，不專心學習，趕不上進度。(電話訪談同儕札記；2008/8/9)。 

(4)研究者綜合同儕的觀察 

學習者常態之下的學習態度，如同同儕 E2 所描述，經教師指導之後，

都能按照教師的指令進入學習，只有特殊的個案。(電話訪談同儕札記；

2008/8/9)。 

 

6.因為母語(第一語言學習者)和泰語(第二語言學習者)未分班學習，華語

文程度不同，不好教授? 

(1)同儕 E7 不主張合班教學 

    因為母語(第一語言學習者)和泰語(第二語言學習者)未分班學習，華

語文程度不同，不好教授。對不同母語的華語文學習者不主張合班教學。

(電話訪談同儕札記；2008/8/9)。 

(2)研究者主張合班教學 

依課堂觀察第一語言學習者與第二語言學習者合班學習，並不是因為

其原始語的不同而影響其學習，其學習的問題關鍵在於教師所使用的教學

方法、學習者的態度以及學習者自身的華語文程度。學習者的華語文程度

若不是相差太大，第一語言學習者與第二語言學習者合班學習也是可以

的，因為第一語言的學習者往往是可以帶動班級的學習風氣。 

7.教材沒有生活化所以學習者不好學? 臺灣教育部審定南一版國民小學 

國語課本教材(簡稱南一版)與臺灣教育部審定國立編譯館主編的國民小 

學國語課本教材(簡稱部編版)，哪一版本較好教、較好學? 

(1)同儕 E7 對教材使用心得: 

    部編版教材沒有生活化所以學習者不好學。(電話訪談同儕札記；

200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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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儕 E3 教學心得: 

    部編版教材比較不生活化學習者較難學。南一版教材比較生活化，較

簡單。雖然生字好多好多、課文好長好長，但教材比較好教。(電話訪談

同儕札記；2008/8/9)。 

(3)同儕 E4 教學心得: 

    南一版教材比較簡單，部編版教材比較可以讓用功的學習者學(家長

盯著、程度較好的)。而南一版的只會讓懶惰的小孩更懶惰，因為太簡單。

很認真的大都是父母有在後面推，部編版讓學習者學到五年級時，會倒吃

甘蔗，就是沒注音的也可以讀。(電話訪談同儕札記；2008/8/9)。 

(4)研究者綜合同儕心得 

部編版教材是比較書面語，而南一版教材的用詞比較平鋪直述，語詞 

生活化，加上圖片的設計比較接近寫實的生活，使學習者感覺，雖然很多

但不難。以目前使用的學習者作教材評論，其結果都比較喜歡南一版教材。 

 

8.學習者(參與者)對華語文(漢語)教材的學習，學習者對漢語拼音與簡體

字的學習心得? 

(1)參與者學習漢語(漢語拼音、簡體字)的心得 

學漢語拼音比較難，有的時候會和英文混淆。我們沒有課本，老師教

我們抄他(她)寫在白板上的的字。有時候有印講義，上完課老師就收回去

了。 

班上三十位學生，只有六個人來得及。因為他們課後也有在外面補習。

但沒有像我這樣會。 

   我們一星期只學一堂課。我從小學三年級開始學漢語拼音，現在我五

年級。現在還很簡單，只學我的家人，如:「爸爸」、「媽媽」、.....，

或學水果名稱，有很多水果名稱，如: 菠蘿，全為簡體字。 

老師考試，用列印考卷考試，印句子讓我們寫漢語拼音。只有六個比較好，

但還是我比較會。因為他們也是像我一樣，有另外在外面或中華語文中心

上課補習。(電話訪談札記；2008/11/4)。 

(2)研究者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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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師生互動之間，學習者(參與者)曾抱怨漢語拼音很難，因此打電

話訪談學習者，想瞭解學習者在泰國的正規學校，學習漢語拼音的情形。 

 

9.如何評量學生的學習成果?聽寫測驗是否為有效的形成性評量?總結性

評量，同一測驗卷應該以測驗幾次為評量的基準? 同一份測驗評量的標

準，是以考幾次為準則，比較有效且準確並公平?學生考試時看別人的，

老師怎麼處理? 

(1)參與者ㄅ 1期中考試(總結性評量):  

我們期中考試(總結性評量)可以重考嗎? 別的同學可以重考，可是他

(她)還是沒有達到六十分。(課堂教學錄音札記；2007/8)。 

(2)參與者ㄅ 2不要考試(形成性評量；平常考): 

我們可以不可以不要每課都考試?(課堂教學錄音札記；2008/8)。 

(3)教師(研究者)回答: 

那重考就沒有幫助囉!那也就不用重考啊!考試前要好好用功讀書才

對喔!平常不考試的話，老師不知道你們上課聽懂嘛!是不是都會了，回家

有沒有溫習功課。(課堂教學錄音札記；2007/8，2008/8)。 

聽寫測驗(形成性評量) 

(4)同儕 E5:  

    平常聽寫考十個語詞，沒考造句。( 隨機與同儕討論札記；2008/6/8) 

 

 

評量心得 

(5)同儕 E1 紙筆評量: 

    每課都會考聽寫大約 25-50 個字，因為低年級也要考注音，所以國字

和注音各一半。有時也考造句。其評量的成績除了聽寫測驗之外，還加上

作業的成績一併計算。(電話訪談同儕札記；2008/8-9)。 

(6)同儕 E3 紙筆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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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性評量(平常的考試):教師寫十個生字在白板上，然後學生寫注

音、部首(三年級)、兩個造詞、自選一個造句，考試都是上一個禮拜教過

的、作業。(電話訪談同儕札記；2008/8-9) 

(7)同儕 E4 紙筆評量: 

    形成性評量(平常的考試，聽寫)只考十個語詞。(電話訪談同儕札記；

2008/8-9)。 

(8)同儕 E8 紙筆評量: 

    形成性評量(平常的考試，聽寫)，將聽寫的形成性評量改為以考試卷

的方式測驗，以配合遲到的同學。(電話訪談同儕札記；2008/8-9)。 

(9)研究者綜合同儕觀點: 

    評量的成績實際上包括學習者舞弊的情況在內，有的同儕假裝沒看

見，有的提醒學習者不可以看別人的。 除了固定的形成性評量、總結性

評量之外，必須考慮在課堂的提問反應以及作業成績，平時測驗成績因同

儕的計算方式也有所不同。但總成績的計算方式是平時測驗成績 + 期中

考成績 + 期末考成績，三次的平均為總成績，到達六十分的學習者，可

以升級。 

 

10.親師互動對學習者的學習有幫助嗎?教師與家長有沒有互動? 

同儕的親師互動心得 

(1)同儕 E3: 

我不會主動打電話與家長溝通，有的家長會主動聯絡，有的不會。除

非學習者他有很特殊的問題，才會跟他媽媽講。學習者調皮、愛講話，遇

到他媽媽會跟他媽媽講；他好可愛，但是他很愛講話，他媽媽也知道啊!

不是很重要的問題，我不會特別找他們處理。除非在班上打架或者怎樣，

沒辦法處理的。例如功課不好的、不專心，我會用我的方法告訴學習者。

但是成績出來就會告訴他媽媽，譬如:期中考出來之後，就會告訴他媽媽

因為他學習比較不專心。有遇到都會跟媽媽講。(電話訪談同儕札記；

2008/8-9) 

(2)同儕 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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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家長也不知道自己的孩子有問題，但比較嚴重的學生，太離譜

的，我會主動打電話和家長聯絡。早一點通知他們，不要等到學期結束的

時候打個重讀，而開學了家長以為她的孩子升級了，結果怎麼還在那裡?

那就不太好。 

    在期中考時，學生成績不好會通知家長，通常家長都會配合。但是家

長有的會說我的孩子如果重讀就不念了，或者什麼的!這時就要觀察，然

後給他加強，或者有的真的很糟糕的，就教他上暑期班，但寒假就沒有這

個機會。有的家長會主動，他認為我的孩子基礎不好的話就給他重讀沒關

係，都不一定，看家長怎樣。 

期中考以後，如果覺得學生真的升級不了的話，提早跟家長講一聲，

那學習者可以升級的話，就不用那麼緊張跟家長聯繫。 

有需要家長配合，像作業都不交，還是要向家長說一聲。請家長幫忙

叮嚀帶作業，學習者會常常忘記帶，請家長幫忙檢查書包、功課，帶作業

來，請家長配合。 

    我們還是需要親師互動的聯繫吧!需要，因為小孩子有時會認為補習

班無所謂，我們需要家長配合，給予協助學習者的學習。(電話訪談同儕

札記；2008/8-9) 

(3)研究者: 

在期中考，期末考時，學習者成績不好會通知家長，請家長叮嚀學習

者溫習功課、寫作業。家長都會配合督導學習者。 

 

 

 

11.教師對不寫功課(作業)的學習者如何處理? 

處理學習者繳交作業心得 

(1)同儕 E1 : 

    當學習者繳交作業時，給予鼓勵、稱讚她寫的很漂亮、寫的很好。(電

話訪談同儕札記；2008/8-9)。 

(2)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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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蓋獎章鼓勵學習者繳交作業，在檢閱作業簿上，蓋上美麗的稱讚獎

章，以引起學習者繳交作業的興趣。但教師必須花時間與心思。對低年級

的學習者實施過，低年級的學習者是很好奇，下次會得到什麼獎章呢!?  
 

                           

 

 

12.學習者不專心學習的時候教師怎麼處理?使他不會再重犯。 

學習者的課堂學習態度 

(1)同儕 E2: 

    有的學習者很愛講話，有的低頭畫自己的課本圖案，有的趴在桌上睡

覺等不專心上課，但這都是少之又少，一、兩個或者兩、三個，若經教師

糾正仍然不改善，就任憑他(她)，只要他(她)不干擾到其他學習者的學

習。(電話訪談同儕札記；2008/8-9) 

(2)同儕 E3: 

    學習者如果不專心聽課時，就講故事讓學習者轉移注意力，吸引他回

到聽教師上課的情境。(電話訪談同儕札記；2008/8-9) 

 

(3)研究者 

研究者依教室觀察作以下的協助教學，協助學習者能回到學習的情

境。教師在課堂教學時一定要保持師生互動，並給學習者必需執行任務的

感覺。而且所有的協助教學方法，都必須建立在教師基本的素養上，以愛

心與耐心來出發。研究者將協助學習者的協助方法整理如下表所示； 

表十  協助學習不專心的教學方法表 

學習不專心 教師協助方法 

教師講解課文內容時 教不專心的學習者回答剛才老師講什麼，學習者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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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就會專心聽教師上課。 

個別朗讀課文時 特別點名不專心聽的學習者接下去朗讀。 

做練習單不專心時 特別請他(她)上台到白板作答。 

特別坐不住的學習者 要給他(她)有事情做，課堂教學流程的每一個階段的

主題，所花費時間不宜太久，才會引起學習者的興

趣。 

 

第三節  課程設計 

        —如何有效組織這些教育經驗 

一、課程設計 

    有效組織學習經驗必須注意連續增強原則，逐漸加深加廣，不同經驗

間要彼此關聯。課程的組織性；良好的課程，能經由學習者的學習而產生

知與行的變化，因此課程的「組織」不但影響教學效率，而且左右主要的

「教育改變」發生在學習者身上的程度。 

在李珀「有效能的教學」一書中提到了將掌握目標模式及過程模式之

優點，可以利用課程模式進行課程設計,教學目標，教學活動，評量與回

饋等教學活動。 

研究者將學者專家的教學基本歷程和課程設計的基本問題，整理運用

到華語文教學課程上，在華語文課程以教學基本歷程(課程設計)-教學目

標、學前評估、教學活動、教學方法、回饋評量等循環課程組織規準之螺

旋式課程組織方式。華語文教師在教學前一定要作課前準備工作，課程的

設計，教案設計。才能在課堂得心應手的教，有恃無恐。而華語文教師的

專業知識與素養更是需要在平時就利用機會進修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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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整裡的華語文教學課程實施流程如表十一所示； 

表十一  華語文教學課程實施流程 

  華語文          學習者        學科        社會需求                          

  教師       Student       subject matter       society need                        

  專業              哲學          心理學                             

 知識與         Philosophy          psychology                      

  素養 

教                      教學目標           回饋環線(Feedback loop) 

學                       object     

前            Planning計畫         教材 

的                                 Material     選擇學習經驗 

準                                 課程設計   組織學習經驗 

備                                 Designing      

                                  練習單 

                                   Worksheet 

 學                講述內容        講解     分步驟逐次說明        指 

 習                  Procedures      Explain     概念、定義          導 

 中                               示範           舉例             學 

(過程)                              demonstration    illustration        習 

                   引導練習        報告          討論             的    

                    Guide Practice    Report         Discussion         經 

                   獨立練習                                       驗 

                    Independent                                        

                    Practice                                                   

                   綜述要點       舊要點 

                    Summary         Old Key 

                                  新要點                         

                                    New Point  

結                 評量                                        評量    

果                Evaluation                                     學習       

             補救教學           加深/加廣                       的        

           Supplementary         Extension Teaching                 經驗   

 

二、教學活動 

研究者在中華語文中心(C.L.C.)任教四年多(2004 年 10 月至今)，從

成人的進階會話課程開始，然後再進入教小學課程，目前教小學二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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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年級的課程，依據同儕教學的經驗，學生都是父母要求他們來學中文

的，所以有些學生不專心聽課，不愛做功課，也不讀書，成績很差。一般

而言，學生會寫、會讀、不會說(也不願意說)、甚至聽不懂，因為有的華

裔子弟在家也不講中文，研究者聽了這番話之後，心裡覺得那學生是來學

校做什麼呢!當研究者實際進入教學領域時，研究者想去了解、改善現況。

於是研究者與同儕討論有關學習者學習的態度。並且研究者透過研究者教

室教學觀察、評量，教務會議，隨機與同儕討論，電話訪談同儕，電話訪

談家長等方式，作多方面瞭解希望教學時更能提昇學習者的學習興趣及學

習效果。 

    其訪問的這幾位同儕每位都以直接、聽說、認知等教學方法為主，各

有其組織的學科內容的特色。研究者經由各位同儕分享她們的教學經驗當

中，研究者反思自己的教學方法，亦是直接、聽說、認知等方法為主，另

外又運用交際溝通教法學，以與補充語文使用機會，將「我手寫我口」的

寫作方法增強生活交際的使用機會。 

若有與研究者不同的教學組織特色，研究者會拿到自己的班級試教看

看，是不是有利學習者的學習。如；釐清教學問題觀點各項中，所得到的

啟示。研究者更從同儕的教學經驗中得知有關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的一些

學習問題。以下闡述幾位同儕的教學流程； 

(一)同儕教學流程 

1.同儕 E9 教學流程: 

中華語文中心二、三年級的教學，如果有考試放在第二堂考試，其他

時間上課文，我沒有單獨把所有的生字先抓出來教。先全部帶念一遍，口

頭提問，然後教課文，在邊教課文，才把生字、生詞放進去。學習者必須

知道字、詞在這句子裡怎麼用？在段落裡意思是什麼? 

因為你如果把所有的生字、生詞交完了，他還是不懂生字、生詞是怎

麼用，在課文裡是什麼意思，前後文他還是不搭。 

有特殊的句型也在段落裡教，教完一段之後，學生們再念這一段，他

們沒有問題，我問他們問題。他必須把這一段是融會貫通的，他們可以回

答問題，或拿我的語詞來造句。例如:北埔風情；每一段把它抽出來教，

我還畫地圖給他們，讓他們知道北埔在哪裡，不然這北埔對他們完全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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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根本連結不起來。 

每一段字、詞都要知道，他們要會造句，所以教課文、生字、生詞共

用一個半小時，所以一碰到生字，我就在寫黑板，寫課本裡的生詞，然後

再補充語詞，外語班不補充新語詞，提醒他過去舊的生詞，母語班就補充

新語詞(延伸語詞)，所以我用大概一個半小時(70 分)把所有的課文內容都

上完(課文、生字、生詞)。 

我還會指導習作，第一大題孩子要會念寫一寫填空注音國字，要會

念、看題目的指令是什麼，第二大題選詞填寫，要念一念所有語詞，語詞

都懂嗎？念一題句子，第一題看句子有沒有問題，沒有問題有信心可以

做，就放他們回家做，第三大題回答問題念一念看有沒有問題，有沒有人

會回答，看有沒有人連題目都不懂的，檢討後。回家去做，第二個禮拜再

交給老師批改。一般習作二十分鐘內結束。(電話訪問同儕札記；

2008/12/2) 

2.同儕 E1 教學流程: 

三堂課的流程不定，看情形。18 週 54 個小節，幾乎 3-4 個節要教一

課，有一點急有一點趕啦! 就是要講多一點，如果照生字、課文、習作甲，

這要弄過去也是可以，就看啦!不一定，能夠多一點時間是更好，可以講

多一 點。 

還是有給練習的機會，習作甲第一大題國字注音的部份，在家裡先

做，下一堂課後面的部份有的需要講解，就可以一起寫，寫完就可以交啦!

有時還利用習作甲來考試。在班上當場發給學生、考試。習作甲老師要帶

回家改。習作甲有時沒辦法全教完，會留一部份下一週教。 

教課文的時候，先解釋課文標題，課文，有時候第一次老師先讀一遍，

學生聽。讀完之後接著一段一段，他們跟著讀，或者再讓學生自己讀，要

不就講解完再讓學生自己讀。也是逐句逐字的這樣子講解，前面解釋課文

標題已經有大意了，知道是什麼。那講解課文完之後，還可以再提出問題

問他們。 

生字的部份一定要會寫、會念，意思要懂，就是會造詞，字形-寫，

習作乙就有筆順，音-讀，義-意義。華文作業簿，要寫造詞，有時給簡單

四字格。以前學生成讀好，還可以造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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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量:習作甲以外，以前還用剪貼作考卷，二年級很少用考卷，每課

都會考聽寫大約 20-22 個字，因為低年級也要考注音，所以個一半。有時

也考造句。 

教生字時將語詞寫在 A式的紙作語詞卡，每張寫兩個(大約共 20 個左

右)，可以複習圈詞時可以看，一張一張翻給學生念，很方便。每個人拿

一張，空白  處讓學生寫造句，學生寫完還要在下面簽名，學生寫完一張

可以再來拿。寫完要排隊念給老師聽，不對要拿回去改，會控制活動十分

鐘或十五分鐘，到時候看.....。有的可以寫 2-3 個，有的慢的只有寫一

個。A 式的紙作語詞卡可以重複使用，已用了好幾屆，不會的學生可參考

舊的句子或自己造新的。老師願意於 2008 年 8 月 13 日展示她自己設計的

語詞字卡給研究者做參考。(電話訪問同儕札記；2008/8/11)。 

3.練習卷的設計 

(1) 同儕 E6: 

一中南一版的教材，沒有習作甲本的練習本，同儕 E6 說只要教課本

的語文天地就可以做練習了。(隨機訪談同儕札記；2008/3) 

(2)同儕 E5: 

反正第一堂課就是訂正，然後習作甲練習本(部編版國民小學國語)對

答案。哪有那麼多時間啊!再教練習卷，課本的學好就好。沒有時間再多

教課外的，不要做那麼多，多作多錯，反正課本的教好就好了。課堂教學

不做翻譯。(隨機訪談同儕札記；2008/3) 

(3)研究者: 

我感覺到她們好像意味著，不需要再用電腦製作練習卷(南一版國民

小學國語，因為目前沒有習作，只有國語生字、語詞範本)。但我想沒有

練習卷怎麼做練習，何況前任三上老師告訴研究者說她每課都做練習卷。

雖然她們這麼說，我還是堅持這學期，每課自己用電腦製作練習卷替代習

作本，給學生做為教學活動練習單。(隨機訪談同儕札記；2008/3)。 

4.期末考(總結性評量)後心得討論 

(1) 同儕 E5: 

期末考，改這些考卷改的都要哭了，一半以上不及格，這些孩子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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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讀，都不讀，怎麼辦! 

平常考聽寫十個語詞，沒考造句，平常聽寫也都一半不及格。 

參與者 B，這次考試不知他怎麼了?他本來很乖的啊! 參與者 B這次考

試都一直在作弊，一直要看前面的人，我(同儕 E5)阻止他好多次。還有連

他自己的名字都不會，還要我(同儕 E5)提醒他，才免強注音，並把參與者

B 的考卷拿給研究者看，同儕 E5 邊展示邊說，你看連他的名字都注音注這

樣「偉」「ㄨㄟ」，研究者一看，音注錯了。 

參與者 A6 才考十四分。他本來還什麼都沒寫，我還叫他繼續寫，不

然他就到外面打電話聊天去了。參與者 A5 也不及格。 

參與者 A6 是留班(我(研究者)留他，學校給他升級)。參與者 A5 的程度剛

好六十分。(隨機訪問同儕札記 2008/6/8) 

(2)同儕 E6: 

    那可能是免強升級奏班數的關係。考試如果都讓他過的話，程度不

到，那下一位老師怎麼教? (隨機訪問同儕札記 2008/6/8) 

(3)研究者 

有時是家長要求，因而學習者程度沒有到那個階段，免強升級反而浪費時

間，因為無法吸收。有些剛剛六十分的，不讓它升級也不行，只能告訴他

要加油。(隨機訪問同儕札記 2008/6/8) 

研究者期望透過同儕教學經驗與華語文教師研習教師傳授的經驗、觀

念，專業、專門、碩士課程中各位教師的傳授，文獻探討中專家學者的華

語文教學經驗、理論等等，綜合各專家學者的理論與經驗，研究者盡其所

能將它們融入自己的華語文教學裡。希望自己的華語文教學能力對學習者

的學習興趣與學習效果所有幫助與改善。 

(二)認知策略的教學 

    認知（cognition）指一個人處理訊息的偏好或習慣，即其在知覺、

思考、記憶和解決問題時，所使用的獨特訊息處理型式。 

何謂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林清山教授指出是一個人對自己認

知歷程的知識和覺察。例如：理解監控 (comprehension monitoring) 也

可 稱 為 是 「 認 知 監 控 」 （ cognitive monitoring ） 、 自 我 檢 核 

(self-checking)、和對目標之敏感度。後設認知應用的領域包括問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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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數學解題、寫作、閱讀、科學、和學習技巧等。基本上對後設認知的

概念是思考關於自己想法的見解 (Flavell, 1976) 或思考過程 (Brown, 

1978)。 

後設認知和學習之間是什麼關係? 因此，焦點會從理論移到實務。意

思是指個體在進行辨認、判斷、推理、記憶、理解、思考…等認知歷程時，

對於自己各方面認知能力的了解，以及善用自己各項認知的能力。 

探索文字表徵轉換到圖片表徵過程中其在促進後設認知和學習的角

色，介入針對提高學生的後設認知也許導致相對應的改善對課程內容的概

念性理解 (Baird & Northfield,1992）。 

研究者在教室課堂觀察到學習者後設認知能力上的差異，研究者將試

卷的題目，以不同的方式表示，發現學習者的辨認、判斷、推理、記憶上、

理解、思考...等能力差異真的很大； 

例如:試卷的題目是這樣出題，在第一大題國字注音:有一位大哥哥開 始講故

事，一邊說故事，一邊做動 作，大家都開心的笑了。下一頁第三大題:看圖照樣造

句出現一個例子:大哥一邊(說故事)，一邊做(動作)。 

竟然還有學生不知「動作」答案就在這句子裡。同樣的測試，觀察不

只是一個語詞，類似的還有好幾個。研究者看到這種情形覺得很訝異，但

研究者想學習者應該是經過提醒，就會知道做試題的技巧，因為這一類型

的學習者在此班級是屬於比較不能集中注意力學習的學習者，不用心去學

習與背誦。 

考試結束，研究者針對這個問題，在學習者繳交考試卷時，特別個別

指導，讓他們知道自己沒辨認、判斷、推理、思考、記憶試題前後題目的

關連性，並指出他們忽略的試題，學習者的表情都目瞪口呆的啊!  

(三)布魯納的教學論-結構主義    

    布魯納（Jerome S. Bruner）他為認知心理學「結構主義」派的主要

代表，他的教學論主要包括四方面： 

1.智力發展的過程；2.內部動機與智力開發；3.教材結構；4.發現學習與

直觀思考。(楊思賢，布魯納，1960，1978) 

 

1.智力發展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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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魯納認為一個人的認知是按三種表徵模式發展──即「動作表徵」 

（enactive representation）、「影像表徵」（iconic representation）

和「符號表徵」（symbolic representation）。他認為如果教師把教材

加以轉換，以切合兒童相關的認知發展的表徵模式，則兒童便能學會教材

的重要概念。他說：「任何學科的主要概念都可以用某些心智上真實的方

式有效地教給任何發展階段的任何兒童。」（布魯納，1978，頁41） 

布魯納以語言能開發認知的教育心理學觀對後來教學論的發展具積極的

影響。 

研究者在課堂教學時，從華語文內容教材轉換成知識給學習者，為了

加強學習者有真實感，特別以生活相關的實例來講解。 

例如:大地披上輕柔的新裝；大地就像人一樣，冬天是披上枯黃的衣

服，春天就披上綠色的衣服。研究者動作示意，將很薄的披肩披在自己的

肩上，並造句；「爸爸披上白色的外套」。再請一位學習者出來示範「披

上」，就是手沒有穿進袖子，衣服直接覆蓋在兩肩上。 

2.內部動機與智力開發 

    布魯納第二方面的教學論談及內部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與智

力開發（intellectual development）。布魯納同意內部動機是學習的真

正動機，但他反對學習心理學中有關「學習準備度」（readiness for 

learning）的一貫概念。當代發展心理學說（如皮亞傑）認為兒童的智力

發展主要是一個自然過程（杜聲鋒，1988）。 

布魯納主張正確的準備觀當以「教育」的角度去探索，而猛烈批評皮

氏以「生理」的概念將準備固定於兒童年齡的教育發展學觀點。布魯納『「準

備」可以加速』的見解更是為人所注目的，他認為真正的準備觀是「充分

掌握基本的、起始的知識技能，構成後行的、更高深的知識技能的心理基

礎。」這便是他的「智力開發」（Theory of cognitive growth）理論基

礎，也是布氏著名的「螺旋式課程」（Spiral Curriculum）的思想根源。

由此可見，布魯納十分強調知識結構對學習效能的重要性。（布魯納，

1960，1978） 

研究者在課堂教學的第一堂課大部分是訂正與複習，訂正上一次考

試、作業上的錯誤，接著就是用字卡複習語詞、造句，還有時間在朗讀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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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複習語詞時，著重於發音(學習者必須讀出語詞)、詞義(教師或學習

者說一個句子，以造句、課本原句或泰語語詞對應)、分析注音符號、漢

字書寫(教師分析)等等，然後第二堂就考聽寫語詞 (22-25個大約50個字

以上)、造句(造句2-3句)。 

第一堂所複習的在上一個星期已教過，而且在上星期課堂還請每位學

習者到白板寫上該課的生詞，回家作業必須完成生字、語詞、造句。19位

學習者大多數(11-12位)的學習者都可以達到85分以上，其中3-4位臨陣磨

槍60-75分之間，其餘的3-4位回家作業不寫，也不讀書的。複習的課程也

不積極，就是晃神與聊天，教師都得特別叫他(她)，提醒他(她)，所得只

有40-55分之間。 

研究者認為語詞、造句是學習華語文的基本語文知識結構，所以對第

二語言與第一語言的學習者在教學時，特別加強記憶它們。 

3.教材結構 

    布魯納也提出了「教材結構」（the structure of a subject matter）

和「學科結構」（the structure of a subject）的概念，從教材的「質」

方面作出改進的見識。 

怎樣使學習者掌握這些教材結構？布魯納主張教師以生動活潑的系

列提供教材，由學習者自己去發現教材結構。他認為當兒童有了足夠的時

間去面對問題 

時，便會學到解決問題的技能，也能對自己的能力產生信心，並更能勇於

去面對 

將來遭遇的問題。當中的啟示是，單憑學校教師傳授教材結構是不夠的，

重要的 

是進一步培養學習者主動學習和探究、類推和獨力解決問題的態度。布魯

納強調的是學習者能夠發現各種關係的類似性，並獲得「發現的興奮感」

（a sense of excitement through discovery）。 這正是布魯納著名的

發現學習主張（Discovery Learning）。 

研究者在課堂教學時，站在教室前面正中央。課文朗讀時觀察每位學

習者是否都張開嘴巴朗讀，是否大聲朗讀，研究者會走動到學習者的身邊

聽一聽，如果沒聽到聲音的，研究者以動作、表情示意請他(她)讀出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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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解課文時，以動作、表情示意、舉例造句、學習者示範等等， 

4-1. 發現學習與直觀思考 

布魯納的發現學習主張，發現學習具有兩個特點： 

(1)發現學習是幫助學生取得優良成績的重要條件。 

(2)採取發現學習取向的學習者會活用並組織信息，以找尋解決問題的可

能路 

徑。布魯納形容學習者會在發現過程中把信息作為限定條件

（constraints）加以利用，從無限的範圍中漸次限定，然後逐漸明確解

決問題的方法；因此，學習者便可以更精細地識別及掌握信息的「內涵」。 

布魯納謂發現學習能達致四個主要效能，能幫助學習者： 

①提高智慧的潛力； 

②使外部動機（extrinsic motives）進展至內部動機（intrinsic motives）

過程； 

③ 學會發現的探究法（the inquiry method, or the heuristics）；和 

④ 保持記憶（memory）。 

4-2.直觀思考 

    還有，發現學習中需要一些主要的思維作用，「直觀思考」（intuitive 

thinking）便是其中最為重要的。「直觀思考」在發現學習的過程中，使

學習者得以樹立假設。布魯納說，儘管「直觀思考」的地位越來越高，但

對於如何培養「直觀思考」，還知得很少。 

因此，他列述了一些方法。除了營造自由的課堂氣氛，教師還需「有

結構地」提供教材。布魯納認為結構本身具有「再生的特性」（generative 

model），使學習者發動直觀思考。此外，教師還應鼓勵學生作有組織的

推測。布魯納稱這種指導思維過程的工作是不易為，但卻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布魯納提倡教師應讓兒童進一步訓練運用「發現技法」（the 

discovery method, or the heuristics），他說這有助於直觀思考的形

成。他列舉了各種「發現技法」：如類推的利用、把複雜的數學題目換成

簡易的數學關係、相似關係的利用等（布魯納，1966，1977）。 

總括而言，布魯納的教學理念有四個優點： 

(1)使學生更容易瞭解教材內容而產生有意義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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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以幫助記憶； 

(3)可以產生最大的學習遷移； 

(4)可以使學生有機會「學習如何學習」。他的主張，對後世教學理論影

響深遠。不少教育家及研究者嘗試把他的理論付諸實踐，因而提出了各式

各樣的具體方案。 

    研究者批改學習者作業時，發現有的學習者在學習華語文時，自己很

用功的寫單一生字 (級、相、...)，一個字寫了好幾十次以上，但是考試

還是不會寫，合起書本就不知道＂級＂字是什麼，怎麼寫? 

    研究者教導學習者單一字只要寫三至六次即可，重要的是必須以語詞

單位來記憶，例如；年級，互相、......，書寫時要專心在每一筆一畫上，

而不是看著電視或者做其他的事情之下畫出來的作業。當寫完作業，必須

合起書本用手書空背誦，加強記憶，當書空時就是自我檢查，書寫的能力

當然是在意義了解下進行最好。 

(四)課程教學流程 

在教學活動的進行是以翻譯、直接、聽說、視聽(彩色書法字卡)、演

繹、交際溝通等教學方法交替配合，運用在講解課文、語詞、造句，複習、

操練的教學過程中，甚至更須配合學習者的認知發展的程度一起使用。 

 表十二   中華語文中心二、三年級課程教學流程表 

教課內容: 一

課 

時間:4 個節 每小節:45 分 教具 字卡(以書法自製)、相

片、圖片(臺灣觀光地

圖)、電腦 

(一)引起動機 

以句子為練習單位；師生互動，表達溝通信息。 聽說的練習 

1.依課文的內容，設計引起動機的主題，與日常生活有關的事

件。 

2.看課文圖片說一說與課文相關的內容。 

3.提問學習者與課文相關的內容。 

(二)課文教學: 

1.課文朗讀教

學: 

 

(1)教師範讀，學習者先聽。 

(2)領讀:教師讀一句學習者跟讀。 

(3)學習者試讀，學習者個別單獨讀給大家聽。 

2.課文語詞圈

選: 

課文朗讀教學結束，教師讀語詞，請學生將課文語詞(生詞或

特殊語詞)圈出或劃線做記號。 

3.解釋課文: (1)提問課文內容裡有些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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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一次上課將課文內容的大概略講解一次；以說故事方

式，將課文內容分段，說明大概起頭、中間、最後結束，概

略的敘述一遍內容。 

(3)第二次上課複習(課文、生字、語詞全教過一遍，再朗讀課

文一次)，課堂講解課文、語詞、造句時，更是表情、圖片(在

白板上畫圖或相關圖片展示)、動作示意，仍然不懂，在不能

以上方式講解時，以例句說明，還不理解，再對應泰語或英

語的語詞做講解。亦採提問方式，引導學習者主動說出課文

內容的意義。 

4.生字(漢字) 

、生詞教學 

 

(1)設計生字練習單，生字練習單套上塑膠封套，教師在白板

上教筆順、部首，學習者用蠟筆跟著教師所說的，在生字練

習單上做練習寫筆順、部首，寫完一個字擦掉，可以再練習

寫第二個字，將所有生字練習完之後再抄寫在華文作業簿

上。學習的效率不錯，每一位學習者都很喜歡，全部都動手

寫，但是這樣的操練要發很多時間，再加上要重新抄一次在

華文作業簿裡，學習者會覺得費時，教師也為配合教學進度，

因此放棄此設計生字練習單的教學方式。而改教師在白板教

筆順、比對部首或部件，學習者直接抄在華文作業簿上。 

(2)生字教授結束，接著造生詞，以課文內容出現的生詞為主。

教師寫在白板上，學習者抄在華文作業簿裡。教師邊寫邊解

釋語詞，利用生詞造句來解釋生詞的意義或對應泰語、英語。

(3)學習者都抄完之後，請學習者看白板的生字、生詞一起再

讀一遍，然後再請學習者個別讀。 

(4)自製語詞卡:用書法，書寫彩色語詞。 

(5)二年級學習者按課本生字筆畫書空，然後再到白板寫造詞。

5.造句教學 

 

語詞或句型造句，以課文內容原文句子為例，再利用生活情

境仿造一、兩句給學習者，若還是不瞭解，再將華語文語詞

對應泰語或英語的語詞。 

例如:哥哥能走能跑還能跳。 

能 (ไ ด [dai] )... 能 ( ไ ด [dai])... 還 能 (ยั ง [yang]ได  

[dai])...อี ก [eek] 

(三)教學活動- 

1.課堂操練 

(1)訂正: 請學習者訂正作業、聽寫試卷的錯誤(生字、語詞及

造句)，除了學習者自己訂正之外，研究者更在白板上做訂正，

針對基礎的注音符號、發音，語詞書寫、生字、部首，造句、

句型等等做一次全面的訂正。 

(2)複習語詞、造句:以自製的書法字卡，閃示語詞、分析生字、

部首、部件(聲符、義符)。再以板書複習造句或口述，直到學

習者完全了解。 

(3)練習單:練習，學習者讀題目到白板書寫答案，或者學習者

告訴教師，教師書寫板書。 

(4)聽寫考試，內容語詞 20-22 個，造句 2-3 句。 

  複習卷考試，以 1-3 課或 2 課考一次。 

口試，教師問課文內容或課文延伸與生活相關的問題，學習

者以完整的句子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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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背書，課文文體為詩歌的，學習者要背。 

(6)朗讀課文，朗讀教學時，聆聽個別朗讀，聽取學習者的發

音是否正確。從學期一開學開始聽到學期結束，學習者真的

進步了。 

(三)教學活動- 

2.基本回家作

業 

(1)南一版國語生字、語詞範本甲、乙。一星期教授一課寫一

課。 

(2)另外寫完範本後，學習者自行再抄一遍生字、部首、生詞

一個 3 遍以及課本句型造句 2-3 個，寫在自己的華文作業簿裡。

(3)準備下星期聽寫考試，考語詞和造句。 

(四)評量 一、形成性評量 

1.課堂提問，口試表達。 

2.聽寫考試；語詞、造句。 

3.朗讀課文。 

4.作業成績，寫作成績。 

二、總結性評量:1.期中考 2.期末考 

(五)溝通式教學法  

    溝通式教學強調過程學習，強調「做中學」的理念。Howatt(1984)

將溝通式教學法分為「弱勢版本」(weak version)和「強勢版本」

(strongversion)，前者強調教學應提供各種活動讓學習者有機會便用語

言來溝通，後者強調直接從溝通活動中學會語言。兩個版本重點不同，但

都是以活動練習為主軸，可見任何版本的教學若缺乏活動練習就不能稱為

溝通式教學。 

但我們必須了解溝通式教學法有「弱勢」(weak version)及「強勢」(strong 

version)之分。根據Howatt (1984)，「弱勢溝通式教學法」，強調「學

而用」(learning to use)的概念，亦即讓學習者有各種練習機會運用語

言來溝通，但亦注重型式教學的要義；而「強勢溝通式教學法」，著重「用

中學」(using to learn)的概念，認為學習者可直接從溝通活動中學會語

言，因此極端排斥語法教學。 

    雖然兩個派別不同，但均著重以學習者為主體，並強調活動練習，以

達到溝通式教學法之精神。 

研究者利用課堂教學句型、語詞造句，讓學習者將華語文教材內容直

接融入生活用語的句子裡，照樣造句，請學習者造句練習，這樣應該是「弱

勢溝通式教學法」，強調「學而用」(learning to use)的概念，亦即讓

學習者有各種練習機會運用語言來溝通，但是研究者並不分析語法，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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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解語詞意義。而學習者學會了應用到他作文裡，就變成「強勢溝通式教

學法」，著重的「用中學」(using to learn)的概念了，所以溝通式教學

法，研究者在課堂教學時給第二語言的學習者除了課堂練習之外，還給延

伸教學造句、作文「用中學」的功課。 

經問卷調查課後看中文電視、電影的，其學習者的形成性評量成績的

變化如何，以圖表十-6 分析，學習者利用媒體(中文電視、電影)學習華語

文和形成性評量成績的關係，來觀察華語文學習情形，圖中以看電影(編

碼 2)和看電視(編碼 4)為分析的相關變項，學習者有七位形成性評量成績

顯示都在 70 分以上。只有一位不及格，這位不及格的學習者應該是課堂

不用功學習，不寫功課，對於利用媒體學習並沒什麼幫助。 

看電視、電影對學習者是「用中學」(using to learn)也是「學而用」

(learning to use)可說兩者是交互作用。 

利用媒體與形成行評量成績的關係如圖表十-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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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媒體與成績的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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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6  利用媒體與形成性評量成績的關係 

 

總結本章行動研究前需求分析，研究者以華語文教學實務上所遇到的

問題，尋求相關的教學原理，以及探討學習者學習行為和背景等相關變

項，來作為研究者在華語文教學課程時，所需關注的焦點，如；學習者學

習華語文的參與情況，以及研究者課堂教學的組織能力。希望在課堂教學

能提昇學習者的興趣與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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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課程教學實施後的反思 
 
第一節   課程教學反思—如何決定這些教育目 

         標是否達成 

一、課程評鑑    

課程評鑑亦即評鑑目標與結果是否一致，以確認課程是否有效。以李

珀〈課程評鑑〉，課程評鑑是學校從事發展課程任務時，不可缺少的一項

活動。為了使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能夠落實，同時更能永續進行，學校本位

的課程評鑑便成為不可或缺的一部分了（高新建，民 90）。   

    課程的品質、效能或價值從事正式的價值判斷（黃政傑，民 76；Sowell, 

1996）。其主要的活動包括，確認判斷品質的標準，蒐集相關的資料，以

及將標準應用在品質的判斷上（Sowell, 1996）。至於其實施的層級，則

可以出現在任何設計或產生課程的層級。  

    至於課程評鑑的目的，則如 Tyler(1991)所指出之運用方案評鑑的目

的，至少有以下六項： 

1.檢視現有的方案； 

2.選擇可以取得之更好的方案，以便取代目前正在使用，但是卻又被認為

較沒有效果的方案； 

3.協助發展新的方案； 

4.確認方案對學習者或是其他對象當中的不同群體的差異性效果； 

5.對學習者提供效果與成本的估計； 

6.考驗方案所依據之原則的適切性與有效性。 

    Tyler 認為課程評鑑即是對課程目標進行一連串的評鑑。黃政傑

（1993）認為課程不應只有教學材料的層次，它應包括整體的過程與結果。 

將評鑑視同收集與提供資料，讓決策人員從事有效的決策；評鑑不僅檢視

課程的效率及管理課程問題，也理解評鑑所涉及的道德及美學意涵，並探

討何人會從評鑑受益。 

    從上述學者的觀點可知，對課程的定義不同，其評鑑的範疇及重點也

有所不同。從陳美如（2001）課程本身定義觀之，如果認為課程是目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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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課程評鑑即是針對目標與學科進行評鑑；如果認為課程是計畫，則

課程評鑑則包含課程目標、課程設計與課程實施；如果認為課程是學習者

在學校環境中，經由教材及環境的安排，與教師、同儕互動後經驗的總和，

課程評鑑的範圍就包含學習者在學校學習的種種相關經驗與互動的歷程。 

在《效能的教學》一書中提到了將掌握目標模式及過程模式之優點，

可以利用下表之課程模式進行課程設計,教學目標，教學活動，評量與回

饋等教學活動。經過多年的實驗，成效良好。(李珀；2001）。    

研究者綜合以上諸位學者課程評鑑的實質意義，是為改善目前不好

的、無效率的教學方案。參考李珀〈課程評鑑〉來評鑑，以及陳美如（2001）

課程本身定義觀之，研究者以課程是學習者在學校環境中，經由教材及環

境的安排，與教師、同儕互動後經驗的總和，課程評鑑的範圍就包含學習

者在學校學習的種種相關經驗與互動的歷程。 

研究者自己在週末中華語文中心(C.L.C.)所從事華語文教學的課

程，因為研究者是以教師本位的立場做華語文教學的課程評鑑。而李珀〈課

程評鑑〉是正規學校教師本位課程評鑑指標，如表十二所示每項各有幾小

項的評鑑指標原則。 

因此研究者僅以所從事週末學習學校中華語文中心(C.L.C.)的華語

文教學課程作課程評鑑，其課程評鑑以教學基本歷程(課程設計)-教學目

標、學前評估、教學活動、教學方法、回饋評量以及教師專業知能與素養，

親師互動關係等等來比對自己及同儕的課程教學是否達到教師本位課程

評鑑指標，做教學反思，比對分析如下: 

 

表十二  教師本位課程評鑑指標表 

評 鑑 項 目 評 鑑 指 標

一、課前相關 
  資訊的了
解  

   

1-1  明確知道基本能力指標、階段能力指標、單元目標。

1-2  明確知道學生過去學習的經驗與未來學習的需求。  

1-3  目前單元的學習能力與生活經驗結合。  

1-4  研讀與教學相關書籍、網站等資料。  

1-5  選用合適的教學媒體、視聽器材。  

1-6  資訊融入教學。  

1-7  建立個人教學專業資料庫。 

二、課程設計 

2-1  依據階段能力指標選取教材、以培養十大基本能力。
2-2  課程設計以目標模式、過程模式、情境模式之基礎為

發展之根基。  
2-3  注意課程統整性與脈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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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補充相關教材。  
2-5  依授課方式選擇教學模式  
甲 班級教學（老師為中心、學生為中心）。  

乙 分組教學（合作思考教學）。  

丙 個別性教學。  

丁 協同教學（合科教學、班群教學）。  

戊 建構式教學。訂定教學計畫。  
2-6  教學適性化、重視個別差異 (視覺型、聽覺型 、動覺

型…等)  
2-7 多元智慧教學。  
2-8  多元評量。  

三、教學目標 

3-1 是以學生為主的教學目標。  
3-2 教學目標是清楚的、易懂的。  
3-3 可衡量的學生學習效果。  
3-4 教學目標是可觀察的。  
3-5 教學目標是有層次的學習和認知、情意及技能。  

四、教學活動 

4-1 教學策略  
4-1-1 設計多樣化的活動。  
4-1-2 85%學生參與學習活動。  
4-1-3 延伸學生的反應或表現。  
4-1-4 依程度給學生待答及作答時間。  
4-1-5 適當的答問技巧,掌握不同層次問題。  
4-1-6 明確的告知學習目標、程序及責任。  
4-1-7 掌握學生的反應與表現。  
4-1-8 增強正確反應、澄清錯誤的觀念。  
4-2 教室經營與管理  
4-2-1 善用教學常規與教學流程。  
4-2-2 在教學時,掌握並維持學生的注意力。  
4-2-3 依教學活動之需要,妥善安排座位。  
4-2-4 轉換活動時,給予明確的指示。  
4-2-5 能立刻上課進入主題。  
4-2-6 適當安排教學活動先後順序。  
4-2-7 延長教學及學習的時間。  
4-2-8 重點放在教學目標。  
4-2-9 告知學生正確受獎勵的行為及原因。  
4-2-10 避免不專心、不妥當的行為。  
4-3 呈現主題  
4-3-1 強調課程的統整性與脈絡性。  
4-3-2 舊經驗與新知識及未來學習的聯合。  
4-3-3 清楚的解釋教學內容及學習的責任概念。  
4-3-4 提供練習機會。  
4-3-5 在教學過程中, 強調教學重點並重視學生之個別差異

(視覺型、聽覺型、動覺型)。
4-3-6 綜述要點。  
4-4 學習環境  
4-4-1 利用有關的經驗或感興趣的範例。  
4-4-2 強調教學內容及活動的價值與重要性。  
4-4-3 教學內容有意義、豐富且具有適當的挑戰性。  
4-4-4 在學習中引發學生正面的感受與正面的期許。  
4-4-5 學生犯錯時不對學生作負面的批評及諷刺。  

五、評量 5-1  評量內容、方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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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回饋  

   
   

5-1-1 是與基本能力指標及階段能力指標相符。  

5-1-2 評量內容有脈絡性、結構化。  

5-1-3 評量內容有統整性。  

5-1-4 評量內容具體且明確。  

5-1-5 運用不同的評量方式多元化(口試、筆試、報 告、實

作等)。  

5-1-6 認知、情意、技能目標 

認知：記憶、了解、應用、分析、評鑑、創造-2001 年修正

      ( 知識、理解、應用、分析、綜合、評鑑)-1956 年 

情意：分享、參與、合作、努力度。  

技能：標準化(正確性、完整性、精準度、熟練度)。  

歷程化(設計簡易的操作步驟記錄)。  

具體可觀察(能明確界定正確與錯誤的動作)。  

5-1-7 有生活化的評量內容。  

5-1-8 兼顧個別差異給予不同難易度評量內容。  

5-1-9 有確定評定評量的結果(分數、符號)。  

5-1-10 兼重評量的結果與歷程。  

5-1-11 有具體建議的評語。  

5-2 評量程序與次數安排  

5-2-1 有診斷性評量。  

5-2-2 有形成性評量。  

5-2-3 有總結性評量。  

5-3 提高評量的信度與效度  

5-3-1  評量內容與教學內涵相符。  

5-3-2  評量份量適度。  

5-3-3  評量記錄詳實。  

5-3-4  標準清晰具體。  

5-3-5  評量人員與評量時間的多元化(學生自評、學生互

評、老師、家長)。  

5-4 評量後處理  

5-4-1 有展示、分享學習成果的機會。  

5-4-2 有告知正確的優良的評量結果為何(試題解析或優良

作品觀摩…)。  

5-4-3 引導學生自我檢討。  

5-4-4 加註口頭或書面評語。  

5-4-5 有要求學生訂正或修改。  

5-4-6 有家長簽名建議。  

5-4-7 有補救與加深加廣課程設計。  

5-4-8 檢討教材教法的適切性(是否達成教學目標)。  

5-4-9   有特殊學障的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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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泰國從事華語文教學由於語文關係媒體資訊並未發達，因為在泰

國學習者大多只能使用泰語版的電腦軟體，少數有中文或英文版本的電腦

軟體，所以利用媒體教學尚在開發階段。學習者的基本能力指標亦必須視

其學習者所處的環境而有所調整。 

因此表十二的課程評鑑指標，研究者僅以對第二語言或第一語言學習

者華語文教學課程為評鑑範圍。在表十二裡有劃線的部分評鑑指標，為研

究者無法達到的評鑑指標。其餘的課程評鑑指標研究者都做到了，但對其

「明確知道基本能力指標、階段能力指標、單元目標」、「依據階段能力

指標選取教材、以培養十大基本能力」，對第二語言或第一語言的學習者

來說，可能無法做到很完善。因為平常都不說華語文的學習者就無法做

到，只好依程度不同做仿作練習、延伸教學，以「我手寫我口」來替代，

當然在教室也以口說做句型、語詞加長或造句，從作文的最基本單位句子

開始練習。 

「評量人員與評量時間的多元化(學生自評、學生互評、老師、家長)。」

因為是第二語言學習者或第一語言學習者，在低年級的語文能力還不足得

情形無法參與評量，加上只是週末班上課小節時數很有限，家長有的也看

不懂華語文。只能與同儕交換評量方法與意見。 

特殊學障的例子；曾經教過一位視覺障礙(斜視)的青少年學習者，記得第一

次上課時，學習者不敢說話，手還會發抖。當研究者發現他的問題時，每次上課

都問他瞭解課文內容，觀察到他在教室上課漸漸的不那麼緊張，功課也一次比一

次進步。本來都不喜歡活動的人，漸漸的開朗起來，當他的妹妹來找他時，還會

與妹妹玩得很開心，在教室裡、教室走廊追逐。 

有一天，研究者打電話與家長溝通，他的視力問題，家長告知研究者他本來

是泰國某大學的學生，因為視力而造成學習困難，所以中斷上學，才到中華語文

中心(C.L.C.)學中文。研究者告訴家長，可是他在我的班級上課情形很好，研究

者建議家長帶學習者去看醫生，是否能手術，修補斜視問題，家長謝謝研究者的

電話。整學期學習者在我的班級都很快樂的學習。 

學習結束後，有一天突然收到學習者的電話，［問老師，您有沒有「世上只

有媽媽好」這首中文歌詞，他要參加聖誕節的表演］，我告訴他，老師沒有，但

是你可到網路下載。研究者想他應該是比以前開朗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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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量的結果與歷程 

(一)常模參照評量 

「常模參照評量」(norm-referenced evaluations)是集中注意於某

位學習者成績分數與其他學習者成績分數之間的比較。研究者會在課堂教

學觀察成績(分數)不好的學習者，上課是否專心，作業是否定其繳交，聽

懂教師上課的內容嗎?自己會去練習、記憶課本內文的知識嗎?相對的也是

會留意成績(分數)高的學習者，為什麼會考高分? (王明傑、陳玉玲，2002)  

(二)標準參照評量 

「標準參照評量」(criterion-referenced evaluations)是集中注意

評量某位學習者特定技能的精熟程度，且可以不論及其他學習者對相同技

能的精熟度，不必與其他同學相比較對相同技能的精熟度的情形。標準參

照評量是與「教師教導的課程、課目標或課程目標」密切地相連結。 

集中注意評量某位學習者特定技能的精熟程度，不必與其他同學相比

較對相同技能的精熟度的情形。可以分析學習者的學習個別差異。研究者

將評量的結果與歷程舉四個例子說明如下: 

1.以第 32 期 2008 年 6 月為上學期成績和第 33 期 2008 年 12 月為下

學期成績兩者的差異，觀察學習者的學習情形。 

2.出席次數與形成性評量的關係，觀察學習者的課堂上課對形成性評

量的影響。 

3.課後說華語與閱讀華語文課外書對學習者形成性評量的影響如何。 

4.按時繳交作業與學習者形成性評量成績的關係。 

詳細闡述說明如下: 

1.以第 32 期 2008 年 6 月為上學期成績和第 33 期 2008 年 12 月為下學期

成績兩者的差異，觀察學習者的學習情形。 

 研究者將第 31-32 期 2007-8 年 12、6 月的形成性評量成績，亦即第

33 期 2008 年 8 月剛剛學期開始的成績(橘色線、綠點)與第 33 期 2008 年

12 月學期結束的形成性評量成績(藍線、紅點)，以曲線圖表比較，以下以

第 32 期 2008 年 1-6 月為上學期成績，第 33 期 2008 年 8-12 月為下學期

成績。如圖表十-7 所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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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的成績退步的都是缺課太多，其中 A1、A5、A6、A7 四位學習

者分別是第 31 期 2007 年 8-12 月同一期的同學，A1 和 A6 平常都不專心上

課，A1 總是在學期最後才會繳交作業(為了分數要升級)，A6 幾乎都不交

功課，A5 比以前認真，但作業也是要教師催促才會繳交，其中文程度比

A5 好，但比 A1 差 A6，不過自己為了要分數好願意背語詞，造句還都能寫

的出來。至於 A7 中文程度比這三位都好，是臺商子弟，但就讀泰語學校，

批改她的作業或考卷時，發現中文的語法形式與泰語的語法形式常常混

淆。 

第 32 期 2008 年 1 月開學這兩位學習者 A5(未到達升級)、A6 兩位升

上二年級下冊，在同儕 E5 的班級上課，A1 回到研究者的幫上課，A7 休學。

但是四位學習者第 33 期 2008 年 8 月都回到研究者的班級上課，研究者目

前的課程是與第 31 期 2007 年 12 月的課程難易相當。 

在研究者的班級課堂上，發現原本 A5、A6 程度經過一學期的新課程

之後並沒有進步，A6 明顯的退步，不努力，不用心讀書，只想抄襲別人。

因為原本程度就不能升級，到更難一層的課程會更趕不上。A1 在研究者的

班複習同一層級的課程反而好，有進步的。A7 雖然沒有上學，但在班上發

現以確確實實的讀書，所以程度沒有退步，而且真實的努力。在圖表十-7

明顯的看出，不努力只要靠抄襲反而程度會倒退，A1、A5、A7 真正的努力 

程度才可以慢慢的提升。上學期第 31-32 期 2007-8 年 12、6 月的形成性

評量成績與下學期第 33 期 2008 年 12 月學期結束的形成性評量成績的曲

線圖表，如圖表十-7 所示； 

      

上、下學期形成性評量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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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7   2008 年上、下學期形成性評量成績的曲線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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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席次數與形成性評量的關係，觀察學習者的課堂上課對形成性評量的

影響。 

    研究者將學習者的出席次數記錄，觀察是否直接影響形成性評量成

績，依圖十-8 顯示原本華語文程度好的學習者，家長又有在背後盯功課的

學習者，其成績不會因缺一、兩次課而有明顯的落差。而且還需注意學習

者缺席的課堂是否是課堂正常教授的節數。有的學習者雖然缺課，但卻是

已參與教師講解課文的課堂，只是沒有參與複習教學活動而已。 

如果缺課較多也是會直接影響學習者的成績，如:依圖十-8 顯示第 32

期 2008 年 6 月為上學期成績，第 33 期 2008 年 12 月為下學期成績的情形

來觀察 A9 的成績；上學期出席 18 次，成績 95.2，下學期出席 14 次，成

績 84.8，缺席太多直接影響其成績。 

A15、A16 雖然與上學期相比是出席的較多次，但是上學期缺席是到臺

灣學習華語文，所以缺席時也是在學習華語文，因此不影響成績。上學期

出席 11 次，得成績 95.8。而下學期則不同出席 14 次，A15，A16 也是缺

席太多，只出席 14 次，A15 因程度較好可以自習，但成績也是明顯的下降，

得成績 95.2。A16 華語文的程度較不好，其成績受出席次數影響就更明顯

的觀察出來。由此可見以正常上課的情況來觀察，出席次數是直接影響學

習的重要因素之ㄧ。出席次數與形成性評量成績的關係，如圖十-8 所示； 

    

出席次數與形成性評量的關係

17 18 18 16 17 16 17 16 14 17 17 18 18 17 14 14 18 17 16

54
.5

5
10

0

99
. 2

85
. 4

4
84

. 2
6

60
. 6

2
99

. 3
5

95
. 3

8
84

. 7
6 98

. 7
7

66
. 5

3
71

. 5
0

66
. 8

9
72

. 9
3

95
. 2

0
78

. 8
9 93

. 4
7

97
. 2

1
94

. 2
3

15 16 17 18 17 16 17

0

18 15 18 18
12 14 11 11

18

0

18

44.4

99.49
95.64

79.73

70.00
76.73 78.86

0

95.21
89.64

43.51

76.36
69.9

74.52

95.77 93.64
87.68

0

99.25

-

20

40

60

80

100

120

2008年12月出席次數 2008年12月成績 2007、8年12、6月出席次數 2007、8年12月、6月成績

2008年12月出席次數  17  18  18  16  17   1 6  17  16  14  17  17  18   1 8   1 7   1 4   1 4   1 8   1 7   1 6  

2008年12月成績 54 .6 100 99 .2 85 .4 84 .3 60 .6 99 .4 95 .4 84 .8 98 .8 66 .5 71 .5 66 .9 72 .9 95 .2 78 .9 93 .5 97 .2 94 .2

2007、8年12、6月出席次數 15 16 17 18 17 16 17 0 18 15 18 18 12 14 11 11 18 0 18

2007、8年12月、6月成績 44 .4 99 .5 95 .6 79 .7 70 .0 76 .7 78 .9 0 95 .2 89 .6 43 .5 76 .4 69 .9 74 .5 95 .8 93 .6 87 .7 0 99 .3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圖十-8  出席次數與形成性評量成績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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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課後說華語與閱讀華語文課外書對學習者形成性評量的影響如何。 

   在下圖十-9可看出其課後說華語(編碼1)與閱讀華語文課外書(編碼4-

漫畫)的學習者其成形性評量成績大多在70分以上，只有一、兩個例外，

這一、兩個都是上課不專心學習的學習者。 

 

 

課後說華語、閱讀華語文課外書與形成性評量成績的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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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9 課後說華語、課後看課外中文書與形成性評量成績的關係圖 

 

4.按時繳交作業與學習者形成性評量成績的關係。 

按時繳交作業與形成性評量成績的關係如圖十-10所示，觀察下圖可

以很明顯的看出，按時交作業(編碼1)的學習者其成績大多在84分以上，

學習者因經過書寫作業幫助記憶知識的練習下，對成績當然是會有幫助

的。 

    

按時交作業與形成性評量成績的關係

54.55

10099. 2

85. 4484. 26

60. 62

99. 3595. 38
84. 76

98. 77

66. 53
71. 5066. 89

72. 93

95. 20

78. 89

93. 4797. 2194. 23

20
10 10 10 10

20
10 10 10 10

20
10

20 20
10

20
10 10 10

0

20

40

60

80

100

120

2008年12月成績 按時交作業

2008年12月成績 55 100 99 85 84 61 99 95 85 99 67 71. 67 73 95. 79 93 97 94

按時交作業 20 10 10 10 10 20 10 10 10 10 20 10 20 20 10 20 10 10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圖十-10  按時繳交作業與形成性評量成績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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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親師互動 

一、與家長溝通札記 

研究者將親師互動的實例，對學習者學習華語文的情形下，扮演著什

麼角色，是否對學習者有幫助，分別敘述如下； 

(一)不參加期中考 

研究者:參與者 A13 請假回臺，他向我說即將請假回臺灣，不知道確定是

哪一天了嗎?學校將在 3月 23 日舉行期中考，他是否考完期中考再回

去？ 

家長:還沒確定哪一天回臺灣。泰國學校 5 月 18 日開學，最慢 5 月 11 日

回泰國。 

研究者:目前參與者 A 程度好像沒有什麼進步?平常考語詞聽寫、造句都達

不到 60 分，期中考可能要考好一點，才能達到 60 分升級。 

家長:是不是建議學校不要教那麼多課，因學生根本趕不上。 

研究者:一般的學習者都想回去臺灣升學，不教這麼多課，回臺灣會趕不

上臺灣中文的程度。 

家長:就是教這麼多，還是趕不上臺灣的中文程度啊! 

研究者:但至少不要差太多。現在就讀班級來說，一般都還是可以達到六、

七十分，有的話!只有較不用功的兩、三個，達不到六十分。 

家長:那比率也是很高啊! 

研究者:那些沒達到六、七十分是極不用功的學習者或是缺課太多的。 

家長:暑假想讓他回臺灣學習中文，姐姐因為有回去臺灣學習，所以程度

比較好。 

研究者:這樣是很有幫助的。(電話與家長溝通札記；2008/3) 

 

2008 年 5 月 18 日 A13 從臺灣回來以後，第一天上課時，研究者在課

堂觀察他學習的態度，覺得他很快樂的與我分享他回臺灣學習的情形以及

在臺灣生活的情況。華語文程度也提昇了不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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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參與者 A13 的學習態度突然改變 

研究者: 

    參與者 A13 中文程度進步了，但是期中考後到現在只交一次功課。目

前好像不像暑假那樣用功喔!是不是因為現在泰國學校開學了。12 月 14 日

將舉行期末考，請他加油一點喔! 不好意思打擾了。 

家長:  

喔!喔!好好。謝謝。(電話與家長溝通札記；2008/12/2) 

(三)參與者 A13 沒交作業 

研究者: 

參與者 A13 今天上課就把沒交的功課拿來補交。課堂上課也專心多

了，因為今天要考聽寫語詞和造句，看他在課堂上一直專心在聽複習並記

憶它。(電話與家長溝通札記；2008/12/6) 

(四)參與者 A11 沒交作業 

研究者:參與者 A11 從開學到現在都沒交功課，每次告訴他，他都說下次

交，但是到現在都沒交。學校再兩個星期就期末考，請媽媽盯他的功

課(作業)一下。 

家長:他都說沒功課。他可以升級嗎? 

研究者:媽媽會講中文嗎? 

家長:我不會，爸爸才會講中文。 

研究者:有功課不是沒功課，每次都告訴老師我下星期交，到現在都沒交。

能不能升級要看他期末考考的怎樣？請幫他加強功課。不好意思打擾

您了。  

家長:謝謝。(電話與家長溝通札記；2008/12/2) 

 

(五)A16 參與者的學習態度突然改變 

研究者:你(參與者 A16)來看你的造句(練習卷)，來改一下，有錯! (參與

者 A16:沒關係(用泰語回答)，不理睬)。他好像有什麼事使他不高興

是嗎?上課教他做什麼!他都說沒關係。好像不像以前愛念書的樣子! 

他的造句，寫著「我一出去玩，就被爸爸看到了」。「因為我跑出去

玩，所以被爸爸打。」只是寫寫造句而已嗎？我看到參與者 A15 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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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瘀血，我問他怎麼了，他說；他生病了。刮痧治病。 

家長:這孩子(參與者 A16)很皮的。他(參與者 A16)都和老師講泰文嗎?是

造句練習而以啦! 

研究者:皮的孩子很聰明喔!要知道怎麼治他的聰明，不然只會讓他繼續皮

喔! 

參與者:A16 大多向我說泰文。參與者 A15 比較會和我說中文。之前放假好

像告訴我要到清邁去學什麼是嗎?回來上學好像什麼都不會了!都忘

記了! 

家長:因為爸爸是清教徒，放假到清邁念經，所以什麼都忘了! 

研究者:他們告訴我暑假回臺灣，有去讀中文。回來我發現他們進步了，

但這次 10 月份放假去清邁，怎麼回來國字都不會，都寫錯了。而且

功課都沒有交。 

家長:他們說沒有功課(作業)。 

研究者:有功課，參與者 A15 程度還好，複習一下就記起來了，但是參與

A16 程度需要再加強，學校再過兩星期就期末，請媽媽幫他加強一下。

但是不要因為我打電話給您，您就對孩子兇，「ㄟ!怎麼都沒寫功課?」

可以利用吃飯或聊天的時候，告訴他「再過兩星期就要考試了，是不

是複習一下功課啊!作業拿來寫一寫啊!」白天您都不在家嗎? 

家長:本身在賽攀那裡做生意，有時 12 點才回家。謝謝老師打電話來，不

然我們都不知道，如果孩子有什麼事?請老師打電話來。 

研究者:不好意思打擾您了。但是我只有家裡的電話。 

家長:很感激的給研究者她的行動電話號碼。(電話與家長溝通札記；

2008/12/2)。 

(六)期末考考試事件 

參與者:A16 坐在 A15 的後面，在 A16 走到教室前面問教師問題。(教師告

訴他，你有問題舉手教師就會過來。教師將他帶回座位。並指導他問

的問題。) 

研究者:但是以中文和泰文講解題義，A16 還是不能理解，題目怎麼做。因

為沒有例句。其餘的學習者經指導都懂，只有他還是不懂。 

參與者:在前座的 A15 以泰文補述(但教師請他讓 A16 自己想，他聽了還是

不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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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考試時，教師要求二年級，造句和重組兩大題一定要注音。 

參與者:當 A16 交試卷時，教師請他回去補寫，他抱怨為什麼 A15 沒寫(他

可能之前偷窺到)。還哭鬧他不寫了。 

研究者:教師告訴 A16，A15 交考試卷時沒有寫注音，教師未發現，未檢查

(因為當時又有其他的學習者在問問題，因此 A15 就到教室外面等)。

在 A15 之前交的學習者，沒有寫的，教師會請他再拿回去寫。不是只

要求你寫而已，我是為你好，接著叫 A15 進來寫(教師再回去檢查 A15

的試卷，真的沒寫)。 

參與者:A15 寫完，就不敢出去外面等(因為教師請 A16 到前面空座位寫)，

A16 沒有移動座位，但 A15 卻幫他坐在那座位上，這時 A16 才靜靜的

寫注音、並改正其所問的問題，A15 後來還站在椅子上拿板擦在那裡

做擦白板的動作，A16 都不敢再鬧，寫的很用功。(A15 很照顧 A16 流

露手足之情) 

研究者:下午教師改考卷的時候，發現 A15 重組的解答仍然沒有寫注音，

而 A16 把沒要求寫注音的都寫上了注音，教師只好扣 A15 及一、兩位

沒寫注音的學習者一點點分數，否則當他們拿到考卷時，A16 又會心

存抱怨。(課堂教學札記；2008/12/14) 

 

二、規劃教學活動 

在課堂教授課程時，華語文是班級所有學習者的標的語，必須對課程

的內容做朗讀、生字、語詞、語句等做基本講解之後，並給予練習。作者

因此對學習者的背景、態度、認知等變項都必須清清楚楚的了解，在課堂

授課時，配合適當的教學方法。由於班級組合的成員複雜，所以研究者採

取綜合各家教學法(演繹法、直接教學法、自然教學法、啟示頓悟法、溝通

交際式教學法、視聽教學法、團體語言教學法、整體行動反應法......)，以

學習者為中心，在課堂教學聽、說、讀、寫中做調整，配合學習者的需求，

為的是想提昇學習者的興趣及學習效果。 

(一)探討教學方法 

當研究者學了各種不同的教學法之後，自己開始對華語文第二語言教

學做很努力的改進及探討。對教學時所遇到的問題，一項一項的找答案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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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決。比如說； 

學習者上課不專心、學習者喜歡和隔鄰的同學講話、學習者不寫作

業、學習者不背書、學習者生詞造句不會、學習者對中文沒有學習意願......

等等的問題。 

    解決之道，對上課不專心的學習者，作者在教學時會常常教他，提醒

他注意教師上課，比如，讓他讀課文接龍、練習單對答時，請他到白板寫

答案給同學，讓他覺得老師很關心他、讓他相信自己有能力，也可以幫助

別人，讓他知道存在課堂上的角色，並引導他學習華語文的學習意願。 

將喜愛講話不專心的兩位學生分開，在活躍的學生隔鄰搭配一位較安

靜的學生。對不愛寫作業的學生鼓勵他，當他交作業時給一個小獎勵，如

作業加分、貼紙、蓋獎章......等的設計。 

評量時可以觀察出哪一位學習者是用功的，回家既有寫功課也背書

的。哪一位學生是必須在課堂上特別需要加強的，因此，設計課堂活動增

強其學習效果，如:閃示字卡複習語詞、句子練習。除了口頭說、讀的練習

外，設計練習卷或有習作填空練習本，做讀、寫練習，在這些複習的課程

活動結束再做聽寫測驗。 

這時可以很明顯的觀察出，在課堂上專心的學習者，教師曾提示注意

的問題點就不會再犯錯，而不專心的學習者照樣還是錯，且錯得很離譜。

比如；教師把造句的語詞寫在白板上，讓學習者抄到聽寫卷上再造句，竟

然還是抄錯(複習時曾提示要注意的問題點，再加上教師已把正確的語詞，

也寫在白板上讓學習者看著抄下)。研究者發現這個問題除了對學習者做個

別指導，請他注意，也課堂上找機會請他在白板上做練習。 

以上教學時所遇到的問題，都是研究者閱讀教學法之後，將所學的理

論與實務融會貫通的結果，研究者閱讀教學法一共有十五個，但研究者曾

認知的只有十個，雖然學過但也不是就背起來，仍然需要常常翻閱複習，

再加上研究者將自己的教學做錄音，自己想利用正確的教學方法，讓有機

會與研究者學習的學習者能增加學習效果與興趣。 

(二)教案設計-比對教材與課程 

每次上課前研究者都會先做課程教學準備，做簡要的教案設計，自己

寫教學流程計畫備忘錄。而每一課的教學目標、教材分析、教學重點等名

稱的使用，因版本的關係及編者的喜好，其所列項目因此也有所不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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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目前教育部審定南一書局國民小學國語課本教學課程，第四冊第一課走

進大自然為例；這一課研究者按照教學錄音檔打字，研究者聽完實際教

學、看了自己的教學教案，比對自己的教學備忘錄，是沒有什麼差異。但

研究者覺得還可以教得更好一點，有很多地方還需再改進，生字(漢字)書

寫應該再教詳細一點，學習者說的教學策略應該要增多一點，學習者一定

要背課文。 

 

表十三  中華語文中心華語文教學教案第四冊第一課走進大自然 

教師 林瓘閩 教材 
南一版國民小學國

語 

教學課程 第四冊第一課走進大自然 教學時間

每星期三節(一節 45

分)，此課五個小節

完成。 

學生對象 
非母語泰青年·兒

童 
學生程度 初級 上課人數 19 人 

教學目標 

學會:一、生字:非習寫字:牽、螢。 

             習寫字:爬、披、裝、蝴、蝶、溪、石、間、逐、 

                    躲、層、火、蟲。 

     二、生詞:爬山、輕輕、朵朵、披上、新裝、蝴蝶、溪石間、

             追逐、躲進、雲層、螢火蟲 

     三、造句 1.句型: ...在.... 

              2.語詞:披上、躲進 

     四、瞭解課文內容  

     五、延伸教學作文「曾經去哪裡玩」                    

使用教具 白板畫圖，字卡(自製書法字卡)，動作示意。 

教學活動 

第一節 :(2008 年 10 月 19 日) 

1.因為當天下大雨又淹水，很多學習者遲到。教師與先到的學習者

交談等候，9:20 才開始上課，提問學習者，看圖說一說。 

2.朗讀課文:領讀 2 次。老師領讀，學習者跟讀，注意段詞、段句。

3.講解課文內容:白板畫圖配合解說課文內容，動作示意。 

4.在個別試讀課文。 

5.文體介紹:新詩，押韻(ㄤ、ㄨ、ㄥ)，擬人化。 

第二節:  

1.圈生詞、語詞、句型 

2.生詞、造句教學:語詞- 媽媽輕輕說:「快去寫功課」。 

造句以生活主題造句說明，舉例。 

大地披上輕柔的新裝。姊姊披上粉紅色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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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課是新詩體裁，課文內容生字、生詞較少，所以聽寫語詞考試較

少，僅有 11 個(22 個字)，造句 3 句。但學習者的考試並沒有因為少而考

的比較好，因這次的考試是期中考過後，第二次上學，學習者都還沒進入

讀書狀態，成績並不好(不用功讀書的)，但是有 11 位是 80 分以上(包括 2

位 100 分)，1 位 70 分，1 位 60 分，兩位 50 分以上，1 位 28 分。可以說

這一課有百分之七十的人都聽懂 60%，只有不專心又不用功的 3 位，成績

不好。研究者的補救之道就是讓這三位學習者在課堂教學時，盡量給他們

操練機會，說造句、寫版書、讀課文、...等等的任務，做協助記憶的練

習。 

 

第三節: 

1.生字書空:教師巡堂，指導學習者確確實實的書空。 

2.說明家庭作業 

3.作文指導: (1)設計仿作練習單，以 A 式紙張的大小來設計，上面

三分之ㄧ空白，以下共設計 104 個空格。 

2.仿作課文內容；在課堂寫作，標題提示(1)地點(去哪裡)，(2)和誰

一起去，(3)有什麼，(4)做什麼。(未完成者可以帶回家繼續完成，

下星期繳交) 

4.下星期考聽寫語詞、造句。  

第四節: (2008 年 10 月 26 日) 

1.訂正作業的錯字，上一次的作業(第三冊第十四課)。 

2.複習第一課，問學習者段落大意、分段內容 。 

3.再一次朗讀課文。 

4.以字卡(書法字卡)做複習； 

(1)造句(學習者造句練習)、生詞-分析(師生一起)注音、部首，學習

者朗讀。  

(2)造句練習:大地披上輕柔的新裝。姊姊披上粉紅色的衣服。 

           我在教室讀書。妹妹躲進房間吃東西。           

5.加油小站，學習者讀，說一說比一比生字的部件。  

第五節: 

1.聽寫考試:語詞(11 個)、造句 3 個  

2.練習卷，師生一起作答。          

作業 
抄生字(部首，筆劃數)，生詞，造句 3 句在華文作業簿，生字、語

詞範本甲、乙。 

評量 

1.聽-讀:課文朗讀。 

2.聽-寫:聽寫生詞，造句(自己)考試。 

3.聽-說:課文內容問答，隨堂造句練習。 

4.讀-寫:平時作業， 

期中測驗、期末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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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聽說讀寫教學策略 

一、基模理論—聽說讀寫教學 

    在教學方法理論中「基模」是一個最基本的學習元件， Bartlett

（1932）主張基模理論（Schema Theory），「基模」就是人們過去的經

歷在大腦中的動態組織，後來有人利用基模的概念，來解釋學習的過程，

認為學習是把新的知識和大腦裡原有的知識結合起來，以擴充原有的知

識。而這種基模是以等級層次形式儲存於長期記憶中的一組相互作用的知

識結構。當新的信息、概念、思想與個人已知的事物產生聯繫時才變得有

意義。一般認為，基模是認知領域中的基本建構單位，它包括大腦中所有

已知的概念。根據（Anderson & earson ,1984；Just & Carpenter，1987）

對基模的看法，當人們在遇到新訊息時，就會從已知的概念中挑選出有關

的信息以確認新訊息的意義。(陳雅雪，Bartlett；1932） 

布魯納(J.S.Bruner)所領導規劃的「人的研究」，便以強調順序性、

繼續性和統整性等課程組織規準之螺旋式課程組織方式。螺旋式課程

（Spiral curriculum）特色: 

根據某一學科知識結構的「概念結構」，配合學習者的「認知結構」

以促進學習者的認知能力發展為目的的一種課程發展與設計。 

讀寫啟蒙教學模式；Dixon-Krauss根據維高斯基ZPD理論所提出這個

模式基於兩種原則 1.語言的主要功能是社會互動讀寫是溝通的形式2.學

校的讀寫啟蒙教學是一個社會媒介和符號媒介的活動，教師是學生與書本

之間的媒介並於學生的ZPD中給予協助本模式包括一個目標和目的策略反

思三個主要實施過程； 

(1)中介之目標幫助學習者成為自我導向的學習者 

(2)主要歷程包過目的-策略-反思三個主要階段 

(一)聽說的教學策略 

在華語文課堂教學時，研究者對學習者聽說的策略是先讓學習者看著

課文內容圖片任意表達； 

例如:南一版國民小學國語二年級第四冊第一課「走進大自然」，相關圖片

如圖十所示；課堂教學活動，看圖說一說，教師引導學習者看圖說出課文大意； 

教師:你們看到課文裡有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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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有蝴蝶，有水，石頭，樹              

教師:你們還看到課文裡有什麼?            圖十一 蝴蝶在水面飛舞 

學習者:魚、人  

教師:你們還看到課文裡有什麼? 

...... 

    

                                               

                                        圖十一  蝴蝶在水面飛舞 

葉德明(1999)《華語文教學規範與理論基礎》「學生聽與說策略的培養與

教學」，以「利用記憶方法增進聽力」「使用認知策略輔助聽力」等原則，

運用在課堂教學。闡述如下； 

1.利用記憶方法增進聽力                                                        

教師利用簡單問句或重複同一句問句，更利用圖片視覺的輔助，讓學

習者聽教師問的問題，例如:「看到課文裡有什麼?」，「還看到課文裡有

什麼?」，「還有什麼?」，「他們在做什麼?」「他們在哪裡?」。研究者

以「基模」的構念為教學原則，讓學習者練習聽說一體兩面的機會。學習

者聽的懂，以單詞或語詞回答。從單詞、語詞、句子開始練習。 

2.使用認知策略輔助聽力 

接著以說故事方式將大意說一遍，先指著圖片說，不做任何翻譯，概

述說明整課內容，再逐段詳細解說，不逐句翻譯，只對生詞抽出來講解，

盡量以簡單的華語說明或動作、圖片示意，十多種的語文教學法都是混合

教學，直到學習者都懂、瞭解為止。 

(二)閱讀的教學策略 

1.基模理論輔助閱讀 

以故事基模、事實基模來理解文章(柯華威1990)；有結構與有適當標

題的文章，有利於讀者的閱讀理解；文章中句與句間的連貫對閱讀理解來

說非常重要(柯華威1990)；例如:國民小學國語的教學，以脈絡中學生詞

的效果，與先教生詞再藉由生詞理解文章的效果是一樣的。 

概念發展教學模式:國民小學的學習者學習文字有兩個重要階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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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轉換期；兒童開始入學時，學習文字主要以口語為認知工具，因此可

佈置豐富的環境以利學習。第二個轉換期；以文字為主要的認知工具；這

時教師教導的很多內容是難以親自體驗的，必須統整兒童先前知識和將要

學習的學科內涵，才能幫助學生內化抽象概念。 

    課本分析的重點包括教學材料的訊息本質，學習者獲得這些訊息需要

的思考過程，以及學習者已擁有的自發概念、中介概念發展的策略，藉由

系統化的組織與概念之間的關係，從已知的概念擴展到新的概念。 

2.記憶方法輔助閱讀 

(1)重複溫習；閱讀教學策略，在華語文課堂教學，教課文時首先即要求

學習者跟著教師朗讀課文，在跟讀的時候，要注意學習者的發音。跟

讀之後，請學習者試讀，同樣也是要注意學習者的發音。 

(2)應用意像與語音，如:應用意像，想像實際相關的情景。應用語意圖；

心理詞典，將有牽連的詞彙用線連起來成一個易於記憶的網；善用關

鍵字，以本身熟悉的字與新詞發音相近，並想像其使用情境，易於記

憶；記字音，利用聲韻的特點將母語相同的字音相連起來，可助聽力

上的記憶。 

教師在引起動機的聽說策略結束，就帶領全班朗讀，領讀的時候，將

語氣，語調，配合情境朗讀。一方面增強前面聽說能力的記憶與理解，一

方面延續聽力訓練。實際上是聽說與朗讀的交互作用。 

(3)建立心理上的連絡；如:以字群記憶相關連的字，利用相關的聯想加強

記憶，將生詞至於課文中運用。 

(4)操作實習；以「整體動作反應法」，TPR加強聽力與閱讀力，使用機械

化技能，聽到自卡造句，配合已學過之詞彙與句構加強閱讀。 

例如:因為...所以—因為我肚子餓，所以我要吃飯。教師動作示意，

「肚子餓」，「吃飯」。學習者都會用，都記住這句造句。 

有的...有的...還有的—教室裡，有的人寫功課，有的人看書，還有

的人在睡覺。教師說完馬上發現每位學習者東張西望，尋找誰在睡覺，實

際上是故意造句引導出學習者動作示意，好瞭解學習者聽懂嗎? 

3.認知策略輔助閱讀 

(1)練習反覆閱讀；一段文章，認清字型、公式與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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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組；自然化學習能用的語文。 

(3)分析與肯定:可以運用一般語文的共同性來推論，文中未曾學過的

詞彙或文義；分析；跨語言之對比，用來比較新語文與其母語字音、詞彙、

語法之間的異同，增進瞭解； 

        例如:哥哥能走能跑還能跳。 

能 (ไ ด  [dai] )... 能 (ไ ด  [dai])... 還 能 (ยั ง [yang]ไ ด  

[dai])...อี ก [eek] 

學習者對教師的教學是「老師上課慢慢說」、「老師上課笑笑說」、

「老師上課快快說」，學生要「笑一笑老師」，因為學習者對教師的教學

表情、動作、態度都覺得很有趣，常常是笑成一團。課堂上課的氣分是很

有趣但是卻很專注的。 

(三)寫作的教學策略 

1.從語詞、造句開始練習寫作 

寫除了要求基本的寫字姿勢與字跡工整之外，書寫的筆畫、筆順當然

也是在教學的範圍。會寫字，接著就是要表達自己所要說的話，寫作；亦

即「我手寫我口」，教寫作要先從簡單的語詞先練習，再加長短語，然後

延伸為句子；(葉德明；1999) 

例如:蝴蝶→美麗的蝴蝶→美麗的蝴蝶飛來飛去→美麗的蝴蝶在水面

飛來飛去。 

2.看圖寫作 

利用圖片，看圖片編故事，給學習者圖片的基本標題引導思緒。以第

四冊第一課走進大自然為例，教師教學習者口說作文(看圖+提問)的情

形，讓學習者從課文的圖片中編出自己想像的故事。 

3.仿作 

教師利用課文的體裁，除了讓學習者口說作文之外，還可延伸教學，

將體裁帶入生活裡。給學習者回家功課，寫一篇你去哪個風景區(郊外)玩

的作文，教師給學習者提示段落標題，並要求畫圖；要寫什麼就畫什麼。 

    例如:第一段；時間、地點、人物(和些什麼人一起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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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描述地點有些什麼?是什麼情形? 

第三段；你在那裡做什麼? 

第四段；最後學習者表達自己有關這次去玩的心得是怎樣的感 

             覺! 

研究者以華語文教學的課文內容體裁延伸教學，使學習者轉換課文的

內容融入學習者的生活裡，以學習者自己的生活來寫作文，先畫圖再寫

作。研究者在課堂上課時都常常在白板上畫圖說明，因此每位學習者都不

會說不要畫圖，每位都畫得很好，配合自己的短文。(將一位學習者的作

品附於附錄以供參考。這位學習者一年級時的作品與現在二年級的作品有

什麼進步。) 

 

(四) 華語文教師研習心得 

觀察者(主任): 

    教務會議時，觀察者報告五月三日、四日泰國留臺教師聯誼會教師研

習課程中，有教師向我談到這次的研習課程讓她受益很多。 

研究者: 

    也參加這次的研習課程，在此之前研究者也上過兩次朱文宇老師的課

程，研究者覺得朱老師編的教材＂任務導向的華語教學＂課程蠻符合華語

教師的需求，研究者每次上課都會吸取一些知識來做為自己教學上的理論

基礎，其實之前上的課，在這次的研習課程中可以說；朱老師是幫參加研

習的教師整理出華語文教學的筆記，使華語文教學的教師能有一本真正的

實務演練的基本教學操練手冊。(教務會議札記；2008/5/10) 

研究者參加研習課程之後，便運用朱老師的教材＂任務導向的華語教  

學＂，做為研究者改善教學課程的指標，研究者針對課堂上，較注重聽、

讀、寫的缺失，重新設計教學流程，加重說的操練。由於第一次設計＂說＂

方面的操練學習單，配上學生因逢假日缺席，上課人數只有十位，做分組

互動秩序還可以控制，不會太亂，學生也都可以彼此說說與課文內容相關

的部份。 

    對延伸課本內容的討論，時間就不太夠，可以說學習者在學校上了十

年的課是老師在說，學習者在聽，只有老師提問學生才回答的方式而已。

學習者彼此互動的討論課文還是第一次。學習單設計了完整的句式及回答



第五章 課程教學實施後的反思 

 135

的詞彙，學生比較知道操練的方法。 

    配合學生的生活情境及經驗，身心與思考型態的發展，在興趣、需要

和實用的指標兼具下，提供適合學生能力與興趣的語文學習內涵。  

透過多元性、進階性、延續性的語文學習活動，來培育學生自習的能力。

以豐富多元的語文學習內涵，來協助發展學生書面及口語的表達能力。 

現代教學論是以美國的杜威(J.Dewey，1859-1952 年)為代表。在 20

世紀初，杜威提出了“兒童中心主義＂的主張，發起了“新教育運動＂，

他提出了“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教育即經驗的不斷改造＂

三大教育哲學命題。其理論特點可概括為“兒童中心、經驗中心、活動中

心＂。 

 

(五)聽說課程教學流程設計範例 

下表所列問(ㄨ)與答(ㄉ)的問題，作為聽說的練習單。 

表十四 南一版三上聽說課程教學流程設計:  

第八課 時間的腳步(聽說學習單) 

1.課前引導:    

 

句式 詞彙 

ㄨ.你家有沒有時鐘?你家的時 

鐘是哪一種? 

ㄉ.我家有----------- 

ㄨ.你家裡的時鐘是怎麼來的? 

ㄉ.我家裡的時鐘是------- 

 

 

ㄨ.為什麼要有時鐘? 

ㄉ.因為有時鐘我們才知道(怎麼)---- 

  

咕咕鐘、單擺鐘、石英鐘(手 

錶)、電子鐘(鬧鐘、掛鐘) 

  

(爸爸、媽媽、姑姑、父母的朋友、

伯父、叔叔)買來的(送的) 

  

時間早晚、計時(計算時間) 

 

 

2.課文內容:  

句式 詞彙 

ㄨ.姑姑為什麼要幫家裡買---? 

ㄉ.因為家裡(時鐘-----------) 

ㄨ.姑姑買了什麼時鐘? 

ㄉ.姑姑買了一個------ 

ㄨ.咕咕鐘的外形是---------?  

ㄉ.咕咕鐘的外形是-------- 

 

時鐘 

壞了、沒有 

 

咕咕鐘 

樣子 

小木屋、綠色鐘面、上方、小門、

門的旁邊有紅色的花朵和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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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是設計者、指導者、領航員、研究者，教師的教學方法綜合以上

的種種因素，必須再將其融入適當的語文教學法中，教師的教學技巧必須

與學習者產生交集共鳴，才能達到課程的教學目標。 

(六)學習歷程模式的教學 

余德成認為語文領域—國語文部分上課節數減半，但學生基本語文能

力的習得，包括語文認知（字、詞、句、段、篇）及語文技能（聽、說、

 

ㄨ.小鳥怎麼從咕咕鐘的小門出 

   來叫? 

ㄉ.小鳥從咕咕鐘的小門-- 

ㄨ.咕咕鐘咕咕叫弟弟想到什麼? 

ㄉ.弟弟想到---- 

ㄨ.古時候的人使用什麼工具來 

計時? 

ㄉ.古時候的人使用-------- 

ㄨ.古代的人以什麼變化來推測 

時間早晚？ 

ㄉ.古代的人以------- 

ㄨ.現代的人是使用什麼工具來 

   計時? 

ㄉ.現代的人是使用-------- 

ㄨ.為什麼會發明計時工具? 

ㄉ.因為時間---------- 

ㄨ.爸爸描寫時間最怎麼樣?你想 

   時間也最怎樣? 

ㄉ.爸爸(你)描寫(覺得)時間-- 

ㄨ.為什麼時間最公平? 

ㄉ.因為時間-------- 

ㄨ.為什麼時間最無情? 

ㄉ.因為時間-------- 

ㄨ.為什麼時間最神秘? 

ㄉ.因為時間-------- 

ㄨ.為什麼時間最寶貴? 

ㄉ.因為時間-------- 

ㄨ.從秒針和分針的移動你會想 

到什麼? 

ㄉ.我會想到------- 

ㄨ.你看見時間的腳步一分一秒 

   的往前走著，你會怎樣? 

ㄉ.我會想要-------- 

子、十分美觀 

 

探出頭來 

 

古代(古時候)有沒有時鐘、肚子裡的

咕咕鐘 

 

竿影、日晷、水鐘 

 

 

觀察、日影、水位、推測、時間的

早晚 

 

 

 

單擺鐘、石英鐘(手錶)、電子鐘(鬧

鐘、掛鐘、手錶) 

 

看不見也摸不著 

 

 

最公平、最無情、(最神秘、最寶貴)

 

不會多給誰一分一秒 

 

永遠不會停下來等人 

 

看不見也摸不著 

 

有錢也買不到 

 

一分一秒的、一點一滴的、消失、

不見了 

捉住、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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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寫、作），卻不能減半。因此，有必要協助學生建構完整的語文學習

的能力。 

研究者以余德成研究指出歷程模式設計的選擇原則，給予學習者以下

的學習機會與學習知能: 

1.學習者選擇及反省其後果的機會，研究者會提醒學習者反省自己，為什

麼寫生字、生詞都寫了那麼多變，為什麼考試還是不對、不會!研究者會

指導學習者寫生字、生詞的時候，要專注，不可以邊看電視邊寫功課。而

且寫完要合起書本書空，寫得出來就是背起來，才是自己的知識，並且意

思一定要懂。 

2.使學習者主動學習的學習情境，研究者每次告訴學習者一定要自己做作

業、複習功課，這樣知識才是你自己的。課堂有學習者都會自動舉手，要

口說造句。在學期剛開始學習者都不敢說，到現在學期要結束了，學習者

都不會害怕說造句了。班上有一位只會說粵語與英語的學習者，剛開學

時，講華語帶有香港口音很重，害怕同學笑他，每次都說他要最後大家離

開了才要說，但經過練習他的口音淡化了，造句也越來越會，現在都自動

舉手練習說造句。 

3.學習者獨立或合作地探討觀念、問題或應用心智的過程，南一版國民小

學三年級上學期的〈第六課黑熊爺爺過生日〉，研究者讓學習者抽籤分組，

給予學習者分組討論，各自分配要表達的句子，並寫在便條上。然後角色

扮演，學習者都能合作一起完成角色扮演的教學活動，但有的學習者表演

時，都不好意思大膽的表達。研究者在一旁錄影，並觀察學習者說與表達

情境的能力，但因為時間不是很充裕，所以扮演得很匆促。 

4.接觸具體事物(實務、材料或物品)的機會，文化課的教學，例如；〈北

埔風情〉這一課必須配合觀光地圖介紹北埔，或者上網搜尋實地觀光介

紹，看一些相關的文化資料配合教學，否則客家文化對第二語言或第一語

言學習者來說他們都不知道。 

5.不同能力的學習者均能成功完成學習工作，做練習單時，多關注協助華

語文程度較不好的學習者，師生互動或者同儕間相互協助。 

6.能在新的情境中探討已學的概念、問題或應用心智的過程，教師教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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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時，同時也要複習舊的課程，讓新舊課程的生字、生詞同時出現不至

於混淆。例如:在...—蝴蝶在水面飛舞。在教室裡讀書。媽媽在家裡，我

在學校上課。 

7.探討社會中未探討或不探討的主題，倫理教學，要孝順父母、尊敬老師、

兄弟要友愛。社區要互相幫助、守望相助。 

8.提供學習者冒險的機會，鼓勵學習者在課堂教學時，有問題盡量問老

師，不要害怕回答錯誤。 

9.重寫、演練和潤飾早期努力的成果，讓華語程度較不好的學習者，利用

他會的句型或語詞做造句練習，使其覺得有成就感。 

10.應用和熟練富有意義的規則、標準和學問，華語文課程的操練基本原

則；分析課文大意、念語詞字卡與分析部首、語音，造句，填寫練習單練

習，考試聽寫語詞、造句。 

11.給予學習者共同設計、實施和分享成果的機會，南一版國民小學三年

級上學期的〈第六課黑熊爺爺過生日〉，學習者在白板上設計祈福板，畫

的很漂亮，而且覺得很有成就感，下課都捨不得擦掉。 

12.適應學習者所顯示的目的，有一位學習者喜歡和教師談她家的小白

兔，每一句造句她都會找機會連結她的兔子，教師也會找機會問她的兔

子，在這種學習溝通下，發現她的造句進步了，不再是只寫注音不寫國字。 

 

總結本章研究者反思華語文課程教學策略是否達到教學目標，參考李

珀〈課程評鑑〉來評鑑，研究者自己在週末中華語文中心(C.L.C.)所從事

華語文教學的課程，因為研究者是以教師本位的立場做華語文教學的課程

評鑑。 

因此綜觀以上的課程教學反思，以泰勒法則，如何決定這些教育目標

是否達成。研究者反思課程評鑑內容、評量的結果與歷程、親師互動-與家

長溝通札記、規劃教學活動、探討教學方法、教案設計-比對教材與課程、

聽說讀寫教學策略；基模理論—聽說讀寫教學、教師研習心得、聽說課程

教學流程設計範例、學習歷程模式的教學等等各變項。再加上教師的專業

知識及素養，組織課程內容，因材施教，付出耐心與愛心來灌溉。掌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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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模式及過程模式之優點，可以利用課程模式進行課程設計,教學目標，教學活

動，評量與回饋等達到有效的教學。 

研究者在所施教的過程中，得到學習者與家長的回饋。所幸學習者的華語文

程度能提昇，以及有繼續學習的意願。無形中也可以看到，教學品質也跟著有所

改善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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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研究者是以泰國中華會館中華語文中心華語文教學為研究場域，採量

化問卷圖表統計以及質性研究方法分析資料。在前五章與小節中，已分別

將所提出的探討問題，依據文獻理論，整理華語文教學課程理論和行動研

究理念等等相關文獻資料做為研究基石，對二、三年級華語文的學習者做

問卷，電話訪談，教學教室觀察、教學錄音，電話訪談、隨機同儕與家長，

確確實實地做行動研究實踐教學反思。更透過與同儕交換教學心得，與家

長溝通，分析學習者學習評量，證實了學習者學習成績進步、學習興趣提

高，學習者會主動與教師(研究者)溝通學習問題，師生互動的情況良好，

因此總結研究者的研究已達到所要研究的目的，提昇學習者的興趣與學習

效果，同時也提昇了教學品質。 

研究者認為做一位負責任的教師，必須身體力行，注重承諾，就好像

研究者對我的指導教授所交待的功課一樣，實際的去做，盡我所該盡的義

務，因為我是學生。如果我對我的作業不負責任，我怎麼去教導我的學生，

甚至自己的孩子，要他們確確實實地去做，他們該做的功課或者應盡的義

務呢! 

研究者覺得身為一位華語文教師，必須有以下三項理論基礎作為基本

配備，(一)華語文教師專業知識與素養，(二)華語文教學基本歷程與問

題，(三)瞭解學習者的學習知能與態度。研究者謹以此三項既是理論也是

實踐工具，與華語文教師以及讀者分享。以作為本論文的結論與建議。分

別闡述說明如下: 

壹、華語文教師專業知識與素養 

在本論文研究時，研究者電話訪談、隨機訪談同儕當中，發現有的同

儕對班級經營方面不注重，「都說我的班學生都很專心學習，都沒問題」，

不然就說「那與華語文教學沒有關係」，研究者就問那班上秩序的維持算

不算，同儕只有笑笑表示。同儕認為只要教華語文，學習者的學習態度與

教課無關。其實華語文教師就好像學習者的褓母，十八般武藝都要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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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會心服口服你的教學，根據柯華葳、Shulman對專業教師的發展，應

具備專業知識的要領，我們可以得知專業的華語文教師，除了要有班級經

營知識之外，也要具有學科教材相關的教學專業知能，才能勝任有效的教

學。 

一、華語文教師的專業知識 

專業華語文教師應該具備下述的專業知識： 

（一）教師要知道如何管理教室。例如當學生在教室中注意力不集中，如 

何重新吸引他們的注意力；當中還包括教室佈置，使環境充分發揮中文教

育的功能。 

（二）教育目標的知識。華語文教師要知道為什麼要教中國語文，其至終

的目的是什麼。當目的澄清時，教師就能掌握學習華語文的本質，而不會

本末倒置。 

（三）瞭解學生身心發展的特質。在華語文非強勢語言的社會中，這是教

師的一個極大的挑戰。如何去暸解學生因年齡、經驗、能力而有不同，學

前評估是教師的責任。 

（四）教育脈絡的知識。教師要知道華語文在泰國社會的地位，有什麼可

以促進華語文的學習？有哪些是障礙？甚而能化阻力為助力。 

（五）學科內容知識。就是教師要暸解所要教的教材。教師並應知道中國 

語文（如形、音、義、語法、文化等）的特色及這些內容在學習時的組織

邏輯。 

（六）教材教法知識。今日各種教材與電子媒體，都是教師可以善加利用， 

以增進學習效果的工具。只有專業教師才知道，如何為其學生選擇最有助

於學習華語文的材料。 

（七）課程知識。專業教師要能配合學習者能力與興趣，設定學習目標，

挑選合適的教材，甚至自己編寫一些教材，然後搭配恰當的教法進行教

學。教學後，檢查學者是否學到，沒學到的，再進行補救教學。例如:聽

說練習單的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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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華語文教師的專業素養 

(一)對自己的教學做有系統的質疑與探究，以作為課程與專業發展的基

礎。對教育有更深入的理解。教育是訓練?是傳授記憶性的知識?是價值規

範的啟發?是引導學習者建立自己的思想體系?等等教學反思。 

(二)有系統的自我研究；教師應具備有研究自己的教學的技能與承諾。透

過教室的研究程序以測試自己的教育觀點與理論，教師應具備且願意應用

研究技巧於教學實務情境，以探究與檢測相關教育理論。發展與精進自己

的判斷準則。在價值啟發與思想引導的過程中，教師應如何看待自己的角

色。 

（三）教學藝術高超的教師；充分了解自己的教學對象，在教學任務，精

通課堂教學的方法和要領，教學目標、教學要求、教學內容要做整體的考

量。 

（四）能勝任各項教學工作，又能從事研究工作的教師。累積豐富的教學

經驗，較為深厚的語言學基礎，較為豐富的心理學和教育學知識，至少掌

握一種所教語言以外的語言，有較強的邏輯思維能力，對自己所研究的領

域的現狀有較為全面的瞭解。 

(五)教學要熱忱，有耐心、有愛心，能做到因材施教，建立學生的信心， 

培養創造力。富有幽默感；營造教室為輕鬆活潑的學習空間，使學生對華

語產生有趣的學習，增強學習效率。 

貳、華語文課程教學的基本歷程 

在第四章行動研究前需求分析-搜索華語文課程教學變項資料，第五

章華語文課程教學實施後的探討，為本論文教師行動研究與教學反思實務

方面的探討，研究者透過訪談同儕教學經驗、瞭解學習者的學習態度、親

師互動、教師的專業知能與素養、華語文課程教材、華語文教學基本歷程、

課程評鑑(課程設計或教學目標模式、過程模式)等等變項所做的行動研

究。在進行研究的階段中，得到的答案是身體力行的實踐原則很重要。理

論再好，學問再淵博，沒有實際的行動，還是等於零。 

在本章研究者還是要再以泰勒法則的課程模式，柯柏勒華語文教學基

本歷程來提醒華語文教師，並配合學習者認知發展程度，來作為華語文課

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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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華語文課程設計 

研究者介紹下列這幾位專家學者的理論，作為華語文教師設計課程的

原則；美國教學評量專家 柯柏勒 R. J. Kibler 提出「教學基本模式」(The 

General Model of Instruction,GMI)，依據美國芝加哥大學教育心理學

教授 B. S. Bloom 布魯姆的教學目標、布魯納(J.S.Bruner) 強調順序性、

繼續性和統整性等課程組織規準之螺旋式課程組織方式 ，「近代課程理

論之父」之稱的泰勒（Tyler），在其名著《課程與教學的基本原理》一書，

所提出課程理論，簡稱「泰勒法則」或「泰勒理論」，提到課程設計的四

個基本問題（Tyler, 1949）： 

1.學校應達到何種教育目的？  

2.為了達到這些教育的目的，應提供何種學習經驗？  

3.這些經驗如何有效的組織起來？  

4.如何知道教育的目的是否達成？  

 泰勒的課程模式如下表：      表十六   泰勒的課程模式 

                       來源         來源         來源 

                      學習者        社會         學科 

                        ↓           ↓           ↓ 

                              暫時性的一般目標 

                            ↓                ↓ 

                           過濾              過濾 

                         教育哲學          教育心理學 

                            ↓                ↓ 

                              暫時性的一般目標 

                                     ↓ 

                                選擇學習經驗 

                                     ↓  

                                指導學習經驗 

                                     ↓ 

                                    評鑑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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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華語文教學原則 

研究者在課堂呈現給學習者的教學方式，包括研究者的教學態度、教

學方法、課程學科內容(華語文教材的內容)的重組。 

（一）分析階段 

1.確定起點狀態 

教學是一個有目的和有計畫的活動過程，所以分析教學對象對於整個

教學過程的順利開展具有重要的意義。華語教師必須瞭解學習者的華語程

度和聽說讀寫各方面的水準，這便是確定教學起點的前提。雖然學習者入

學時，經過簡單測試而分在不同班別，但也只是測出大概的水準。因此，

同一個班級學習者的程度仍然可能非常參差，需要教師去深入瞭解，然後

定出一個較為折衷的起點，可以使程度較好的學習者滿意，程度差的學習

者也能跟得上。這樣進行教學才有共同的基礎。(蔡雅薰2008) 

研究者在第四章行動研究前需求分析-搜索華語文課程教學變項資

料，進入教學課程之前一定要先瞭解，學習者的學習態度、學習背景、華

語文的能力，核對上一期的成績單和觀察第一堂課的溝通情形，再加班級

上課守則，這樣大概瞭解學習者之後，才能計畫教學目標。 

2.分析教學任務 

分析教學任務是確定教學目標的關鍵。教師教授一篇課文或進行一堂

課，要達到什麼樣的要求和目標，中間要突出哪些教學難點，需經過哪些

演練，可能要跨過哪些障礙，華語教師必須心中有數，這就是對教學任務

作出精當分析的意義。 

一般而言，教師既要能夠掌握學習者的原有水準，也能要求學習者需

要達到的學習目標。而這從學習者原有水準到教學目標所規定的新水準之

間究竟有哪些課堂教學內容要呈現與演練的，則必須仔細分析。針對華語

教學的特性，華語教師首先需要針對於生詞、句型(語法)、認知三個面向

進行掌握與診斷，分析清楚: 

(1)有多少生詞量，哪些是學習者熟悉的詞素，哪些是陌生的詞素，以低

年級第二語言學習者來說還是溫故知新。 

(2)新句型的難度如何，學習者能否理解新句型的知識基礎，學習者容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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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哪些病句，如何協助修正偏誤等。研究者以生活化為主題的照樣造

句，舉例做對映練習。 

(3)新內容所含的舊知識和新知識有哪些，理解新內容需要以什麼來協助

記憶。 

(二)實施階段 

1.設計教學技巧 

擬定的教學目標能否順利執行貫徹，必須運用適當有效的教學技巧，

通過良好的教學手段，讓學習者能夠在有限的時間內較快地感知、理解、

強化和運用新的知識技能，因此設計教學技巧是提高教學品質和教學效率

重要的關鍵。設計華語文教學技巧，必先從教學目標、課程類型、課文內

容出發，選擇不同的教學模式、教學方法和教學技術，自覺地、有機地選

擇並融合語言教學法流派中適用的原則和措施。現就方法、教具、活動三

方面的設計說明： 

(1)方法:有談話法、講解和練習法、聽說法、直觀法、視聽法、對比法、

問答法、翻譯法、對話法、討論法等。可從中採用一種，也可幾種方法交

叉進行。 

(2)教具: 閃示卡、電腦(幻燈片)、圖片、表格、實物、影音設備等，既

是教學的輔助手段，又可增加學習者的興趣，加強認知強度，應儘量採用。 

(3)活動:有遊戲、問答、角色扮演、參觀、調查、訪問、類比情景對話等，

可加深理解課文內容和語言知識，同時能增加轉化華語知識為溝通的實際

機會，應精妙設計。 

2.適應個別差異 

個別差異指同一個班級中的學習者在知識、能力和性格方面等的差異;

也可能來自於不同國家和地區，其學習風格和學習習慣也有明顯的不同。

須顧及這些差異，巧妙調整上課節奏，教學才能奏效。教學適性化、重視

個別差異 (視覺型、聽覺型 、動覺型…等) 。 

例如，有的學習者偏重語音或語法，忽視課文內容;有的側重於閱讀

與書寫，不願開口說話;有的善於口語表達卻忽略漢字學習等是。華語教

師對這些因素必須了然於胸，教學中盡可能顧及不同學習者的特點，鼓勵

學習者自信心和積極性，拉近並縮小學習的距離，使每個學習者都能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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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基礎上提高進步。 

三、學習者的知能與學習的態度 

根據文獻探討第二章，提到學習者學習智能，對學習者專業智能的發

展，教師必須要瞭解心理學的認知發展理論(Theories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和認知表徵系統論(Theories of Representation stage)；

動作、符號、影像等表徵。 

因為有些學習者屬於視覺型的，看過的東西會留下深刻的印象，甚至

過目不忘，教師就應多寫板書，注重圖片、字卡或實物的講解；有些學習

者屬於聽覺型的，聽過的事務不易淡忘，教師不妨可以多做口頭的講述；

有些學習者屬於觸覺型的，必須親自動手去做，在實際的操作中去體驗感

受，教師宜於設計安排動態的情境，使學習者從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 

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係指個人對自己的認知歷程能控制、掌

握、支配、監督、評鑑等高一層的認知，亦即從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亦

即「對認知的認知」。是指關於個人的學習知識或關於如何學習的知識。

思考技能和學習技能都是後設認知技能(meta cognitive skills)的範例。 

在班級經營中，可能同時存在各類型的學習者，教師應作教學前評

估，依學習者認知型式(Cognitive style)的知覺類型(Perceptual 

pattern)，設計教學活動，活用教育專業智能，以有教無類，因材施教、

因勢利導，增進學習者的學習效果。 

研究者在課堂教學就利用各種方式給學習者做課堂活動練習，例如:

閃示字卡、寫板書、看圖說一說、提問-聽說、造句等等不同方式，給予

學習者操練複習。 

史汀豪斯釐清教學與知識性質的關係，他認為技能訓練、知識記憶的

學習較適合採用傳統的目標模式。而學習者社會規範、價值觀念以及個人

思想體系的建立，則不是傳統目標模式的課程教學所可以得到的，應利用

過程模式的教學。 

以上所闡述的(一)華語文教師專業知識與素養，(二)華語文教學基本

歷程與問題，(三)瞭解學習者的學習知能與態度。是為本論文的菁華，在

此建議華語文教師多多參考與其相關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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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未來研究建議 

研究者對於未來的研究建議是以教材編寫、教師培訓以及數位華語文

教學三方面來考量，其未來研究建議闡述說明如下； 

一、教材編寫的設計 

1.華語文教材針對初級的學習者，亦即一、二年級的第二語言與外語

的學習者來考慮，其教材內容的生字方面，一年級上學期生字應以每課 9-10

個字，一年級下學期應以 12-14 個字為主，且生字的筆畫以不超過 12 畫為

基準，但如果生字的部件可為個別分析組字的，則不在此 12 筆畫的限制，

如；「樂」，可分為ㄠ、白、木。但最好要考慮幼小初學者運筆的能力，

12 畫以上的字最多給 3 個。二年級則 12-14 個生字為主，太多學習者就放

棄書寫，教師在課堂亦不好分配教授的時間。 

2.教師培訓的主題，研究者個人在教學時所遇到的是，要怎麼讓學習

者專注聽教師上課，教師的指導、指令怎麼讓學習者聽從，整個班級的學

習者可以個做個的，以自己的認知去學習華語文教師所指揮的每一個步

驟。研究者希望教師持了有專業知識之外，還要有控堂的能力。 

二、教師培訓 

1.給予教師教學觀摩的機會，希望是自然的觀摩，以不干擾教師及學

習者上課為原則。能以閉路電視給教師在另一個教室觀摩，但必須先告知

接受觀摩的教師，不過不要讓教師知道哪一天，觀摩結束才告知確實的時

間。其觀摩的主題以語文教學為主。 

2..推廣華語文能力測驗的水平，應針對華語文教師舉辦說明會，對考

試的內容與項目及其認證的信、效度加以闡述說明。 

三、數位華語文教學 

1.華語文數位教學；以臺灣數位科技的進步，應開發解決使用注音符

號鍵盤的困擾，以利打華語文字體。它的好處不但可避免與其它語文的

混淆，更有利於發音的準確性。 

2.設計漫畫卡通教學，不以高價位為主，以平價的語文教材為主，其

內容可以參考芝麻街、史努比的取向，生字筆順可以用漫畫人物，在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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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滑動告知順序，既有趣又可以學習華語文。  

                                                                 

第三節 研究限制 

一、搜集訪談與問卷資料 

在行動研究過程中，教師研究者很自然地搜集到兩種證據，當面對「負 

面證據」時，建議採用自我反省或批判態度有意圖地去看待。也許某種教學改革，

在某種情況下，並不適合所有學習者，此種信號不妨視為行動研究之另一新道

路。因此教師研究者如何審慎地請教旁人，分析證據代表的意義，將使提出之主

張更為堅強，深具可信度及說服力。 

訪談搜集資料時，有些同儕還是會有所顧忌，因此研究者都必須先表

白用意，但是對方還是有所保留。經過這次研究，對問卷、訪談的事件會

比較瞭解，如何整理。 

二、文獻資料蒐集不便 

為了解決文獻資料蒐集的各種困難，知識怎麼從無到有。在泰國華語

文的文獻是那麼的微薄。幸好家裡的電腦是好幫手，不知道就上網查詢。

有問題就上網問教授，終於破除了無知的恐懼，剩下的就是依賴毅力的支持。 

從網路 Google 打關鍵字上網查詢，可以到各個資料機構查詢所需的

資料，如:大學、師院、圖書館，可以在臺灣、泰國、香港、中國大陸查

詢文獻資料。不一定要坐在圖書館裡，查書架上的資料。 

為了爭取時間，均已閱讀熟悉的母語華語文資料為第一手資料，所以

有翻譯的就選擇華語文。閱讀將近百篇，採速讀略過一遍，內容與論文主

題切題的才下載存檔，接著再精讀，經整理後為論文書面文獻。 

上泰國教育部網站，上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書館館藏系統查詢已發表

的論文檔案，後來有臺灣師範大學論文集 CD 發售，才更方便閱讀及查詢

相關資料，以主題和華語文教學比較接近的論文優先閱讀，在泰國家中手

邊的華語文教學相關書籍、講義大約有五十本以上可查詢，例如；與教育

有關的書，第二語言教學法，華語教學講習-呂必松文集，......。網路

資訊、教育學分、專業學分、專門學分所研讀的書籍是主要的閱讀資料。 

經過漫長的一年，一讀再讀，終於完成文獻的搜集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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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 一、問卷 

你怎麼學習中文? 

在曼谷您怎樣學習中文?  How did you learn Chinese in Bangkok? 

問卷內容 questionnaire :  

一. 基本資料 PERSONAL INFORMATION : 

   1. 國籍 Nationl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性別 Sex :     女 Female；    男 Male   

   3. 年齡 Age :     7-12；    13-18；    19-22；   23-30；     

          31-40；    41-50；   50+ 以上 

   4. 教育程度 Education level : 

         小學 Primary school；   中學 middle school； 

         高中 High school；   大學 University；    

         研究所後 Graduate school     

各位敬愛學習者 Dear Learner: 

    為了進一步瞭解中文學習者，學習華語的情形， 

以便作為華語教師在教學上的方針。請您花十分鐘， 

填寫問卷調查表，提供您寶貴的意見。謝謝您。 

          國立師範大學華語文研究所境外在職碩士專班 

            在曼谷您怎樣學中文問卷調查 林瓘閩 敬上 

                                       2007 年 3 月 

     As a Chinese teacher, I would like to understand  

the best ways in teaching Chinese in so to improve the  

better learning styles for future students.   

Please kindly spare sometime to fill in this questionnaire. 

Thank you  

Kuan-Min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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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你的母語是 your mother tongue :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西班牙文 Spanish；   泰文 Thai； 

         法語 French；   其他亞洲語言 Other Asia Language；     

       其他 Other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您的第一語言是 Your First language is :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西班牙文 Spanish；   泰文 Thai ； 

        法語 French；    其他亞洲語言 Other Asia Language； 

        其他 Other ___________________        

   7. 您的第二語言是 Your second language is :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西班牙文 Spanish；   泰文 Thai； 

        法語 French；   其他亞洲語言 Other Asia Language； 

        其他 Other ___________________       

   8. 您為什麼要學中文?(可複選)  

     Why are you studying Chinese?(check as many as apply) 

          我的父母要我學的。Parents decision. 

          我的祖先/家人是華人。My family background is Chinese. 

          我對中華文化有興趣。I am interested in Chinese culture。 

          我的工作需要使用中文。I need to use Chinese for my job. 

          希望在臺灣、香港、中國大陸等地區工作。 

          Wish to work in Taiwan、Hong Kong or Mainland China. 

          我在學校選修中文。Chinese is one of my subjects 

          我要在臺灣、香港、中國大陸等地區上大學(或研究所)。 

          I want to study universities in Taiwan、Hong Kong  

          or Mainl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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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Oth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您學了多久的中文? How long have you been studying Chinese? 

        6 個月以下 less than 6 month；     7-12 個月 7-12 month；       

        1-2 年 1-2 year；     2-3 年 2-3 year；    

        3 年以上 Over 3  years 

10. 您在哪裡學中文? Where do you study Chinese?     

         自修 self study    語言中心 Chinese Language Centre； 

         學校 school；    家教 Tuition；     

         其他 othe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教材 INSTRUCATIONAL MATERIALS : (A.B.C.D.E.F.) 

1. 您所使用的教材名稱是 Which Textbook do/did you use? : 

    A.臺灣國民小學教科書(部編、南一) 

            TAIWAN ELEMENTARY TEXT BOOK；   

          B.(會話課本 Conversation book)遠東生活華語  

            Far East Everyday Chinese     

          C.（泰國版）新編華語課本(THAI Edition)；    

          D. (香港版)Chinese Made Easy；  

          E.五百字說華語 Speak Chinese in 500 words  

           (CHINESE and THAI Edition) 

          F.其他 Other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您對所使用教材的評論 comment on textbook used : 

         可用於日常生活 Can be used in daily life； 

         課文活潑有趣 Text is inter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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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文容易學 The Text is easy to learn； 

        課本很漂亮 The Textbook is beautiful； 

        喜歡所使用的課本 Like The Textbook；    

        其他Other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利用教學媒體學中文 media learning :     

        網路教學 online teaching；   看電影 films； 

        錄音帶、光碟 Listen to tapes、CD；   看電視 Watch TV；     

        唱中文歌 Learning Chinese song；  

        其他Other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是否有機會在課後講中文 do you speak Chinese :    

        是 Yes；   否 No。 

  5. 閱讀課外讀物 leisure reading；   雜誌 Magazine； 

        報紙 Newspaper；    期刊 Periodical；    

        漫畫Comic、Cartoon；    其他Other_____________________ 

  6. 是否按時做家庭作業 do homework :    是 Yes；   否 N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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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一、華語文學習者的作文 2007 年 1-3 月的作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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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華語文學習者的作文 2007 年 1-3 月的作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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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08 年 10-11 月的作文作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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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08 年 10-11 月的作文作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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