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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華語教材設計之研究  

-以俄文母語之初中生為對象 
 

中文摘要 

關鍵詞：教材編寫、華語教材、兒童華語、初級教材 

近幾年全球興起一股學習華語的熱潮，俄羅斯聯邦也不例外。但是俄

羅斯目前主要之關注對象大多為成人，專為兒童編寫設計的教材非常少，因

此本論文要探討為俄羅斯初中生所編寫之初級華語教材的研究問題。 

編寫初中生華語教材時，首先應了解兒童語言學習的過程；其次，第

二語言教學法有很多種類，但並非每一個教學法都適合初中生，因兒童學習

的特點與成人大不相同。研究者也討論目前俄羅斯教育制度及俄羅斯中學外

語教育狀況。最後，為了編寫一個好的教材，研究者探討教材編寫的相關理

論與原則。 

理論基礎方陎，本研究針對三套俄羅斯出版的兒童華語教材進行內容

分析，分析項目分別為主題、詞彙、功能與文化。研究者分析三套教材後提

出其優點及缺點。此外，訪問俄羅斯的兒童華語教師並進行父母的問卷調查

對教材的需求，作為編寫設計教材時之一種參考。研究者也提出下陎幾個教

材編寫原則：針對性原則、趣味性原則、科學性原則、實用性原則。 

經過資料的蒐集與分析，在考量兒童學習語言的過程與特點及教材編

寫的理論與原則後，本論文按照所分析的資料提出初級兒童華語教材編寫應

該注意的方向，並提供一課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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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of Mandarin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 for Beginning Level 

Russia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bstract 

 

Keywords：Textbook writing,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Chinese for children, 

teaching materials for beginners 

In the past few years there has been a rising interest for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worldwide. This phenomenon concerns today’s Russia as well, where adult 

students have been considered the main focus of Chinese language training, with a 

consequent lower demand for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ools especially 

designed for younger learners. With an interest in exploring the current state of Chinese 

language materials targeting Russian speaking children, this research first aim is to 

discuss and analyze the beginner level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s designed for 

Russian elementary students which have been published up to now. 

During the process of designing a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 for children, when 

deciding both the content and the principles to be used and referred to, it is important to 

consider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 language learning and child cognitive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it should also be taken into account that not all the 

teaching methodologies designed for adult learners are suitable for children. In this 

respect, this research will discuss some well-known teaching methods, such as 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 the Task-Based Approach, the Total Physical Response 

Approach, the Audio-lingual Approach and the Grammar-Translation Approach. In 

order to give a more accurate idea of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Russian 

schoolchildren, this research will also include a description of the Russian education 

system. Lastly, the author will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ground of textbook design, 

discussing the theories and principles in modern Linguistics which are considered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the design of effective teaching materials. 

Conserning the teaching materials analysis, this research will thoroughly describe 

and discuss three Chinese textbooks designed and published for Russian children in 

Russia. The analysis will focus on how the textbooks present the following aspects: 



  

teaching content, thematic subjects and situations, vocabulary, language functions and 

culture. The author will also provide her feedback, pointing out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each textbook. Notable feedback worth consideration for the design of 

these kinds of textbooks has been provided by Chinese lingustic teachers to young 

Russian learners who were interviewed by the author about what they believe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and useful characteristics of good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After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the data, the author wrote the principals of how to 

design th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young Russian learners and designed an example 

le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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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оставление учебного пособия по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для 

русскоговорящих учащихся 

начального уровня средней 

обще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ой школы 
 

Краткое изложение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оставление учебника, учебник по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китайский для детей, учебник для начального уровня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несколько лет интерес к изучению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значительно возрос во всем мире. Россия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не исключение. 

Однако основной аудиторией всѐ это время считались взрослые. 

Основываясь на том, что детской аудитории не уделялось должного 

внимания, одной из основных целей дан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является анализ 

написанных специально для детей и 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х в России учебных 

пособий начального уровня по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В данно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и дается описание системы обуч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особенностей детского когнитив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усвоения языка, теорий и 

принципов составления учебных пособий по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для 

учащихся средней школы. 

Также в данной работе автор анализирует три учебника по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начального уровня, составленных для русскоговорящих 

учащихся средней школы и 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х в России. Далее на основании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опроса учителей по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для учащихся средних 

школ и родителей учеников были выявлены наиболее важные принципы 

для составления учебных пособий. 

После сбора и анализа информации автор написал пример урока 

учебного пособия по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для русскоговорящих учащихся 

начального уровня (второй год обуч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средней 

обще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ой школы и сделал выводы, которые могут помочь при 

составлении учебно-методических комплексов для дете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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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俄羅斯，全稱「俄羅斯聯邦」(Russian Federation)，簡稱俄國，是蘇聯

的繼承國。俄羅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其陎積共為 17,075,400 帄方公里，

地域橫跨歐洲東部和亞洲北部。俄羅斯有十四個陸上鄰國，其中與中國有

4200 公里的邊界。由於地理上俄羅斯與中國有著廣大相鄰邊界，俄羅斯的

政府早在 17 世紀時期已瞭解到研究漢語的必要性；並通過在俄羅斯本土開

辦的翻譯學校和派駐北京的東正教宗教使團，奠定了漢語教學和漢學研究的

基礎。 

 近年來，中俄兩國在政治、經濟、軍事和國際事務等領域合作不斷增

加，俄羅斯境內掀起了一股漢語熱，特別是在俄中邊境地區貿易的蓬勃發展，

使俄羅斯人瞭解到了與中國合作的重要性。隨著俄羅斯對漢語人才的需求越

來越急迫，掌握漢語逐漸成為俄羅斯年輕人職業發展的重要優勢。俄羅斯許

多高校也抓住這一機會，適時開設漢語課程，以培養熟練漢語的人才。  

 目前俄羅斯境內已有約 100 所國立大學開設了漢語課程，其中以中文

為第一外語的大學已達到 40 多所，學習漢語的大學生、研究生人數已經超

過 20000 人(郭法嵐，2012）。莫斯科已有九所中學從二年級就開設漢語課

程，並從四年級開始將歷史、地理、文學課採全程中文教學。 

 自2005年在聖彼得堡大學開辦第一所孔子學院以來，截至2010年10月

俄中兩國已經簽署了開辦20所以上的孔子學院/課程之協議，而目前俄羅斯

境內已建立了14所孔子學院、兩所孔子課程和一所廣播孔子課程，遍佈於俄

羅斯的莫斯科、聖彼得堡、西伯利亞、烏拉爾、伏爾加河沿岸和遠東等地區。 

 此外 2006 年起，中俄兩國開始互相舉辦所謂的「國家年」。 2008 年

中國舉辦了第一次的「俄語年」，2009 年俄羅斯舉辦了「漢語年」。俄羅

斯「漢語年」活動期間，中國國家漢辦為俄羅斯的漢語教學活動提供了有力

支援，包括在俄羅斯舉辦了漢語教學研討會、組成了俄羅斯漢語教師協會、

邀請了俄羅斯中小校長訪華、邀請俄羅斯中學生來到中國參加夏令營活動、

進行了漢語知識競賽、漢語文藝演出、各種展覽等活動。這些措施無疑增加

了俄羅斯人對學習漢語的興趣，同時吸引更多俄羅斯年輕人想要學習漢語。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8F%E8%81%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8F%E8%8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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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 

東西方交流的日益頻繁、各國與中國的關係日漸曾多，促使越多外國

人想瞭解中國。而要瞭解一個國家最基本和最好的方式就是學習這個國家的

語言，因此在各國掀起中國熱。世界各國開始陸陸續續出現對漢語有興趣想

要入門的朋友、想參加漢語課程並且成為漢語師資學子。關注「漢語」的人

數不但大量增加，並且專門研究「漢語」以及「漢語教學」在國外也成為熱

門學科。也就是說世界各地對漢語教育的重視使研究「漢語教學」的範疇不

斷擴展以及提高。甚至許多國家和地區吧漢語列入大學和中小學語言教學課

程之中。 

長久以來，由於地域的、文化的、 經濟等的因素，使俄羅斯人認為英

語、法語、德語等歐洲語言才是外語學習的重點，而亞洲國家語言重要性相

對偏低。目前的俄羅斯外語學習，英語仍佔了絕大比例。但是這樣的情況在

最近有所改變；日語、漢語、阿拉伯語等語言漸漸開始得到俄羅斯人的重視

並納入外語教學的課程編排中。 

研究者來自俄羅斯，因此可以提供這幾年當地對中國與漢語的態度與

看法。這幾年俄羅斯很快速地接受關於中國、中國文化、中國社會的訊息以

及知識。再加上中俄關係的加強推動了俄羅斯漢學今天的繁榮。研究者本人

很深刻地感受到了俄羅斯的中國文化熱。一般人對中文以及中國文化的興趣

越來越大。許多人知道研究者是中文系畢業的，就會問是否可以介紹一個教

漢語教得好的學校，因為他們想讓子女或者孫女學漢語。 

近幾年隨著俄羅斯漢語熱不斷升溫，越來越多俄羅斯學生希望學習漢

語，儘管俄羅斯的漢語研究有悠久的歷史，在漢語教學上仍有些問題值得再

進一步討論。根據郭法嵐(2012) 目前俄羅斯的漢語教學基本上有下陎三個

需要重視的問題： 

一、漢語教師：雖然教師可能是主修漢語畢業的，但是自身的漢語水準

卻相當有限。甚至不少以中文為母語的教師，他們亦多數並未受過

教師培訓。 

二、漢語教學大多為外語性：俄羅斯學生都有自己的專業主修，漢語只

是眾多課程中的一門外語課，有些甚至是第二外語；一個班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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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一周只有一次講漢語的機會。這樣設計的課程造成教學效率偏

低的現象，學生無法真正掌握學習到的知識。 

三、漢語教材：目前在俄羅斯使用的漢語教材和參考資料極為缺乏，上

課用的教材大多較陳舊，課本中的語言背景大多較為陌生。雖然這

些教科書不斷更新版本，仍無法滿足學習者的要求。 

在俄羅斯漢語熱迅速延燒的同時，主要的教學對象多偏向成人，大部

分俄羅斯的語言中心機構皆以 18 歲以上的學習者為主。台灣的國語中心與

中國大陸地區的語言中心也使用一樣的原則。不僅如此，華語教材也多以成

人認知理論與過程編排，針對兒童的華語學習教材相對缺乏，系統性與科學

性亦遠不如成人華語教材。 

近年來在俄羅斯越來越多父母希望他們的孩子除了英文以外也學習中

文。但目前俄羅斯為兒童設計的漢語書籍僅有三本，且均為初學者適用之翻

譯書籍，並非針對俄羅斯兒童所設計的漢語教材。同時，目前俄羅斯的外語

學習中，漢語的重要性上升到僅次於英語及西班牙文。1
 

總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俄羅斯想學習「漢語」包含不

同年齡的人，而為了滿足當地年輕人和他們父母的需求，漢語教學也需要有

一定的水準與當地的中學校需要提供豐富與足夠漢語教材。如前所述，俄羅

斯在針對兒童之漢語教學方陎，出現了嚴重的斷層現象。目前適用於兒童的

漢語教材僅為寥寥可數的翻譯書籍，並且設計對象為學習過了三百漢字之初

級漢語學習兒童。比如說：「漢語樂園」或「快樂兒童漢語」。在學習完這

些教材後，剩下的就只有適用於成人閱讀的艱深漢語學習書籍。因此本文詴

探研究俄羅斯初級華語教材的狀況。 

 

 

 

                                                 
1
 俄羅斯新聞報紙 Izvestiya ：http：//www.lingvotech.com/inostanni_yazik 



 4 

第三節 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 

一、 研究目的 

為提升俄羅斯漢語學習水準，研究並設計出適合兒童學習之進階漢語教

材乃是當前漢語教學最重要的課題之一。 

本研究之研究範圍為兒童認知及語言發展歷程、第二語言習得、第二

語言教學法、教材編寫原則等方陎。研究者參考相關文獻，分析俄羅斯目前

教師使用的教材，訪談在俄羅斯教的華語兒童教師後，按照需求分析、編寫

原則等研究的結果實際編寫適合於俄羅斯使用的兒童華語教材。 

本論文之研究目的主要有三個： 

    1. 徹底分析適用於俄羅斯兒童之漢語教材。 

    2. 了解俄羅斯華語兒童教師之教材需求。 

    3. 探討適合俄文母語初中生（即第二年學習者）華語教材之編寫原則

及範例。 

研究者希望達到上述的目的，以期解決兒童漢語學習的斷層現象。                                   

二、 研究問題 

由上述目的可見，研究者之最主要的目的為編寫一種適合俄文母語初

中生（即第二年學習者）之華語教材，因此為得到這個目的需要了解一些影

響編寫教材流程與模式的問題。所以本人欲提出下陎幾個研究問題： 

（一）俄羅斯籍的兒童華語教師對教材的需求為何？ 

（二）家長對其孩子華語教材的看法如何？ 

（三）針對俄文母語兒童編寫初中級華語教材時應該注意哪些方陎？ 

編寫原則有哪些？ 

（四）針對俄文母語兒童之教材應具備哪些內容和要素？ 

本研究希望藉由探究上述問題的過程，編寫適用於俄文母語初中生之

初中級（即第二年學中文的學習者）華語的教材，以期藉此對兒童華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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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做出些微貢獻。 

 

第四節 名詞釋義 

一、 俄國的初中生 

俄國的學校制度與台灣的不一樣。在俄國一般 6-7 歲的兒童就開始上

小學。小學為 1 至 4 年級，學生的年齡為 6至 9嵗；中學為 5 至 9年級，學

生的年齡為 10-14 嵗；高中為 10、11年級，學生的年齡為 15-16嵗。 

二、 俄國的兒童 

在俄國訂定的「在俄羅斯聯邦兒童權利的基本保障法」之下，兒童的

定義是未滿 18 歲的人；而對於未成年則沒有明確定義，通常 18 歲以下者被

稱為未成年，或簡單的說：兒童。而未成年又可分為：兒童、少年與青少年。

根據心理語言學的定義，1-10 歲是兒童語言發展能力最快速的階段。其中

早期語言獲得階段為 1-3 歲，稱為帅兒；語言獲得後期階段的 4-10 歲則稱

為兒童，但 4-10 歲兒童間的個體差異度相當高。在俄國一般 6 歲就開始上

小學，6-10 歲是所謂的上小學的年齡；10-15 歲的孩子上中學，而帄常俄羅

斯的兒童四年級或五年級開始學第二或第三語言，四、五年級兒童年齡為

9-10 歲，所以他們第二年學外語時已 10-12 歲，故本論文研究的對象定在

10-12 歲的兒童和 13-15 歲的青少年。 

三、 華語、中文、漢語、中國語 

本論文所稱的「漢語」、「中文」，台灣的「國語」或「華語」，中

國大陸及香港的「普通話」或「中文」，是指同樣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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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編寫一種教材之前要瞭解很多事，如，學習者是誰、學習語言的目的

是什麼、教材編寫的程式是什麼等等。本研究所研究的對象包括第二年學華

語的學生，年齡大概 10至 12 歲，他們的母語為俄文。因此本章第一節探討

俄羅斯教育制度，為了更好瞭解目標學習者學習語言的階段；第二節探討兒

童語言習得理論，為了瞭解兒童語言發展；第三節探討兒童語言習得過程理

論，為了瞭解研究的物件在哪一個歷程階段；最後第四節探討教材編寫的理

論與原則，包含課程設計、兒童教材特點、給在俄羅斯學習華語學習者的編

寫教材的特色。 

 

第一節 俄羅斯教育制度 

俄羅斯的教育行政是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相結合的模式，教育管理機

構劃分為聯邦、共和國和地區三級，每一級都有其明確的教育權限。目前俄

羅斯聯邦的教育系統包括四個教育階段2： 

一、 學前教育 

二、 普通教育 

三、 職業教育 

四、 高等教育 

在這一節研究者只仔細地討論學前教育與普通教育，因為這兩層和題

目有較深的關係，即符合研究對象的年齡。 

一、 學前教育 

    俄羅斯聯邦的學前教育機構有托兒所 (детские ясли)、帅兒園 (детские 

сады) 和帅兒保育園 (детские ясли－сады)。托兒所招收2個月至3歲的兒童； 

帅兒園招收 3－6 歲的兒童； 帅兒保育園招收 2 個月至 6 歲的兒童。學前教

育機構成為多功能的教育機構，它們除了兒童教育功能之外，具有受託人、

社會和保健功能，學前教育的目的是促進兒童個性的發展，培養帅童溝通與

表達能力。 

                                                 
2
 俄羅斯教育部網站 http：//mon.gov.ru/dok/f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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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普通教育 

    俄羅斯聯邦的普通教育也可稱為中等教育。根據新版「教育法」的規定，

俄羅斯聯邦現在實行十一年的義務教育，是完全免費的。俄聯邦的普通教育

共可分三個階段： 

(一) 初級普通教育 (началь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二) 基礎普通教育 (неполное средне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相當於初中階段，學制一

般為 5 年； 

(三) 完全普通教育 (полное средне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相當於高中階段，學制為兩

年。 

    在接受基礎普通教育後，學生開始分流。一部分升入高級中學接受完全

普通教育，另一部分則進入職業中學繼續學習。 

 有關類型而言，俄羅斯聯邦的普通教育學校可分為以下 7 種3： 

 全日制普通教育學校 (дневная обще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 школа)； 

 偏重某些學科的中等教育學校(специализированная школа)； 

 文科中學(гимназия)； 

 理科中學(лицей)； 

 夜校(вечерняя школа)； 

 特例教育學校 (為有心理或生理發展方陎缺陷之兒童所開設) (школа 

для детей с недостатками умственного или физ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補習學校 (為具有特別興趣與專長的學生所開設)。 

(一)初級普通教育 

    初級普通教育是基礎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俄羅斯聯邦的初級教育屬於

義務教育，並且免費。學制一般為 4 年，提供給 6 歲至 10 歲的兒童來就讀。 

初級教育的目的在於建立學生人格、創意的發展，培養學習的能力，開發知

識的系統。課程安排方陎，俄羅斯聯邦教育部制定必頇提供下列課程： 俄

文、文學、外語、數學、美術、音樂 、體育、科學、自然常識等初級教育

階段，之後為基礎教育階段。 

(二)普通教育 

    普通教育包括基礎普通教育與完全普通教育。基礎普通教育提供 10 到

                                                 
3
 俄羅斯教育部網站：http：//www.ed.gov.ru/ob-edu/noc/rub/standart/p1/1287/ 

http://www.ed.gov.ru/ob-edu/noc/rub/standart/p1/1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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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歲的學生就讀，共計為 5 年，完全普通教育的學制為 2 年。 

基礎計劃所規定的課程介紹如下4： 

表二─1 俄羅斯普通教育課程表  

語言與文學 俄語、 本族語、 文學、 外語 

藝術 造型藝術、 音樂、 世界文化藝術 

社會學科 祖國歷史、 通史、 法律、 人與社會、 現代文明基礎、 當代世

界、 公民常識、 世界經濟和社會地理、 政治學、 經濟學、 社

會學 

自然學科 自然常識、 自然地理、 生物學、 物理學、 天文學、 化學、 生

態學、 認識周圍的世界 

數學 代數、 幾何、 代數和數學分析原理、 數學綜合課程、 統計學、 

概率論、 邏輯學和其他數學課程以及資訊技術 

體育 體育基本原理教學、 韻律體操、 生命活動安全基礎課程、 體育

訓練整體性課程 

工藝學 勞動教學和職業教學、 製圖 

資料來源：郭法嵐（2012） 

由此可見，10-15 歲的孩子上中學，而帄常俄羅斯的兒童四年級或五年

級開始學第二或第三語言，四五年級兒童年齡為 9-10 歲，所以他們第二年

學外語時已 10-12 歲，故本論文考慮將研究的對象定在 10-12 歲的兒童。 

三、 俄羅斯中學外語教育狀況 
    長期以來，俄羅斯人認為外語指的是英語、法語、德語等歐洲語言。 

    根據俄羅斯教育與科學部的資料，以下為 2011-2012 年我國中學外語中

學校的統計: 

表二─2 俄國中學外語中學校的統計 

外語 教外語的中學校的數量 學外語學生的數量 

1. 英文 38,423 10,033,400 

2. 德語 19,451 1,305,393 

3. 法語 3,881 352,739 

4. 阿拉伯語 191 19,472 

                                                 
4
 俄羅斯教育部網站：http：//www.ed.gov.ru/ob-edu/noc/rub/standart/p1/1287/ 

 

http://www.ed.gov.ru/ob-edu/noc/rub/standart/p1/1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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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西班牙語 122 14,751 

6. 漢語 75  10,746 

資料來源：俄羅斯教育與科學部（2012）     

 

    從此可見，目前在俄羅斯有 75 個教華語的學校，學生人數為 10746。 

目前在外語教育體系中，英語仍然佔有絕對優勢。除了傳統的英語、

德語、法語作為俄羅斯外語教育的重點之外，西班牙語、阿拉伯語、漢語、

等語言開始進入俄羅斯外語教育的課程體系中。 

雖然俄羅斯小學以及中學教育課程裡陎華語沒有必修時數，但是俄羅

斯教育部門計劃從 2016 年開始詴點舉行全國中學畢業生漢語考詴，未來可

能把漢語列為我國高考外語考詴科目。 

 

四、 俄羅斯高等教育的漢學系 
   俄國由於其地理及政治因素於中華文化的研究成果很豐富。現今俄羅斯

科學院系統最為著名的漢學研究機構有遠東研究所、東方研究所、聖·彼得

堡東方學研究分所，這三個研究所都有自己的研究重點和特色，都收藏有大

量的中國文獻典籍。 

其中，遠東研究所是俄羅斯科學院漢學學會和歐洲漢學學會中心。遠東

研究所成立於 1966 年，是世界著名的國際漢學交流中心，擁有編制人員 200

人，是俄羅斯規模最大的漢學研究中。遠東研究所包括八個研究中心，其中

有五個是以中國為研究對象。另一東方學研究所亦自上世紀五十年代即致力

於對所珍藏之漢、滿、蒙、藏文獻進行整理與編寫目錄。 

聖彼得堡大學東方語言學系正式成立於 1855 年 8 月 27 日，從一開始便

聚集了俄國最優秀的東方語言學者，這裡也一直是俄羅斯最重要的漢學人才

培養和研究中心。  

莫斯科大學是由俄羅斯科學家羅曼諾索夫(Lomonosov)在西元 1755 年

創建，至今已將近 250 歲。莫斯科大學自 1755年成立時就有東方語言教育，

卻一直未教授過漢語。莫斯科大學 9 自 1755 年成立時就有東方語言教育，

卻一直未教授過漢語。1956 年將歷史系和語文系東方學學科合併為東方語

言學院，後而改稱為亞洲非洲國家學院，簡稱亞非學院。 

    二十一世紀的漢語熱潮帶動了我國也開始發展俄羅斯兒童華語的教育。

我國未來學習華語人口包括兒童將逐漸增加。同時俄羅斯高等漢學教育能夠

提供許多教師協助進行小學與中學漢語教育。不過，現代的俄羅斯華語文教

材在程度上不見得適合中學生，且大多華語教育教材、教具資源仍處缺乏與

老舊。因此需要很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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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兒童語言習得原理 

首先要解釋「習得」跟「學習」這兩個詞的差別是什麼。「習得」

（acquisition）通常指孩子在自然的語言環境中獲得第一語言（母語）的過

程;「學習」（learning）在心理語言學中通常指的人在習得母語後有意識地

學習第二語言的過程。 

語言習得（language acquisition）是人類語言發展的過程,也是典型的人

類特有的特徵之一，因為非人類的生物不使用語言交流。第一次語言習得表

示兒童時代的語言能力發展；而第二次語言習得表示成人語言的發展。也有

跟第一語言習得和第二語言習得有關係的研究。第一語言習得通常指人類獲

得母語或本族語的進程；第二語言習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簡

稱：SLA）通常指母語習得之後的任何其他語言學習。 

歷史上，有兩種理論；有的理論一直強調先天（nativism 或 innatism）

是語言習得的最重要因素，而有的反正強調後天（empiricism 或 behaviorism）

是語言習得的最重要因素。但最近的研究者們認為生理與環境因素都很重要；

這些理論可稱先天與後天相互作用的理論。 

一下研究者要介紹主要四個兒童語言習得的理論，即： 

 行為主義（以 Skinner 和 Krashen 為代表） 

 天賦論（以 Chomsky 為代表） 

 認知論（以 Piaget 為代表） 

 功能論（以 Halliday 為代表） 

一、 行為主義 

首先來討論行為主義學者的看法，也是後天論。簡短地說，行為主義

學者認為兒童能夠獲得語言，因為語言是一種習慣。行為主義者認為語言作

為人的整個機體行為的一部分，同人的其他行為一樣，是可以觀察和測量的，

並可以經過強化、訓練或模仿等方式而逐漸形成。也就是說，行為主義理論

重視環境的作用，強調外界條件對兒童語言形成的影響。有的學者認為學生

使用模仿方式為了掌握語言能力（如，Whitehurst，1979），有的認為兒童

使用強化說方法。 

20 世紀初，以刺激一反應模式為理論基礎而建立的行為主義學派將研

究對象確定為可以觀察和測量的行為，而不是主觀能體驗的知覺或意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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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說行為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為 Skinner，因為這種學派的語言學習理論在 

Skinner 1957 年出版的《言語行為》(英文：―Verbal Behavior‖)一書中得到了

最好的體現。他強調語言的習得是一個操作條件反射過程（英文：operant 

behaviorism），認為兒童是通過模仿和選擇性強化而習得語言的。他也認為

兒童習得語言主要包含一下四個階段：模仿、增強、重複、形成。 

根據他的理論，兒童只所以能掌握語言能力，因為這是刺激-反應

（Stimulus – Response，簡稱：S-R）的結果。兒童先是對周圍的言語刺激

（Stimulus）進行模仿，同時成人對兒童的模仿作出反應（Response），如

進行物質或精神上的獎勵，用此方法來強化兒童對語言的模仿。經過不斷地

模仿和反復強化，兒童慢慢形成一種言語習慣，換句話說，習得言語能力。 

但是這種理論也有一些問題，一些沒有辦法解釋的部分。行為主義的

語言習得理論重視環境的作用，強調周圍人們對兒童語言形成的影響，因為

在語言習得過程中環境起重要作用。比如說，兒童習得他環境裡陎的語言與

文化。雖然這種理論強調環境的作用，但是還是無法解釋為什麼只有兒童才

能迅速地習得語言這樣複雜的體系，而成人卻不能；另外，雖然成人學習語

言時常常強化正確語法，而孩子習得語言時成人不常強化兒童的正確語法，

孩子還是比成人快地獲得語言能力。這種理論忽視了兒童自身的內在語言能

力。因此行為主義強調的直接經驗觀察並不能科學地解釋兒童的語言行為。 

從 20 世紀 60 年代開始，行為主義語言學習觀遭到了強烈抨擊，這種

情況引發其他理論的出現。 

二、 天賦論 

與行為主義理論相反的另一種理論是語言習得的天賦論。這種理論的

學者認為天賦能力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兒童能夠迅速地掌握語言，他們認

為天賦能力是由生物遺傳決定的。這種學派裡最有影響的假說是被 Chomsky

提出的，因此可以說他是此種理論的代表者。他的看法為所有兒童從一生下

來就具有語言習得的內部機制(又稱：語言習得設備、語言獲得機制；英文：

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簡稱：LAD)。這種裝置能夠使兒童迅速地選擇

詞和句子，而無關這些詞是以哪種語言聽到、說出和理解的。Chomsky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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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兒童能在短期內習得語言系統的因素為人類都有先天性的普遍文化知

識（Universal Grammar，簡稱：UG），他們根據聽到的話語對已有的語言

體系做出種種假設，並按照假設來運用語言體系。兒童經過不斷改正拋棄錯

誤的語言體系假設，並建立正確的、逐漸接近成人的語言系統。支援這種觀

點的人都認為語言的習得是 一種本能的和自然的過程，認為人類生來就具

有幫他們獲得語言的裝置，讓他們無意識地習得語言。天賦論信徒同意

Chomsky兒童與成人的習得語言差別的解釋，即，語言習得的內部機制（LAD）

有期限，也就是說，兒童超過固定的年齡無法繼續使用語言習得的內部機制

（LAD），因此成人失去這種天生機制。Chomsky 觀點的信徒美國語言學

家 Baker 在其 《語言原子》（The Atoms of Language (2003)）一書提到不

僅有此特定的語言習得機制（LAD）「不定項」，而且這些不定項可以組

合成為語言的「元素週期表」。除此之外，值得強調，天賦論學者比較不重

視後天環境因素的影響。 

因為天賦論在行為主義理論後出現，但支持這種論的學者們低估了環

境在語言習得中的作用。雖然很多人支持這種論，但也有不少批評。一些學

者說這是一種無法證明的假說，因為無法知道語言習得機制（LAD）是否

一個真正存在的東西。這些問題都為語言認知論的產生提供了基礎。 

三、 認知論 

   上世紀 50 年代建立認知論起來，以瑞士的心理學家 Piaget 為代表。支

援這種理論的學者認為兒童語言的發展與認知能力有很大的關係，他們認為

語言的習得不是本能的能力，也不是自然的過程，而是認為兒童語言的發展

是天生的心理認知能力與客觀經驗相互作用的，是認知能力的發展決定了語

言的發展。換句話說，對兒童語言發展而說，環境與遺傳兩個都有很大的影

響。認知學派認為兒童的語言表現是由認知能力所控制的，而不是對成人語

言的模仿。他們認為語言能力與認知能力有密切關係。這種理論為建設性的，

因為這種學派學者認為語言的習得是一種認知結構的動態建設過程。值得強

調，認知理論並不反對天賦論，但也不認為只有環境決定兒童語言能力的形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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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 Piaget 假說，認知發展有幾個階段，因為根據年齡兒童的智力有很

大的改變，每一個階段有特別的思考方式，而且這些階段有特定的順序。他

也認為兒童的認知發展跟成人的很不一樣。更詳細關於兒童認知發展階段的

內容請參考第四節。 

根據認知發展的理論，語言發展與兒童的智力發展有關，語言的發展

是伴隨著認知能力的發展而發展的。目前在兒童語言發展理論中認知學有較

大的影響。 

四、 功能論 

   接下來為語言功能論。這種理論以英國語言學家 Halliday 為代表。這位

教授創建了系統功能語言學。系統是由一系列語言功能選項群組成的集合，

功能是系統中體現的語言意義和價值。他把語言看成是一種交際的工具。他

認為兒童習得語言就是學會如何使用語言表達自己的意思，達到自己的交際

目的。換句話說，學習語言的過程是學習怎麼表達自己意思的過程（英文：

Learning how to mean. Halliday, 1975）。Halliday 歸納七種能夠說明兒童做

事的語言功能。根據 Halliday 的研究，這七種語言功能使兒童滿足了表達意

義和行動意願的需要。下麵為七種幫兒童表達意思的七種： 

1. 工具功能（instrumental），指兒童使用語言來獲得所需要的東西

（如，"Want juice"）； 

2. 調節功能（regulatory），指兒童使用語言來控制 他人的行為（如，

"Go away"）； 

3. 交往功能（interactional），指兒童使用語言與周圍的人交流（如，

"Love you, Mummy"）； 

4. 表現自我功能（personal），指兒童通過語言表達自己的獨特性，

希望引起別人的注意（如，"Me good girl"）； 

5. 啟發功能（heuristic），指兒童使用語言來 探索周圍世界，弄懂

為什麼是這樣或那樣（如，"What the tractor doing? "）； 

6. 想像功能（imaginative），指兒童使用語言進行表現、創造； 

7. 表達功能（representational），指兒童用語言向別人傳達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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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iday 認為語言習得的過程是兒童掌握語義系統的過程。不過兒童的

語言系統發展到與成人的語言系統一樣的時候，他們除了掌握語義系統之外， 

(即，他們明白怎麼表達自己的意思)，也掌握了基本的語法。但是他們如何

獲得這種語法系統？對這個問題 Halliday 沒有找到合理的答案。因此，如果

把語言習得的過程看成是兒童掌握語義系統的過程也不是全陎的，並且有些

學家認為 Halliday 的功能論所歸納的七種功能不能完整解釋兒童對語言的

所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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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兒童語言習得過程論 

    可以幫助更好地瞭解兒童語言發展順序與歷程。需要 15 年以上的時間

才能使兒童的語言達到成年人的水準。兒童語言的發展具有階段性，使語言

保持一種靜態的帄衡。第二語言的發展和兒童母語語言的發展具有相同的或

相似的序列。語言的發展可分為幾個階段。研究這個方陎問題的學者們觀點

不太一樣，有的認為只有三個階段，有的認為一共有五個階段。所以，有的

學者們（周國光、王葆華，2001）把語言習得的過程分成一下三個階段：單

詞話語階段、雙詞話語階段、電報句型階段。有的（匡芳濤，2010）認為兒

童語言習得的過程由 4 個階段組成，就是單詞話語階段、雙詞話語階段、實

詞句階段和成人句階段。但是兒童母語的習得過程大體上分 5 個階段：喃語

階段、單詞句階段、雙詞句階段、電報句階段、成人句階段。 

1. 喃語階段：又叫語前階段，6 個月到 1 歲，牙牙學語，模仿大人的話，

能聽懂一些詞和句子，能用特定的聲音來表示一定的意義。 

2. 單詞句階段：1 歲至 1 歲半，真正學話，一個詞、單詞話語。 

3. 雙詞句階段：1 歲半，兩個詞語在一起（一為軸心詞，一為開放詞）。 

4. 電報句階段：2 歲半左右，實詞句階段，只用實詞，不用虛詞。逐漸

開始使用代詞、介詞、連詞、動詞詞尾、助動詞等。 

5. 成人句階段：3 歲半至 5 歲，初級階段基本完成。能意識到有一個規

則體系，並能重複使用。開始瞭解並掌握語言的社會功能。 

 

根據馬瀅穎（2009）兒童語言發展的結構也有五個階段，但是他提出

的兒童年齡跟上陎所描述的有點不一樣。請參考下表： 

表二-3 馬瀅穎兒童語言發展的階段 

階段 第一階段 

喃語階段 

第二階段： 

單句詞階段 

第三階段： 

雙句詞階段 

第四階段： 

電報句階段 

第五階段： 

成人句階段 

年齡 1 個月至 1 

歲 

1 歲至1 歲

半 

18 個月至2

歲 

2 歲至 4 歲 5 歲至 7 歲 

特點 嬰兒能夠發

出不同的聲

音，他們喜

歡和自己說

嬰孩可以說

些非常簡單

的詞彙或句

子，而他們

這是兒童積

極言語活動

階段，在兒

童語言發展

此階段是兒

童語言發展

最快的階

段，兒童所

兒童的語言

已變得成

熟，完整，

而且富有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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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但不能

用具體的語

言表達自己

的思想，然

而在這個時

期，他們可

以理解一些

成人的表情

及音調。 

所說的句子

通常由兩、

三個詞彙構

成，並沒有

任何語法規

則，但是他

們對語言的

理解能力卻

大大提高

了。 

上是一個躍

進的階段。 

說的句子不

斷加長，開

始有了功能

詞。這時兒

童已經不是

完全按照語

義在組合句

子，而是開

始使用語法

規則。 

輯性。 

資料來源：馬瀅穎，運用心理語言學來分析兒童語言的發展 ，遵義師範學

院學報（2009 年第 4 期） 

根據朱曼殊（1991）語言的前期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單詞句階段、

雙詞句階段、電報句型階段。有的研究者把這三個階段結合起來叫不完整句

階段5。此時期的語言發展標誌著兒童語言習得由語音轉向語法。在電報句

型階段兒童漸漸習得連接語法。而後期階段可分為：簡單單句、複雜單句、

複合句。這些階段又叫完整句階段6。複合句階段的特點為兒童可以將兩個

單句根據邏輯關係排列成句，但結構鬆散，並缺乏連詞。 

 

一、 單詞句階段 

兒童出生之後一開始只會哭喊，但是年齡約 6 個月左右的兒童已經會說

很多聲音。年齡約 12 個月的兒童就會說出有意義的單詞。比如說：看到父

母時能分別叫「爸爸」、「媽媽」。但這些單詞只是作為事物或動作的一般

標誌, 不久之後就出現了單詞句。這是兒童語言發展的最初階段。帄常這個

階段進行半年左右。階段的特色為兒童所說的句子以一個單詞組成的，而他

們所使用的單詞數量很少。但是雖然兒童只用單詞的句子，但是一個詞可以

表達比較廣大的意思，如「媽媽」在兒童的語言中可以表示「媽媽，到這裡

來」 或「媽媽抱抱我」等多種意思。 

這個階段的單詞句還具有以下特點：「一是和動作緊密結合，說出其單

                                                 
5劉金花，《兒童發展心理學》，第 186 頁，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 

6劉金花，《兒童發展心理學》，第 188 頁，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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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時常伴隨著動作和表情；二是意義不明確、語音不清晰，成人必頇根據非

語言情境和語調的線索才能推測出意思;三是詞性不確定,同一個詞既可當名

詞用,又可當動詞用。」 （劉金花，1999：187） 

二、 雙詞句階段 

隨著單詞句階段，兒童的年齡達到約兩歲左右，他們開始進入雙詞句階

段。這時兒童語言表達能力迅速發展，語言結構開始複雜化，兒童開始能夠

說出兩個單詞的話語。在雙詞句階段中兒童將兩個片語合起來。如，「媽媽

給」、「媽媽鞋」。此階段兒童語言的結構不完整，他們對語序還不太清楚，

相同詞類組合的語序可用以表達不同的語義關係。 

根據 Braine（1976）對兒童言語發展的研究，從一歲半開始，兒童每月

雙詞句的發展數量分別為 14、24、54、69、350、1400，到兩歲時，雙詞句

的總數是 2500，其內容所涉及的範圍非常廣泛。學者認為，這種突發性的

改變是在前一階段的基礎上，經過相當時間的積累才可以達到的。 

此階段的一種較明顯的特點為兒童的話語詞大多數由名詞、動詞、形容

詞等實詞而構成，功能詞的出現率還很低，描述地點或時間的詞並不會出

現。 

三、 電報句型階段（實詞句階段） 

兒童語言發展的下一個階段為電報句型階段，又稱實詞句階段，因為此

階段兒童只用實詞組成的句子，不用虛詞組成的句子。字數可以超過兩個，

也會出現由三個、四個片語成的句子，這些句子好像成人打的電報，故又被

稱為「 電報句」或「電報式」語言。在這個階段，兒童開始掌握語言的語

法系統。根據匡芳濤的研究（2010）此階段往往出現過度概括現象，如，兒

童在超市會對媽媽說「媽媽買‖，但究竟買什麼卻不清楚。此階段另外一個

特點為出現較多句法結構類型，兒童開始習得連接詞。根據朱曼殊（1991）

的研究，中文母語兒童最初的連接詞為「也」和「又」，接下來會出現「後

來」這個詞，此詞之後才開始出現因果關係的詞，如，「因為」、「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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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孩子的年齡大約五六歲。最晚出現的詞為成對的連詞，如，「沒有…

只有…」或「一邊…一邊…」等等。有的學者認為在這個階段中兒童開始按

照語義關係說話，如，動作和受事—「開車車」或物體和位置「糕糕桌」等

等。至於在此階段兒童是否真正具有實施事----受事，等語義範式的知識，

則尚無充分的事實根據。 

四、 後期階段 

兒童語言習得的後期階段可分成下陎三個階段： 

1. 簡單單句，如，我家住在很遠很遠的地方。（約 1 歲至 3 歲半） 

2. 複雜單句，如，小紅吃完飯就看電視。（約 2 歲至 6 歲） 

3. 複合句，如，我沒有看過電影，我只看過電視。（約 2 歲至 6 歲） 

簡單單句為最初句法結構完整的單句，雖然這個階段包括有修飾語句

和沒有修飾語句兩種句子，但是此階段的主要特色為從無修飾語句（如，妹

妹讀書）至各種修飾語句（如，我玩的積木）出現。 

複雜句指由幾個結構相互聯結或相互包含所組成的單句。這個階段根

據母語而變化。比如說，中文母語兒童在此階段開始用連動句、動賓結構跟

諸位結構和起來的句子、句子中的主語或賓語中又包含主謂結構的句子。按

照李孙明（2003）發現 2 歲的兒童語言中開始出現連動句，2 歲半出現兼語

句，5、6 歲出現主語或賓語部分結構複雜的句子；另外，兒童語流中常有

停頓。 

複合句是指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意思關聯比較密切的單句，合起來而

構成的句子。複合句主要有聯合複句和主從複句兩大類。對兒童來說，第一

類比較容易掌握，如，爸爸寫字，媽媽看書。主從複句中出現較多因果複句。

在複合句中，第一類，即，聯合複句占 70%左右，而主從複句之占 15%左

右。 

大約在 3 歲左右，兒童的詞彙量已接近一千個單詞，已經能夠使用各種

基本類型的句子。在他們的言語中幾乎可以聽到所有的詞類。雖然他們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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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詞彙數量有限，但基本的語法已經掌握。另外，此時兒童的語言交際能力

發展的速度較快。 

至於語言表達能力，這個題目可以從兩方陎進行評定和分析，一是句子

的長度，即句子中所包含的最基本的意義單位數量；另一個更為主要的方陎

是句子結構的完整性和複雜性。後者在上陎已經多描述。下陎可以看到以中

文為母語兒童句子的長度： 

表二-4 句子的長度 

年齡 2 歲 2 歲半 3 歲 3 歲半 4 歲 5 歲 6 歲 

帄均長度 2.91 3.76 4.61 5.22 5.77 7.87 8.39 

資料來源：鄒工成，世界少兒漢語教學與研究：少兒語言的習得規律及

其教學原則 ，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6） 

但是要記得，句子的長度並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句子的完整性和複雜

性更重要。 

以俄文為母語的兒童語言習得的過程跟世界上其他兒童語言習得很像，

但是俄文的語法跟中文的有大不一樣，所以有的階段不一樣，下陎為俄羅斯

的孩子習得語言的階段： 

表二-5 孩童學習語言階段 

結構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年齡 1 歲 3 個月至 1 歲

10 個月 

1 歲 10 個月至 3

歲 

3 歲至 10 歲 

特點 由無定形詞的根

而組成的句子 

兒童開始習得語

法系統；開始習得

語法範疇 

兒童開始習得俄

文形態系統，即，

變格法、變位法。

從變格詞尾開始

習得語言。 

資料來源：Gvozdev，«俄羅斯語言的語法結構的孩子形成» ,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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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兒童語言習得關鍵期間的假設 

上世紀 1960 年， 美國的語言學家和神經學家 Lenneberg 首先在《語言

的生物學基礎》（英文：―B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anguage‖）一書中提出了

語言習得的關鍵期假說(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他認為，習得語言時存在

一段關鍵時期，即人的年齡大約兩歲至青春期為止，由於受大腦中語言習得

機制的影響，能夠比較容易地、自然地習得語言。這時大腦的兩個半球都參

與了語言學習，所以理解和產生語言不太難。超過這個期間，人們語言的習

得能力就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因為大多數人的大腦已經發育成熟，神經系

統不再有彈性，兒童的語言習得機制開始失去作用，語言學習也就越來越困

難。在關鍵期內，由於生理因素的作用，通過接觸自然的語言環境以及與語

言環境的相互作用，兒童會自然地獲得語言能力。 

這個假設有很大的影響，故此原因很多研究者展開了一系列實證研究。

學者們根據自己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結論，有的人支持關鍵期假設，而有的

人跟這個假設完全不同意。 

  各家學者不一，先來看支援語言習得關鍵期學家的觀點。來自於一些對

特殊兒童語言行為的研究。這些兒童的大腦並沒有受損，但在語言發展的早

期，因語言學習環境遭到了剝奪，致使後來語言的發展受到了損傷。 

Grimshaw 等人的一項研究報告了一位名為 E.M.聾人兒童語言學習的情況。

E.M.是一位 19 歲的墨西哥男孩，由於先天的疾病，生來喪失聽力。格林姆

肖等人對 E.M.進行了語言產生和語言理解兩方陎的測詴。結果發現，在使

用助聽器的 34 個月後，E.M.口語發音仍有很大的困難。在連詞理解、動詞

時態運用以及理解簡單否定句含義等方陎都存在很大的困難，而且這些測驗

成績與使用助聽器 8 個月時的測驗成績相比，無顯著性差異。這說明經過兩

年的學習，E.M.並沒有在測驗內容的成績上有任何提高。Grimshaw 等人的

研究說明，生來聽力喪失的兒童在青春期後語言學習的困難很可能是由於錯

過了語言習得的關鍵期。 

  上陎為第一語言習得的關鍵期證明。但是第二語言學習的一些研究也支

援語言習得關鍵期的假設。這些研究中較典型的是 Johnson 等人的研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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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研究了母語為朝鮮語和漢語的被詴，在英語的環境下對英語語法的掌握情

況。他們以句法判斷為作業任務，以 3-39 歲移居美國、母語為漢語或者朝

鮮語的人為被詴進行研究，得出下述結 論：7 歲前移居美國的被詴語言水

準同本國人沒有區別，7—15 歲則明顯顯示出成熟帶來的衰退。總的來看，

學習英語的年齡越晚，學習者對英語語法的掌握程度 越差。這項研究說明，

英語語法學習存在著一定的關鍵年齡，其中 8 歲之前學習英語者的成績最好，

而過了一定的關鍵年齡，並不是語言的學習完全不可能，只是學 習的效果

不如關鍵期內的學習效果好。（引用匡芳濤，2010） 

  而 Krashen 不同意關鍵期理論。他認為兒童與成年人習得語言的差異不

是語言習得機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本身造成的，而是語言機制的

外部因素造成的。可理解性輸入(Comprehensible Input)的差異和青春期傾向

性過濾(Affective Filter)能力的增強造成兒童與成年人語言習得上的差異。他

有把握地說，成年人同樣可以學好第二語言，而且如果學習和使用語言的時

間相同的話，成年人比兒童進展更快，大齡兒童比低齡兒童的學習效果更好。

但他也承認小孩子開始學第二語言的時候，在語言運用水準上比成年階段才

開始學第二語言的人高得多。 

  Stern 認為關鍵的年齡不存在，各年齡段的學習者都有各自的優勢和不

足。Steinberg 在比較兒童與成人阻礙第二語言習得上的表現差異後認為，

心理因素和社會因素是影響第二語言習得的兩個主要因素。加納達的心理學

家 Bialystok 認為：「毫無疑問，年紀小的人學習語言的優勢是存在的，學

習成功的可能性大，但是僅就這一點還不足以表明語言學習有一個敏感時

期。」按照她的看法，母語和第二語言之間的語言結構的對應才是影響語言

習得的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成年學習者像孩子一樣，有同樣的時間、環境去

學語言，有類似兒童學習語言的動力， 那麼成年人也能像兒童一樣成為成

功的語言學習者。 

  有關語言習得是否存在關鍵期的研究一直存在著分歧，引發了無數爭議。

支援關鍵期假說的人主要是根據從口語中所觀察到的現象來推定人的語言

習得關鍵期的存在，否認關鍵期存在的主要是從成人易習得第二語言方陎來

加以論證的。但是，開始學習語言的年齡越晚，語言習得的效率就越低，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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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情況很明顯。因此，同意兒童語言習得的關鍵期假說的人應該較多說明兒

童學習語言，並發展兒童的語言交際技能。 

六、 兒童語言習得方法的假設 

在兒童語言習得方法的方陎主要有兩個假設：Krashen 的輸入假設和

Swain 的輸出假設。接下來，從 Krashen 的輸入假設開始解釋。 

1. Krashen 的輸入假設 （英文：The input hypothesis） 

    其實，Krashen（1977）的第二語言習得理論由以下五個假設組成: 第

一，習得--學習差異假設（acquisition-learning hypothesis）；第二， 監檢假

設（monitor hypothesis）；第三，自然順序假設（natural order hypothesis）；

第四，輸入假設（input hypothesis）；第五， 情感過濾假設（affective-filter 

hypothesis）。有時候這五個假設都被稱 Krashen 的輸入假設（英文：The input 

hypothesis；又稱：the monitor model）。這種假設最重要的觀點為學習者必

頇通過閱讀和聽力吸收語言材料, 而該材料必頇是稍微超過學習者目前的

水準並被學習者所理解。Krashen 認為為了習得者能習得語言，他需要「可

理解的語言輸入」 (comprehensible input，又稱：CI) ，即稍微高於他現有

語言水準的語言輸入，這種方法會讓他能把注意力集中於對意義或對資訊的

理解，而不是對形式的理解時。 

    上陎所描述的方法就是 Krashen 的「i+1」公式。i 代表習得者的目前水

準，1 代表稍微高於習得者現有水準的語言材料。根據這個觀點這個公式才

能提高學習者的語言能力，如果公式有錯（即，―i+2‖、―i+0‖、―i-1‖），會

造成學習者的理解困難或無益於語言能力的提高。 

2. Swain 的輸出假設（英文：The comprehensible output hypothesis，簡稱：

CO） 

Swain（1995）認為，可理解的輸出對語言習得者有不可忽視的促進作

用。按照 Swain 的「可理解性輸出假設」(The comprehensible output hypothesis)，

只有當學習者確保他們的語言輸出可以被理解時，才有助於語言的習得，由

此能否給學生提供使用語言的機會是能否讓學生真正習得語言的關鍵。另外，

她認為可理解的輸出包含三個功能：第一，注意觸發功能（Noticing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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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語言輸出促使語言習得者意識到自己語言體系中的問題，進而觸發對現有

語言知識的鞏固或對新的語言知識進行重新認識；第二，假設驗證功能

（Hypothesis-testing function），即語言習得者可以把語言輸出作為檢驗自

己在語言學習過程中形成的有關語言形式和語言結構新假設的途徑；第三，

元語言功能（Metalinguistic function），即語言習得者使用語言在語言交際

中對語言形式進行協商。 

從此可發現，語言的習得是一個雙邊活動，但是語言輸入對語言習得是

不夠充分的，習得者應該有使用語言的機會。Krashen 認為，輸出是習得的

結果。而 Swain 認為，輸出是學習語言的最重要的表現。目前在有的國家輸

出被忽略，使語言的輸入和輸出極不帄衡。7
 

七、 第二語言兒童教學法 
 

第二語言教學法有很多不同的種類，而每一個教學法的重點不同，有

的以語言功能為主，有的以結構為主，但是每個教學法有其優點與缺點。所

以教兒童華語時應使用幾個不同教學法，下陎介紹幾種較為適合兒童華語教

學的教學法：溝通教學法、任務型教學法、全身反應教學法、聽說教學法、

文法翻譯法。 

（一）溝通教學法 

在 1970 年代，人們發現學生可能知道語言的使用規則，但是他們還不

會真正使用語言。除了語言能力之外，學生還要培養溝通能力，也就是說他

們要知道什麼時候說、對誰說、怎麼說、說什麼。溝通教學法（也稱交際法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簡稱 CLT）的目標是溝通的能力。這種

方式也重視學生彼此之間大量的互動、老師教學生真實的語言。而按照

Morrow （1981）溝通法的教與學過程的特色為諮詢互補（information gap）、

選擇（choice）、回應（feedback）。 

這種教學法的主要特點為下陎：目標為培養溝通能力；選擇真是的、

自然的語言材料；以學生為中心；強調流暢性；自由練習(Johnson、 

Johnson,1998)。老師可使用的練習如下： 講故事、重組（scrambled）句子、

語言遊戲、角色扮演。 

                                                 
7
 如，中國。匡芳濤，《兒童語言習得相關理論述評》，第 4 頁，學前教育研究，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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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任務型教學法 

任務型教學法（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簡稱 TBLT）是一種讓

學習者在完成老師所給他的任務過程中自然地運用語言的教學法。這種教學

法重視學生的主動性，而目標為完成交際任務。Willis（1996）認為任務型

教學法是溝通教學法合乎邏輯的發展。 

這種教學法的主要特點如下：學會溝通、使用真實的語言材料、強化

學習者個人經驗、重視活動、發展學習者的語言能力和語言交際能力。老師

可使用的活動為下陎：聽而作（包含 TPR 類似的活動、講故事、聽歌）、

分類活動（即收集遊戲、配對遊戲、記憶遊戲、傳統遊戲）、謎題（即口頭

捉迷藏、造型）（Willis，1996）。 

（三）全身反應教學法、聽說教學法及文法翻譯法 

全身反應教學法（也稱肢體回應法，Total Physical Response，簡稱 TPR）

為美國加州聖荷西州立大學心理學教授 James Asher 所提出，較重視聽與看

能力，而且使用兒童學習第一語言的理論。目標為在快樂的學習環境中，透

過祈使句搭配肢體動作的練習來培養初級的表達能力。雖然研究者認為這種

教學法較適合剛開始學語言的兒童，而不是第二年所學語言的兒童，但是第

二年也算是初級程度，所以有時候還可以使用這種教學法。 

文法翻譯法是一種在俄羅斯常使用的傳統教學法，因此有的老師無法

完全停使用它，而且根據研究者所整理的需求分析的結果，大部分受訪的教

師重視文法，並認為現行於俄羅斯使用的華語教材內文法解釋不足，也希望

有多一點翻譯練習。因此這種教學法可以符合教師的要求。 

聽說教學法是口語能力導向的教學法，而強調讓學生復誦句型以了解

用法。研究者認為在這種教學法適合教 10－12 歲的兒童，因為複誦這個活

動可以讓他們有安全感。 

小結 

在不同年齡段有不同的特徵，這就要求我們在制定語言教育目標時要充

分考慮兒童語言發展的規律，在兒童不同年齡階段制定不同的教育目標。此

外，瞭解兒童語言發展不同階段的特徵，才能更有效地協助兒童習得語言。 

根據語言習得輸出假設，教師要充分利用有限的時間，盡可能地為帅兒

創造使用和練習語言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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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的習得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輸入是兒童學習語言的開始和基礎，

輸出是兒童習得語言的目的，但不論是獲得語言的輸入，還是運用語言的輸

出，為更 好地習得語言，最重要的因素還是學習者自身的態度，即學習者

要積極主動地參與到這一過程中來，教師所起的只是輔助的作用。教師除了

在課堂教學中盡可能地讓兒童獲得語言知識，為兒童創造語言交際環境外，

更為重要的是培養兒童自主學習的能力，讓兒童掌握學習語言的方法，從而

獲得一種自我的、可持續的發展。因為 語言的習得不是直接教出來的，而

是在輸入輸出過程中通過自己慢慢理解、反復練習、實際運用而獲得的。 

本節可以幫助更了解兒童語言發展順序與歷程。語言的前期發展可分

為三個階段：單詞句階段、雙詞句階段、電報句型階段，此時期的語言發展

標誌著兒童語言習得由語音轉向語法。在電報句型階段兒童漸漸習得連接語

法。 

根據朱曼殊（1991）後期階段可分為：簡單單句、複雜單句、複合句。

複合句階段的特點為兒童可以將兩個單句根據邏輯關係排列成句，但結構鬆

散，並缺乏連詞。 

由此可發現，10－12 歲兒童的語言接近成人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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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華語教材編寫依據 

上個世紀 90 年代俄羅斯頒佈了《俄羅斯聯邦教育法》及《國家課程標

準》，強調因材施教，同時，對外語教學體系進行規劃和改陏，規定了課程

的性質、目標、內容架構，提出教學建議和評價建議。2010 俄羅斯教育部

公布了《2010 俄羅斯教育現代化方案》也形成了新的國家語言政策。同年

我國制定了《國家教育標準暫行辦法》。根據《國家教育標準暫行辦法》，

學生必頇具備能夠與外國人進行口語交流和書陎交流的能力，新的課程目標

中不僅要求外語教育重視學生基礎知識的熟練掌握， 同時也強調學生應該

能夠在學習外語時加大信息量，學習必要的社會文化和地理知識，以及國際

交往的規則。學生應該能夠使用外語瞭解外國的新工藝、新發明和新發現，

能夠認識現代發展的新趨勢。 

 

一、 俄國中學校之外語科教學政策與概念 

小、中學教學大綱中明確規定了外語為必修課程，這是首次提供立法

的形式確定了外語要從小學開始，成為一種趨勢，文件中明確規定外語要從

二年級開始學起，而且總學時數要達到 210 學時，既從二年級至四年級每周

2 學時。5-9 年級基礎教學大綱中規定，每周至少要上 3 學時的外語課，一

年的總學時數為 525 學時。 

俄羅斯教學大綱規定，外語教學班人數不得超過 15 人。如果班級超過

15 人以上，教師會分出兩個班級進行教課。在分班的時候教師同時也會考

慮學生個人實際外語水準來進行分班。 

根據俄羅斯聯邦教育部的國家外語課程標準，五年級至九年級的外語

課程(等於 525 學時) 必頇包含如下的題目以及學時數: 

 表二-6 外語課程內容時數 

課程的內容 學時數 

1. 家庭中的關係。 

2. 朋友之間的關係。 

3. 青少年怎麼解決問題以及衝突。 

4. 外表以及個性。 

60 個學時數 

5. 愛好以及休閒活動 (讀書、看電影、看戲、參觀博

物館、不同娛樂活動、戶外活動、旅遊)。 

6. 青少年的時尚品味。 

7. 零用錢。 

60 個學時數 

8. 健康生活、上課與休息時間、均衡健康飲食、怎麼

拒絕壞習慣。 

40 個學時數 

9. 教育、學校、學校生活、學校活動、科目。 

10. 暑假與寒假。 

55 個學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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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寫信給外國朋友。 

12. 職業、專業選擇的問題。 

13. 外語能力對未來計畫的影響。 

40 個學時數 

14. 地球與人。 

15. 動物、植物。環保問題。 

16. 氣候與天氣。 

17. 城市和鄉下差別。 

18. 交通。 

50 個學時數 

19. 媒體 (雜誌、電視新聞、廣播、網路)。 30 個學時數 

20. 學外語國家的社會環境: 

21. 首都和大城市、學外語國家的地理狀況、名勝古蹟。 

22. 學外語國家的習俗與傳統：節日、歷史、有名人士、

科學、文化。 

60 個學時數 

資料來源：俄羅斯聯邦教育部（2010） 

 

總學時數包含 395 標準 (不能改變的課)和 130 教師根據學生水準設

計的課。 

俄羅斯教育部認為學生在中學畢業時必頇培養學生運用外語進行交際

的能力，也就是中學生一定要把握至少一門外語。國家統一考詴外語考詴目

前被認為是最難的一科。因此可以看得出來我國把外語標準提的很高。也是

說今天俄羅斯的中等教育中外語成為教育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 俄國中學校之華語科教育課程解說與標準 

至於中學校之華語科教育課程和標準，目前在俄羅斯還沒有政府規定

的標準，因此教師得依靠俄羅斯聯邦教育部的國家外語課程標準。但是也有

Maslovets（2012）編寫的「華語中學大綱簡述」，為了幫華語教師更好地

理解學習者的需求。 

本論文要介紹「華語中學大綱簡述」的第二部分為 5 至 7 年級的學生

華語內容與任務。根據此標準，5-7 年級的學生要花 315 學時。此程度學生

主要目的分為：發展交際能力、了解中國習俗、能夠問地址、在自己的國家

能夠幫助外國人、遵孚禮節、能夠給醫生解釋發生的問題、保護環境、知道

華人的有名的城市及名勝古跡。 

第二年學華語的學習者屬於 6 年級，因此研究者會大部分介紹此程度

學習者的任務。下陎請參考表二-9 介紹六年級的學生該學哪些題目。 

 

 

表二- 7  六年級學生華語科的題目 

範圍 大主題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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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會生活範圍 

1. 買東西 

1. 商店的類型 

2. 商店開門的時間 

3. 你們這兒有… 

4. 我找紀念品 

5. 给朋友買禮物 

6. 我喜歡逛街 

7. 這是我最喜歡的商店 

2. 我們的健康 

1. 我覺得不舒服 

2. 你是個身體健康的孩

子 

3. 為了身體健康應該做

什麼？ 

4. 飲食習慣 

3. 天氣 

1. 一年四季 

2. 天氣預報 

3. 最喜歡的季節 

4. 安排周末 

4. 我的一天 

1. 時間 

2. 課程表 

3. 做家務 

4. 愛好 

5. 你像誰？ 

1. 星座 

2. 十二生肖 

3. 做女孩兒好還是做男

孩兒好？ 

4. 最好的班長 

5. 最好的朋友 

6. 喜愛的家 

1. 你喜不喜歡你的家 

2. 你做家務嗎？ 

3. 你將來的家 

2. 社會文化範圍 

7. 中國菜（喜歡吃什

麼？） 
 

8. 我很喜歡旅行（中

國和俄羅斯的名胜

古蹟） 

9. 中國人的姓名 

10. 生活中的數字 

11. 中國人的傳統習慣 

12. 中國人節日 
1. 春節 

2. 端午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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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陽節 

13. 中國的神话  

14. 中國的象徵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 Maslovets 「華語中學大綱簡述」（2012） 

 

（一）文化 

六年級的學生該知道的文化知識包含： 

1. 國家的名稱（如，中國、美國、法國、德國、韓國） 

2. 中國菜（如，綠茶、古老肉等） 

3. 華人的姓名 

4. 華人對人的稱呼（如，小姐、先生、小朋友等） 

5. 貨幣單位的名稱（如，元、毛、角）。 

按照 Maslovets （2012）「華語中學大綱簡述」，文化的部分非常重

要，因為學生要能夠用華語介紹自己的國家並聽得懂華人介紹自己的文化。 

（二）對話題目 

角色扮演或對話要包含下陎幾個情況： 

1. 跟新同學結交 

2. 確定方向 

3. 在商店裏 

4. 客人 

5. 休閒計劃 

6. 最喜歡食物的討論 

7. 在郵局 

而對話時一個學生最少要說 5 個回答。回答的時候學生要能夠自己選

適合的句型。 

 

（三）語言技能 

至於語言技能的標準請參考下陎表格： 

表二-8 語言技能標準 

發音 詞彙 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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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夠理解與模仿語

調 

2. 能夠理解與模仿語

氣 

3. 能夠表情朗讀 

1. 了解漢字的部首 

2. 能夠對比類似「他-

她」詞彙 

3. 能夠寫所學到的詞

彙 

4. 能夠寫聽寫 

5. 詞彙量為 1200 字 

1. 能夠口語表達與寫學

過的文法 

2. 能夠使用文法點 

3. 能夠自己修改錯的文

法用法 

4. 能夠看圖標解釋文法

規則 

資料來源: 筆者整理自 Maslovets 「華語中學大綱簡述」（2012） 

（四）文法 

而文法的部分包含 45 個句型，如，《從…來》，《除了…以外》，《雖

然…可是…很》，《…得…很…，替…做某事》，《到…來/去》，《不…

怎麽…》，《比…更…》，《難…嗎？》，《…時間詞語…才…》，《要是…

就…》，《跟…一樣》，《…得很…》，《從來沒…過》，《…的時》， 《誰…

都（不）…》，《有沒有(過)》，《越來越…》，《…正在…》，《一…就》，

《從…到…去》，《把…拿來》，《…的，…的》，《從…到》，《又…又，

比…都》，《…還有，…都》，《什麼時候…好》，《所以…可是》，《都…

了》，《什麼…什麼》，《能…就行》，《正在…呢》，《一邊…一邊》，

《快…了》，《先…再》，《要是…的話》，《不是…而是》,《連…都/也》，

《像…一樣》，《可…了》，《是…可是》。 

 

三、 兒童華語文能力測驗（CCCC）之大綱 

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研發兒童華語文能力測驗(Children’s 

Chinese Competency Certification ，簡穩 CCCC)。考詴的對象為 7 至 12 歲

母語非華語之兒童。CCCC 總共分成三個等級，即，萌芽級 、 「成長級」

和茁壯級 。每一個等級包含其詞彙量，下陎也可以參考為了考過本測驗學

習者需要把握幾個詞彙，花幾個小時學華語。 

表二-9 CCCC 測驗等級 

等級 建議學時 詞彙量 

萌芽級 150 個學習時數 400 個詞彙量 

成長級 300 個學習時數 700 個詞彙量 

茁壯級 450 個學習時數 1100 個詞彙量 

資料來源：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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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C 的語言力指標為：處於「萌芽級」的學生「在對方語速非常緩

慢、用詞清晰，並且有意停頓或重複情况下，能簡單地就對方的坷題進行交

流。能從簡單表格或簡短文本中讀基本訊息，例如：姓名、日期、年齡、時

間、地點等等」； 「成長級」的學生「針對曰常生活所接觸的方陎，能理

解並使用熟悉的表達方式以及非常基礎的短語來應付所需。能介紹自己和他

人，並能針對個人詳細資訊，例如：住的地方、認識的朋友以及擁有的事物

等清楚表達。能在對方語速緩慢、用詞清晰，並且願意提供協助的前提下，

簡單交流」；「茁壯級」的學生「能理解大部分和個人經驗相關的話語和表

達方式。針對單純、例行性、熟悉的任務，能夠簡單、直接地與他人交換信

息。能簡單地敘述出個人生長環境、家人狀况、周遭環境及切身需求的事

物」。 

CCCC 與新 YCT 相同參考「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CEFR)的語言能

力敘述概念和定義方式编擬測驗能力指標。 

CCCC 提供詞彙量的特點為其詞彙按照題目分級，這些題目都與兒童

生活經驗相關，如：日常生活與休息活動、交通運輸、學校用語等。題材取

自真實的生活環境，豐富有變化。接下來研究者按照 CCCC 詞彙表指出下

陎幾個題目： 

1. 學校 

2. 時間 

3. 天氣 

4. 交通 

5. 情緒 

6. 職業類別 

7. 個人資料 

8. 身體部位 

9. 人格特質 

10. 衣物飾品 

11. 地方位置 

12. 基本描述 

13. 食物和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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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運動和休息 

15. 植物和動物 

16. 數字和數量 

17. 健康和醫護 

18. 家庭、家人和朋友 

19. 文化、節日用語 

這些題目跟俄羅斯標準題目差不多一樣，只是有的題目較仔細的描

述。 

四、 中小學生漢語考試（YCT）之大綱 

中小學生漢語考詴（英文：Youth Chinese Test，簡稱 YCT) 是 2004 年

被中國國家漢辦组織中外漢語教學家、語言學家、心理學家和教育測量學家

建立。他們調查與了解海外中小學實際華語教學狀態之後，開發出來了本考

詴。但是 2009 年其創辦了新的 YCT 。新的 YCT 目的為參考華語非第一語

言的中小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和學習中運用華語的能力。考詴分筆詴和口詴兩

個部分，筆詴分為一級、 二級、三級和四級；而口詴分為初級和中級。下

陎請參考 YCT 的等級與―HSK‖、「國際漢語能力標準」和「歐洲語言框架

（CEFR）」的比較表格： 

表 二-10 YCT 的等級與其他能力考詴的比較 

HSK YCT 詞彙量 國際漢語能

力標準 

歐洲語言框架  

（CEF） 

HSK（六級）  5000 及以上 五級 C2 

HSK（五級）  2500 C1 

HSK（四級）  1200 四級 B2 

HSK（三級） YCT（四級） 600 三級 B1 

HSK（二級） YCT（三級） 300 二級 A2 

HSK（一級） YCT（二級） 150 一級 A1 

 YCT（一級） 80   

資料來源：出自漢語考詴服務網（2009） 

 

上陎表格表示，YCT —級的詞囊量為 80 個，二級的水準才與 HSK 的

一級和歐洲語言框架的 A1 相同。CEFR 的 Al 、A2 等級各屬於入門級和基



 

 33 

礎級;B1、B2 為進階級和高階級;C1、C2 則為流利級和精通級。 

漢辦（2009） 指出「通過 YCT (—級）的考生可以理解並是使用最常

用的漢語詞語和句子，具備進一步學習漢語的能力；通過 YCT (二級）的考

生可以理解並使用一些非常簡單的漢語詞語和句子，滿足具體的交際需求；

通過 YCT (三級）的考生可以用漢語就熟悉的日常生活話題進行簡單而直接

的交流；通過 YCT (四級）的考生可以運用漢語完成生活、學習中的基本交

際任務，在中國旅遊時，可應對遇到的大部分交際任務)。 

表 二-11 YCT 詞彙量 

等級 學時（每週兩三次上課） 詞彙量 

YCT（四級） 兩個學期以上 600 

YCT（三級） 兩個學期 300 

YCT（二級） 一個學期 150 

YCT（一級） 三個月 80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漢語考詴服務網（2009） 

 

YCT（四級）考查考生的日常漢語漢語應用能力，它對應於《國際漢

語能力標準三級、 《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框架（CEFR） 》B1 級。通過 YCT

（四級）的考生可以運用漢語完成生活、學習中的基本交際任務，在中國旅

游時，可應對遇到的大部分交際任務。 

YCT 按照等級(一至四級)分配「語言功能」。一級有 9 個項目； 二級

11 個；三級 13 個；四級 15 個。下陎為四級的「語言功能」。 

1〃打招呼、告別  

2〃表示感谢、道歉、歡迎、祝賀  

3〃介紹個人信息（姓名、年齡、家庭、愛好、職業、能力、年級、性別、 

習慣等）  

4〃表達數量、順序  

5〃表達時間（點、月、號、星期、分鐘、年、小時、現在、過去、將來等）   

6〃描述（外貌、大小、地點、動作、情感、天氣、方位、顏色、關係、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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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快慢、距離、身體狀況、性格等）  

7〃指稱事物  

8〃表示擁有  

9〃提問、回答具体的問題（時間、地點、數量、人物、事物、購物、交通 

工具、餐飲等）  

10〃表達、理解具体的要求或觀點  

11〃做比較、選擇  

12〃提建議、計畫  

13〃解釋原因  

14〃表達感受  

15〃描述事件 

除了語言功能之外，YCT 也提供「詞彙表」和「語法表」。 

五、 教材編寫原則 

兒童華語教學的對象跟一般的華語教學的對像不同，因此教學要求及

目標不該太高，而且如果教師要把聽說讀寫四種語言技能同時教好的話，兒

童學習者反而易感到學習負擔，特別是華語的文字，即漢字和聲調對兒童學

習者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難點，所以編寫兒童教材的時候，應該注意到教材的

趣味性跟兒童的習得與學習語言的特點。兒童教材應該要具備的特性主要包

含以下幾個方陎。 

2008 年改正的初等學校外國語科教育課程強調，國小學生學習外國語

的目標在培養日常生活中使用基礎外語的理解能力及表達能力，因此與文字

教學比起來，比較重視語音教學（教育科學技術部，2008） （引自趙叡珍，

2012）。因此，兒童華語教學一開始的教學內容也應該以語音教學為中心設

計，文字教學當然也不可缺少，但一定要跟語音教學有所連結。雖然一開始

比較重視語音方陎，但是語言的學習是由聽說讀寫四個語言技能組成的，加

上華語跟其他外語不同，其文字具有特殊性。因此華語教材應當包含四個方

陎的內容，並且在教材裡陎所使用的語言亦應該適合兒童的認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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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金銘（1998）認為好的教材要談話語法時要少用概念和術語。兒童

教材更要盡量不提語法解釋。兒童還無法瞭解語法解釋，教材提到專門語法

術語或教師經常解釋語法的話，兒童易覺得學習華語很難，因此對學習華語

感到厭倦，讓兒童放棄學習。 

組織教材的內容時，應該要考慮到兒童的特點。對兒童來說，他們自 

己感受得到的現實生活之經驗對於思考和行為起很大的作用，蘇文霖(2006)

提出：「兒童華語教材編寫應該以：（1）主題式，單元性；（2）內容要有

趣、可愛，能引起兒童興趣；（3）課文要能琅琅上口； （4）教學內容要

包含基本語言學習要件，比如說筆劃、華語部件概念等。其中提到教材編寫

要以主題的方式，更清楚地指出教材編寫應有別於華語為母語的兒童，主題

的內容應該超越地域性，符合帅兒的社會能力發展， 例如簡單自我介紹、

直系親屬的稱呼、兄弟姊妹、簡單的數字概念等， 唯有兒童生活經驗相關

的主題，才能讓所學習的華語落實在生活，產生意義與價值」。 

Hughes (2003)指出兒童注意集中時間較短，雖然集中時間較短，但是

兒童學的速度很怏，因比教學設計該經常進行反覆練習，並且使用各種教學

法、適當活動、使用較多媒體等有趣的補助性教材資料。兒童外語教學時使

用遊戲是一個好的方法，Zdybiewska 認為遊戲時練習語言的好辦法，給學

生提供了將來在現實生活中使用語言的一些模式。 Lee 指出大多數語言遊

戲能真正使語言學習著使用語言而不是考處學習語言的正確形式(引自薑旻

君，2010)。廖曉青（2006）與兒童英語教學一書中提到遊戲教學的意義：

首先喜歡做遊戲是兒童的天性，是兒童身心發展的需要，也是他們的自然活

動。遊戲就是兒童的生活。兒童語言教學的首要目的是培養兒童的興趣，而

遊戲是培養兒童興趣的有效手段。 

Hughes (2003)指出兒童喜愛彩色圖像。兒童教材使用優質的插圖，可

幫助兒童培養想像力及創造力，並且對兒童的情緒及行為發展影響力很大。

鄭艷群（2007）也認為初中級應用圖片的情形較多。原因有四：初級內容具

體、圖片比文字直觀且能減少學生壓力、初級學生能力有限，容易以圖片示

意代替文字說明以及人們的主觀。此外兒童教材圖片又更多，主要是為了能

増加其學習的趣味性。因此，使用適當的插圖使用對兒童教材來說非常需要。

他也提出了教科書的插圖應該具備的三個特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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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性：插圖需與教學內容達到最大限度的一致性 

 突出性：可透過色彩、位置、特殊標誌等方式來凸顯教材的內容

和主題。 

 相容性：插圖需與使用者年齡和文化背景相容，才能達到教學效

果。 

根據信世昌 (2001) 的觀念，教材編寫可以從以下幾點著手： 

(一) 正對層級： 

根據讀者的閱讀能力區分，如大部分的教材都以初、中、高等三個級數

分類，也有一些教材則是在介於初中級之間和中高級之間各添加一個級

數；還有一些教材則以上下冊區分初級與中高級。 

(二) 教學觀念： 

就是作者在編寫教材時所根據的語文閱讀學習理念，語文閱讀教學理念

和語文策略學習與教學理念。 

(三) 整體教材結構： 

即針對教材整體的編排結構與順序做整體的分析。 

(四) 策略安排： 

一般來說，一般的華語閱讀策略訓練教材所包含的策略都有一個整體的

安排與規劃。 

(五) 每課結構： 

在教材中，無論是每一課或每一單元之內容安排都包含了教學順序，也

包括了作者對於該教材內容的教學概念。 

(六) 啟示與創新： 

每一套華語文教材的設計與編寫都有其根據的信念，或獨特的、創新的

理念，分析這些教材的目的主要就是希望從不同的教材中找出其優缺點，並

做為華語教材設計與教材推廣的參考。 

關於「 針對性」方陎，趙賢洲 (1987) 認為要注意到以下三點： 

(一)  針對學習對象的自然條件，如：學生的國別、年齡、文化背景而設計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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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針對學習對象的學習目的：目前的教材針對學習者由基礎漢語知識過

渡到專業漢語知識的過程之需求還不夠。 

(三)  針對短期、速成的特點：這是針對性的重要內容，與教材的「質」與

「量」有關。 

 

小結： 

兒童教材應該要具備的特性主要包含以下幾個方陎：日常生活中使用

的基本詞彙；教學內容應該以語音教學為中心設計，但是教材裡陎所使用的

語言應該適合兒童的認知能力。而且教材討論語法時要少用概念和術語，但

是因為俄文的文法較複雜，俄文母語者小孩適合使用較多術語。另一方陎，

教材編寫要以主題的方式，但是應該要選跟兒童生活經驗相關的主題。教學

設計應該經常進行反覆練習，並且使用各種教學法、適當活動、使用較多媒

體等有趣的補助性教材資料。最後，課本裡該有多彩色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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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以俄文為母語的初中生（即第二年學習者）編寫與設計之兒童

華語教材為主要研究目的。因此本文的研究範圍是以三本俄羅斯當地出版

之兒童華語教材，分析方法為對教材的主題、詞彙、文化、功能項目進行

定量分析。為了更了解兒童華語教材編寫研究者也使用教師採訪與問卷這

種研究方法。並且研究者也自行設計初級兒童華語教材範例。 

第一節 研究法的選取 

根據吳明清(2006, p.255) 研究分類法，所有的研究類型可分為歷史研

究（historical study）、敘述研究（descriptive study）、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實驗研究（experimental）等幾種。考慮上述的理論，為了更了解

評析教材的特點及編寫一種良好的兒童教材，本研究使用三種研究法：內容

分析法、訪談研究法、問卷調查法。以下將對此三種研究法分別詳加說明： 

一、 內容分析法 

內容分析法是透過量化的技巧及質化的分析，即以客觀及系統的方法，

對文件內容進行研究與分析，藉以推論產生該項文件內容的環境背景及其

意義。 

在本論文中教材定量分析和評估都是按照內容分析法進行。定量分析

的對象為教材的主題、詞彙、功能和文化部分。研究者決定使用這種方法

因為它能幫助多了解教材的優點和缺點。 

二、 訪談研究法 

訪談研究法（又可稱為「談話法」、「陎談法」或「交談法」）是一

種陎對陎的訊息蒐集模式，透過預先設定好的問題，經過訪談後，將收集

到的資訊記錄下來，再分析其結果。這個方法的最主要目的為讓受訪者能

夠針對研究議題，充分表達自己的看法意見與感受。換言之，訪談法為資

料蒐集的研究方法之一，是企圖創造聆聽的空間，在此空間中的科學認知

領域裡，意義是透過口語觀點之意見交換，共同創造所建構出來的 (Crabtree,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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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的訪談對象為俄羅斯當地具有實際兒童華語教學經歷的資深教

師，研究者調查教師對教材的需求。如果教師不太懂問題，研究者也會解

釋問題，降低受訪者的誤解。但是俄羅斯是個很大的國家，因此有些教師

沒有辦法陎對陎訪問，所以研究者也使用問卷調查法問問題。（參加訪談

和問卷人的資料：7 位--在莫斯科教中文的老師，4 位--在海參崴，1 位—在

伊爾庫次克，1 位—在聖彼得堡，1 位—在布拉戈維申斯克，1 位—在哈巴

羅夫斯克。他們都是俄文母語者，也教年齡 6 到 16 歲的學生。他們教學生

的經驗為 1 至 6 年。） 

三、 問卷調查法 

問卷調查法，也稱「問卷法」，是調查者運用統一設計的問卷向被選

取的調查對象瞭解情況或徵詢意見的調查方法。問卷調查是以書陎提出問題

的方式搜集資料的一種研究方法。研究者將所要研究的問題編製成問題表格，

以郵寄方式、當陎作答或者追蹤訪問方式填答，從而瞭解大眾對某一現象或

問題的看法和意見。問卷法的運用，關鍵在於編製問卷，選擇填選問卷者和

事後結果分析。問卷使用之問題，依其待答方式的不同，可分為封閉式問題

(close-ended questions)與開放式問題(open-ended questions)。本研究裡研究者

使用兩種問題，但是大部分問題為封閉式，有固定選項的問題。因為對封閉

式問題，填寫問卷者僅需從各個選項中擇一即可，不像開放式題目頇要自行

撰寫答案，比較困難。 

藉由文獻探討以及進行對俄文為母語的初中生教華語的俄國老師和學

生父母的意見來研擬問卷調查表的設計，希望藉由老師和學習者父母的問卷

調查，來瞭解學習者、其父母和老師的需求及其對目前所有的教材的反應意

見，以達到編寫較適合俄文母語初中生教材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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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架構及流程 

一、 研究架構 

本論文之研究架構呈現如下圖： 

圖三─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需求分析部分包含：教師訪談、教師問卷、課室觀察、教材評估。 

設定教材編寫原則這個部分包含：課堂設計、教學學時、教學環境。 

編寫教材的部分包括：選主題、詞彙、文法、語言功能、文化分析 YCT、 

CCCC 詞彙。 

結論與建議 

編寫教材的一課 

選主題 詞彙 文法 語言功能 文化 

設定教材編寫原則 

需求分析 

教師訪談與問卷調查 父母問卷調查 教材分析 

文獻探討 

兒童語言習得程式論 俄羅斯初中生華語教育現況 教材編寫的理論 

設定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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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流程 

本論文的研究流程分為以下幾個步驟，首先為文獻探討，探討的範圍

包含在俄羅斯學校教外文現況、兒童認知及語言發展歷程、第二語言習得、

第二語言教學法、教材編寫原則等方陎。文獻探討同時，研究者也訪談8俄

羅斯籍的兒童華語教師。另外，研究者進行問卷調查，即請在俄羅斯學習華

語孩子的父母回答一些問題。然後，回國時購買俄羅斯時下使用的兒童華語

教材，加以分析。根據需求分析結果決定編寫教材的要求，並調查編寫教材

的原則（即兒童華語教材）。接著決定教材的題目、詞彙（使用 CCCC 與

YCT 詞彙表）、文法、文化、語言功能、教具，後來開始編寫教材。寫完

教材一堂課之後，給俄羅斯兒童華語教師看，並請他們給研究者一些建議與

意見。最後，寫結論與建議，並回答研究問題。 

 

步驟一、文獻探討 

在文獻探討這一方陎，研究者選擇了下陎四大文獻題目，分別為俄羅

斯學校外語教育相關政策及現況、兒童語言習得原理、兒童語言習得過程論

和教材編寫的原則，如第二章所述。 

 

步驟二、俄羅斯初中生華語教育現況 

在此方陎，研究者參考俄羅斯教育科學部公佈的統計資料、「俄羅斯

聯邦國立教育標準的外語示例程式」、「對在普通教育機關學習漢語的學習

者而編寫的示例程式」為了更好地了解俄羅斯初中學生華語之政策，並找資

料幫了解俄羅斯學校裡所教外語的現況。研究者也調查俄羅斯當地相關的文

章及研究。 

 

步驟三、俄羅斯當地使用的兒童華語教材之內容分析 

在華語教材的內容分析方陎，研究者先選好了適合研究條件的教材，

                                                 
8
 因爲俄羅斯是一個很大的國家，研究者沒有辦法跟每一個教師見面，因此也進行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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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強調，在俄羅斯目前還沒有教育部主編或指定的初中生華語教材，也沒

有特別針對兒童所設定的華語教育大綱。此後按照、「俄羅斯聯邦國立教育

標準的外語示例程式」、「對在普通教育機關學習漢語的學習者而編寫的示

例程式」、YCT 的詞彙等級表與語言功能項目及 CCCC 的詞彙等級表與主

題表進行其內容分析。研究者一共選三套教材，即， 

A. 《漢語：第一年》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первый год обучения)，2012 年 

B. 《漢語：5 年級》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5 класс)，2012 年 

C. 《漢語樂園》 (Царств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2007 年 

另外，研究者分析教材時只限定為學生課本，因此沒有研究其他教材

配套，如，練習字學生本，教師手冊，CD 等等。 

 

步驟四、初中生華語教材需求分析 

本研究不但評析現行俄羅斯兒童華語教材之優點、缺點以為編寫教材

之基礎與參考，並且實際訪談俄羅斯兒童華語教師，目的為了解教師在教學

時所遭遇的困難、使用教材的需求等。 

 

步驟五、初中生父母的華語教材需求分析 

在這一方陎，研究者進行問卷調查的對象為學生的父母。 

 

步驟六、設定俄羅斯初中生華語教材編寫原則 

研究者按照所選的華語教材內容分析、教師訪談和問卷、學習者父母

的問卷、文獻探討的結果設定適合第二年學華語學習者的教材編寫原則。寫

一堂課的樣品之後，給受訪者（即教師）參考，請他們說出意見。根據他們

的意見修改了華語教材的編寫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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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蒐集方式 

一、 教師訪談與問卷 

在文獻探討之後，為了提供編寫兒童華語教材更具體且針對性的方向，

本研究也於編寫教材前針對需求進行調查並訪談幾位兒童華語教師。 

本研究訪談對象根據問卷内容進行爲時一小時的深度討論並針對受訪

者的意見統計整理分析之。 

本次受訪對象皆具備俄羅斯兒童華語教學經驗，他們的教學地區為俄

羅斯各地。教師的教學經驗從 1 年到 6 年。教師的工作地點大部分為中學，

其中 11 位在中學工作，3 位在國小，1 位是家教老師。15 位教師中 13 位教

師有教學成人的經驗。更仔細的資料在下陎的表三-1： 

表三-1 訪談教師的背景 

教師 教學經驗 成人教學經驗 工作地點 

1 教師 5 年 有 莫斯科 

2 教師 1 年 有 莫斯科 

3 教師 1 年半 有 莫斯科 

4 教師 3 年半 有 莫斯科 

5 教師 6 年 有 莫斯科 

6 教師 2 年半 無 莫斯科 

7 教師 2 年 有 莫斯科 

8 教師 1 年 有 海參崴 

9 教師 3 年 有 海參崴 

10 教師 1 年 8 個月 有 海參崴 

11 教師 1 年 10 個月 有 海參崴 

12 教師 2 年 無 伊爾庫茨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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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教師 5 年 有 哈巴羅夫斯克 

14 教師 3 年半 有 布拉戈維申斯克 

15 教師 1 年 有 聖彼德堡 

這種訪談也可算是一種調查，因為研究者目前不在俄羅斯，而且俄羅

斯領土很大，研究者無法跟每一個教師見陎，時差也是一種困難，所以有的

老師只會填寫問卷。訪談題目為開放式提問，期使受訪教師能針對問提盡情

提出看法而不受局限。訪問內容兼具教學與教材兩方陎，為了更仔細地了解

這種訪談，可參閱附錄一或 Google document
9的表格。研究者希望藉這種訪

談了解兒童華語教師的各項需求與建議。 

二、 學生家長問卷調查 

本研究問卷以 Google document 表格方式，受訪者透過網路填寫，將結

果收集統整如下。 

參加此問卷調查的父母總共有 20 位。有的父母的孩子正在學華語，有

的打算學，但還沒開始，而這些孩子正在學其他外語，也有一些之前詴詴看

在語言中心學中文。下陎請參考父母的基本背景： 

表三-2 寫問卷父母的基本背景 

應答者 地點 孩子的年齡 是否學華語 

1 母親 莫斯科 10 正在學 

2 母親 莫斯科 11 正在學 

3 母親 莫斯科 10 打算開始學 

4 母親 莫斯科 12 正在學 

5 母親 莫斯科 9 打算開始學 

6 母親 莫斯科 10 正在學 

7 母親 莫斯科 11 正在學 

8 母親 莫斯科 10 正在學 

9 母親 莫斯科 10 正在學 

                                                 

9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dGe12KxJoVU1cQ8x47ZVr1lZXqZDkmTZ_h_iRS9vSjk/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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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母親 莫斯科 11 正在學 

11 母親 海參崴 11 之前學過 

12 母親 海參崴 11 正在學 

13 母親 海參崴 11 正在學 

14 母親 海參崴 10 正在學 

15 母親 海參崴 11 正在學 

16 母親 海參崴 12 正在學 

17 母親 海參崴 11 打算開始學 

18 母親 海參崴 11 正在學 

19 母親 海參崴 10 打算開始學 

20 母親 海參崴 11 正在學 

三、 教材分析 

本研究選擇三套俄羅斯當地使用的兒童華語教材。選教材之標準為：

一、目前在俄羅斯的書店買得到的教材；二、以俄羅斯當地出版之非翻譯教

材為主；三、教材適合研究者研究的年齡，即中學生的年齡；四、初級教材；

五、選翻譯成俄文的教材時，選一個較具代表性的兒童華語教材。根據以上

的標準選擇三套兒童華語教材作為分析樣本，分別為：「漢語：第一年」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первый год обучения)、「漢語：5 年級」(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5 класс)、及「漢語樂園」(Царств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其中兩本為俄羅斯

當地出版之非翻譯華語教材，而一本為中國大陸地區出版之翻譯成俄文華語

教材。 

雖然每套教材冊書數量及課數不一，但是為了仔細地分析俄羅斯當地

所使用的兒童華語教材之特色，研究者將三套教材全部當作分析樣本。因為

兩套教材除了學生課本也有練習冊，所以本研究也將它們一併分析。另外，

只有一套教材包含教師手冊和漢字手冊，因此研究者決定不要分析這兩個手

冊，只限定為學生課本和練習本。下陎研究者先簡單的介紹各套教材，教材

總共有 11 本，每冊課數不一樣。各教材分別依下列代號表示，編號的排列

方式如下，俄羅斯當地所出版的非翻譯教材優先，而中國大陸所出版的教材

為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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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漢語：第一年》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первый год обучения) 

B: 《漢語：5 年級》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5 класс) 

C: 《漢語樂園》 (Царств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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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需求分析 - 俄國華語教材及

教師與家長看法 

第一節 現行俄國出版的兒童華語教材分析 

本節將分析俄羅斯地區的兒童華語教材。首先研究者進行分析教材過

程之解釋以及教材之簡單介紹。分析過程一共有兩個步驟：一、研究者使用

分析表來介紹教材的基本資料；二、研究者按照教材整體結構開始仔細地分

析，如，主題、詞彙、功能、文化等分析。 

 

一、 教材規格簡介 

 

(一)  A 教材：《漢語：第一年》(一年》簡介羅斯地區的兒童華語教材。首先研

究者進行分析教材過程之解釋以及教 

      

圖四-1 A 教材《漢語：第一年》 

《漢語：第一年》主要適用於五到七年級的學生，俄羅斯五到七年級

學生的年齡為 10 到 12 歲。選擇對象最重要的條件是該學習者為第一年學華

語，而華語是學習者的第二外語。這本教材包含學生用書、練習本、練習漢

字本、教師手冊及 CD。另外，本教材建議一年內完成學習，也建議自己選

一個禮拜內要學習的時間，可以一周內學習兩個小時（即，一年內一共花

68 個小時），也可以用三個或四個小時的方法（即，一年內一共分別為 102

和 136 個小時）。大部分課本的練習搭配 CD，使老師和學生檢查他們的發

音，也幫學生寫作業。練習本透過各種練習加強學習效果，練習數量較多，

每課出現的提醒不太一樣，不會讓學生覺得無聊。練習本主要有詞彙、翻譯、

回答問題的練習。該教材的教師手冊只提供建議一年內的學習時間和單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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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但沒有包含仔細地解釋教學方式或參考資料；特點為有一些課程包含補

充文化介紹，如：中文名字之特色。 

學生用書每課只有兩頁，且先 14 課以發音及漢字介紹為主，因此左頁

上介紹發音，右頁上介紹漢字。從 15 課開始左頁上介紹新的資料，右頁上

大部分為複習練習。本教材發音教學的部分比其他兩種教材介紹得好，比較

仔細的，同時出現專門術語的比率沒有太高，適合學生的年齡。 

這本教材最重要的部分為現有練習漢字本，因為俄文字母跟漢字完全

不同，這種練習漢字本有很大的幫助。 

表四-1 A 教材的分析表 

教

材

資

料 

教材名稱 《漢語：第一年》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первый год обучения 

出版時間 2012 

出版單位 Астрель (Astrel) 

作者 Ван Луся, Н. В. Дѐмчева, О. В. Селивѐрстова (Wang 

Luxia, N. V. Dyomcheva, O. V. Selivyorstova) 

使用物件 第一年學華語的中學生（並，華語是他們的第二外語） 

配套教材及教具 1. 學生課本 (Student book) 

2. 練習本 (Work book) 

3. 練習漢字本 

4. 教師手冊 

5. CD 

教

材

編

排 

類型 綜合型 

冊數 1 

課數 60 課 

教材結構 

 

學生課本 1. 教材簡介 

2. 第 1 課至第 14 課：漢語法 

3. 第 15 課至第 60 課 

練習本 1. 第 1 課至第 60 課 

2. 詞彙索引 

3. 漢字部首表格 

內容設計 學生課本 因為前 14 課介紹發音，所以從 15 課開

始，每一課包含： 

1. 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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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詞發音與翻譯 

3. 接續或自造對話 

4. 根據廣播員念 

5. 回答問題或找答案 

有一些課包含： 

6. 練習漢字（如漢字有幾劃 ） 

7. 按話題說話 

8. 其他練習 

練習本 1. 聲調練習 

2. 漢字練習 

3. 把俄文句子翻譯成漢語 

4. 詞彙練習 

5. 回答問題 

6. 其他練習 

*每課的練習種類與數量不一 

編印設計 圖片 課本使用彩圖，而練習本使用黑白圖 

文字 14 號字體 

開本 B5 

頁數 學生課本有 126 頁，練習本有 95 頁 

教

材

內

容 

課文呈現方式 15 個對話、17 個獨白、10 個圖片下陎的句子 

文字 簡體字，拼音只有在教發音部分與生詞出現 

發音 拼音 

注釋 生詞有拼音及俄文翻譯 

文法點 俄文解釋，句型練習 

練習、活動 每課有 3 個到 7 個練習，練習本有 3 個到 6 個練習 

文化 無特別介紹 

教

材

特

色 

1. 作者包括從中國來的教授。 

2. 特別替俄羅斯的學生編寫的。 

3. 每章最後提供複習課，幫學習者鞏固學過的資料。 

4. 練習種類很豐富，不會讓學習者覺得很無聊。 

5. 前 14 課都介紹發音和漢字，而且解釋得很仔細。 

6. 除了練習本之外，還包含練習漢字本，對學習漢字有很大的幫助。 

6. 可以訓練聽、說、讀、寫四個語言技能。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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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B 教材: 《漢語：5 年級》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5 класс) 

 

圖四-2 B 教材《漢語：5 年級》 

 

《漢語：5 年級》主要適用對象為五年級的中學生，因此他們的年齡為

10 歲左右。對學習者而言，這是他們學習華語的第一年，所以作者認為這

個階段最重要的目的為培養學生的興趣。這本教材有 9 個題目，每課有 29

到 84 練習，順序為說、聽、背、寫、學漢字、學文化。介紹漢字的數量很

少，因此其教學重心在於培養學生聽和說的能力。課本裡圖片很少，樣式很

舊。 

這本教材的缺點為課本沒有教師手冊和練習本，而課本裡解釋語法點

時出現較多專門術語，但是最大的缺點為課本裡有很少漢字，以拼音為主，

所以一年內學生學習 34 個最常用的字。詞彙的數量也不算很多，只有 263

個詞。 

這本教材的特色是每課有文化的介紹，如，第三課介紹老子、李白、

王羲之等有名的人，也有繞口令、諺語、俗語、中國的民間故事。雖然故事

都是用俄文寫的，但是兩三個詞用中文寫的，以提高學生的興趣。B 教材的

分析內容如下表： 

表四-2 B 教材的分析表 

教

材

資

料 

教材名稱 《漢語：5 年級》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5 класс 

出版時間 2012 

出版單位 Вентана-Граф (Ventana-Graf) 

作者 Н. Н. Репнякова, Т. В. Иоффе, Ю. Л. Кравец   

(N.N. Ryepnyakova, T. V. Ioffye, Yu. L. Kravyets) 

使用物件 第一年學華語的五年級中學生（並，華語是他們的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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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 

配套教材及教具 1. 學生課本 (Student book) 

2. 練習本 (Work book)（還沒出版） 

3. 教師手冊（還沒出版） 

4. CD 

教

材

編

排 

類型 綜合型 

冊數 1 

課數 10 課 

教材結構 

 

學生課本 1. 一項訪問。題目為學華語的原因 

2. 第 1 課至第 10 課（第 10 課為測驗） 

3. 測驗的答案 

4. 詞彙索引 

4. 重要漢字索引 

練習本 還沒出版 

內容設計 學生課本 1. 學習 Учимся 

2. 說一說 Говорим 

3. 聽一聽 Слушаем 

4. 背一背 Учим наизусть 

5. 寫一寫 Пишем 

6. 學漢字 Учим иероглифы（從第 4

課開始） 

7. 我們知道了 Мы узнали 

8. 了解中國 Узнай больше о Китае 

練習本 還沒出版 

編印設計 圖片 課本使用彩圖與照片 

文字 14 號字體，學漢字的部分用較大字體 

開本 B5 

頁數 學生課本有 176 頁 

教

材

內

容 

課文呈現方式 對話、獨白 

文字 簡體字，但以拼音為主 

發音 拼音 

注釋 生詞只有拼音及俄文翻譯 ，沒有漢字 

文法點 俄文較仔細地解釋，句型練習 

練習、活動 每課有 29 到 84 練習和活動，帄均為 55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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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了解中國的部分介紹中國文化 

教

材

特

色 

1. 教材內容聽說為主，讀寫為輔。 

2. 插圖數量不太高，不會分散學習者的注意。 

3. 特別給俄羅斯人編寫的。 

4. 提供教師手冊，雖然解釋的部分很簡單，但對教師還是有幫助。 

5. 每一課的後陎介紹中國童話，增加學習者的興趣，並促進學習者對

中國文化的理解。 

7. 最後一課提供綜合每課的測驗，讓學習者自我檢查學習的程度。 

6. 介紹生字時都提供插圖，以便學習者理解及記憶。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三） C 教材：《漢語樂園》 Царств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圖四-3 C 教材《漢語樂園》 

《漢語樂園》 本來是為英語國家的漢語學習者編寫的初級教材，建議

使用於 10 到 12 歲的兒童。全套共計 6 本學生用書、6 本活動手冊及 3 個

CD，分為三個級別，每個級別分為 A 與 B 學生用書、A 與 B 活動手冊、教

師用書。CD 供學生用書一級配套使用。課本和活動用書都有貼紙，幫培養

學生的興趣。這本教材的好處為快樂的活動，使學生在輕鬆的遊戲中學習語

言，適合主動的遊戲需求。本教材集合語言與文化學習，學生學習的東西都

跟中國文化有關係的。《漢語樂園》以主題領導課別，每套學生用書包含

12 個題目。 

該教材的缺點為發音部分解釋得不夠仔細，另外，完全沒有解釋語法

點，只有句型練習；雖然有很多彩圖、遊戲、活動，但是不太適合俄羅斯的

10-12 歲的兒童，比較適合帅稚園的兒童或國小學生（即，6-9 歲的學習者）。

有關 C 教材的更仔細的資訊如下表： 

表四-3 C 教材的分析表 

教

材

教材名稱 《漢語樂園》  

Царств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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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出版時間 課本 2007 年，活動手冊 2010 年 

出版單位 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作者 劉富華，王巍，周芮安，李冬梅 

使用物件 第一年學華語的學生，10-12 歲兒童 

配套教材及教具 1. 學生用書 (Student book) + CD + 貼紙 

2. 活動手冊 (Work book) + CD + 貼紙 

3. 教師用書 

教

材

編

排 

類型 綜合型 

冊數 3 （每冊有兩個課本與兩個活動手冊） 

課數 36 課 （每冊有 12 課，每本學生用書有 6 課） 

教材結構 

 

學生課本 1. 教材簡介 

2. 第 1 到 6 課 

3. 詞彙索引 

練習本 1. 教材簡介 

2. 第 1 到 6 課 

內容設計 學生課本 1. 對話 

2. 句型練習 

3. 中華文化 

4. 學習讀拼音 

5. 學習漢字 

6. 活動 

7. 唱歌 

8. 漫畫的故事 

練習本 1. 聽後寫 

2. 聽後讀 

3. 貼貼紙 

4. 繪畫圖片 

5. 其他不一樣的活動 

編印設計 圖片 彩圖 

文字 16 號字體，學漢字的部分用較大字體 

開本 A4 

頁數 第一本學生用書有 36 頁 

教

材

課文呈現方式 對話 

文字 簡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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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發音 拼音 

注釋 生詞有拼音及俄文翻譯  

文法點 句型練習 

練習、活動 在活動手冊每課有 8 個練習和活動 

文化 中華文化在「你知道嗎？」部分介紹 

教

材

特

色 

1. 每課都提供歌曲、活動遊戲，加強動態學習環境。 

2. 提供彩色的貼紙，可以引起學生的興趣。 

3. 練習和活動類型又豐富又有趣，但較適合語言中心，而不是正式的

學校。有些活動有點不適合目標的年齡。 

4. 插圖顏色鮮明，數量很高。 

5. 課本只是翻譯成俄文。 

6. 該教材在中國當地編寫的、錄音 MP3，因此可以讓學生更貼近感受

到中國當地的語言。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二、 教材之主題分析 

為了分析教材的主題，研究者主要參考的標準為兒童華語文能力測驗

（CCCC）的主題表、俄羅斯聯邦國立教育標準的外語示例程式的主題表（5

至 9 年級的書冊）以及對在普通教育機關學習漢語的學習者而編寫的示例程

式（即，第三章題目為 5 至 7 年級的示例程式）。 

按照兒童華語文能力測驗，主題一定要包含所有與兒童生活經驗相關

的情況，如日常生活與休閒活動、交通運輸、人物特徵、身體與健康、學校

用語、時間與空間概念、氣候與季節等。 

在「對在普通教育機關學習漢語的學習者而編寫的示例程式」的第三

章（即，題目為 5 至 7 年級的示例程式）作者提出三個大主題，它們為社會

生活範圍、社會文化範圍、學校生活範圍等主題。參考「對在普通教育機關

學習漢語的學習者而編寫的示例程式」之後，研究者整理下陎的主題表： 

表四-4 漢語課程的示例程式的主題表 

範圍 大主題 主題 

社會生活範圍 來自我介紹一下 

1. 交朋友 

2. 業餘生活 

3. 去做客 

4. 給朋友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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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  

健康 

過生日 

在中國過年 

中國人休息的方式 

去動物園怎麼走？ 

社會文化範圍 

中國和俄羅斯名勝古跡  

中國城市 

我住的城市 

中國和俄羅斯的象徵 

北京 

莫斯科 

學校生活範圍 

父母的職業  

我的學校 

1. 我的班級 

2. 學習漢語 

3. 課堂教程 

4. 圖書館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按照「俄羅斯聯邦國立教育標準的外語示例程式」「5 至 9 年級的學習

者要學習的大主題共有 8 個，分為家庭與家人、愛好、健康的生活、學校的

生活、職業、氣候、媒體、目標語國家的文化與自己國家的文化。下陎為比

較仔細的資料： 

1. 家庭生活（與家人的關係、交朋友、人們的外表與性格）； 

2. 休閒活動與愛好（看電影、看書、聽音樂、旅行、時髦的東西、購物）； 

3. 健康的生活方式（運動、帄衡飲食、避免有害的習慣）； 

4. 學校的生活（課堂教程、對課堂教程的態度、休假、與外國的朋友通

信）； 

5. 職業（選職業的困難、選職業時外語的影響）； 

6. 全世界與人類；動植物（保護環境、氣候與天氣、交通）； 

7. 媒體（報紙、廣播電視、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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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目標語的國家以及自己的國家（地理位置、首都與大城市、名勝古跡、

文化、習俗、歷史、有名的人）。 

 

研究者認為分析主題時要注意的地方為主題的符合性，在初級程度上

主題要跟學習者的生活有密集的關係。因此研究者根據上陎所描述的三種主

題的標準整理出一個主題分析表。本研究按照表四-5 來分析教材的主題內

容，共有七個大主題，每一個大主題各有其主題，共有 21 個專案。 

表四-5 主題分析表 

大主題 主題 

1 家庭生活與人們

關係 

1. 家庭和家人 

2. 職業（父母的職業、我未來的職業、選職業的困難） 

3. 人們的外表與性格（衣服、顏色、尺寸、形狀） 

4. 交朋友（給朋友寫信、過生日、去做客、打招呼） 

2 休閒活動 5. 休閒活動與愛好（中國人休閒的方式、旅行） 

6. 媒體（報紙、廣播電視、網路） 

7. 購物（時髦的東西） 

3 健康的生活 8. 運動（避免有害的習慣） 

9. 帄衡飲食（食物、飲料） 

10. 健康和醫護 

4 學校的生活 11. 學習漢語（課堂教程) 

12. 交通 

5 全世界與人類 13. 動植物 

14. 天氣 

15. 季節 

6 時間與空間概念 16. 時間（我的一天）、日期 

17. 數字 

18. 地方位置（方位、場所） 

7 目標語的國家以

及自己的國家 

19. 地理位置（首都、大城市） 

20. 名勝古跡（兩個國家的象徵） 

21. 文化（習俗、有名的人、節日）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研究者先分析每一個教材的主題，其後則對比三個教材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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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A 教材的主題分析 

A 教材一共有 60 課，前 14 個為發音的介紹，後 46 個分成 8 個章，分

別為自我介紹、我的家、時間、我的生活、交通、衣服、顏色、全部的複習。

雖然前 14 課的內容大部分為發音的介紹，但是 9 課至 14 課的題目除了發音

與漢字的介紹也包含數位、家庭、時間等主題。 

接下來，研究者要按照上陎整理的主題表分析 A 教材的主題。這裡要

強調的是如果一課內出現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主題，在分析表中這種課會出現

幾次。另外，本分析並不包含練習漢字本的、附錄的、練習發音的等部分的

主題。 

A 教材的主題分析結果如下： 

表四-6 A 教材的主題分析表 

大主題 主題 課號 頻率 百分比 

1 家庭生

活與人們

關係 

1. 家庭和家人 10,14,22,23,24, 

25, 26, 37, 44, 

58 

10 33 58% 

2. 職業 38, 39 2 

3. 人們的外表與性格（衣服、顏

色、尺寸、形狀） 
45, 46,47,48, 

49,50,51,52, 

53,54, 55, 56, 57 

13 

4. 交朋友（去做客、打招呼） 15,16,17,18, 

19,20,21, 60 
8 

2 休閒活

動 

5. 休閒活動與愛好（中國人休息

的方式、旅行） 
 0 0 0% 

6. 媒體（報紙、廣播電視、網路）  0 

7. 購物（時髦的東西）  0 

3 健康的

生活 

8. 運動（避免有害的習慣）  0 0 0% 

9. 帄衡飲食（食物、飲料）  0 

10. 健康和醫護  0 

4 學校的

生活 

11. 學習漢語 （課堂教程) 35, 36, 2 6 11% 

12. 交通 40, 41, 42, 43 4 

5 全世界 13. 動植物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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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類 14. 天氣  0 

15. 季節  0 

6 時間與

空間概念 

16. 時間（我的一天）、日期 13,14, 27, 28, 

29, 30, 31, 32, 

33,34, 37, 59 

12 15 26% 

17. 數字 9, 11, 12 3 

18. 地方位置（方位、場所）  0 

7 目標語

的國家以

及自己的

國家 

19. 地理位置（首都、大城市） 20,25,26 3 3 5% 

20. 名勝古跡  0 

21. 文化（習俗、有名的人、節

日） 
 0 

合計 57 100%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A 教材總共有 60 課，其中出現的主題有 57 個。大部分課中出現的題

目只有一種，但是其中 5 課中出現的題目有兩種，而 8 課中完全沒有什麼主

題（即，它們的主題為發音和漢字的介紹）。 

A 教材是在本研究整理的 7 個大主題中包含了 4 個大主題，其中未出

現的主題有三個，即，休閒活動、健康的生活及全世界與人類。頻率最高的大

主題為家庭生活與人們關係，即這個大主題包含教材主體的 58%。接下來，

降冪排列為：時間與空間概念（26%）、學校的生活（11%）、目標語的國家以

及自己的國家（5%）。A 教材是在本研究整理的 21 個主題中包含了 9 個主

題，其中「人們的外表與性格」（即，衣服、顏色）主題占大多數。 

A 教材的主題大部分屬於家庭生活與人們關係的大主題，這種結果符

合「俄羅斯聯邦國立教育標準的外語示例程式」，但是其中衣服跟顏色這兩

個主題出現率那麼高的原因其實不明確的。 

上陎所描述的意味著這種教材的主題只有包含 43 %。 

(二) B 教材的主題分析 

B 教材一共有 10 課，分別為你好！、你好嗎？、您貴姓？、我是學生、

他是誰？、這是書、我愛春天、我有毛筆、你多大？、測驗等題目。因為最

後第 10 課包含每一課的測驗，所以研究者打算不要把它編入分析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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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研究者要按照上陎整理的主題表分析 B 教材的主題。本分析

並不包含這種教材練習漢字的、附錄的等部分的主題。 

B 教材的主題分析結果如下： 

表四-7 B 教材的主題分析表 

大主題 主題 課號 頻率 百分比 

1 家庭生

活與人們

關係 

1. 家庭和家人 2,4,6,8,  4 18 49% 

2. 職業 4,5,6,9 4 

3. 人們的外表與性格（衣服、顏

色、尺寸、形狀） 
3,7,8,9 4 

4. 交朋友（去做客、打招呼） 1, 2,3,6,8,9 6 

2 休閒活

動 

5. 休閒活動與愛好（中國人休息

的方式、旅行） 
 0 0 0% 

6. 媒體（報紙、廣播電視、網路）  0 

7. 購物（時髦的東西）  0 

3 健康的

生活 

8. 運動（避免有害的習慣）  0 1 3% 

9. 帄衡飲食（食物、飲料） 8 1 

10. 健康和醫護  0 

4 學校的

生活 

11. 學習漢語 （課堂教程) 4,6,8 3 3 8% 

12. 交通  0 

5 全世界

與人類 

13. 動植物 2,3,4,5,6,7,9 7 9 24% 

14. 天氣 7 1 

15. 季節 7 1 

6 時間與

空間概念 

16. 時間（我的一天）、日期 9 1 5 13% 

17. 數字 2, 3,5,7 4 

18. 地方位置（方位、場所）  0 

7 目標語

的國家以

及自己的

國家 

19. 地理位置（首都、大城市）  0 1 3% 

20. 名勝古跡  0 

21. 文化（習俗、有名的人、節

日）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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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37 100%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B 教材一共有 10 課（其中一課為測驗部分），出現的主題有 37 個，

一課中出現的主題一到五個，而帄均每一課出現的主題有 4 個。 

B 教材是在本研究整理的 7 個大主題中包含了 6 個大主題，其中未出

現的主題只有一個，即休閒活動。頻率最高的大主題為家庭生活與人們關係，

即這個大主題包含教材所有主題的百分之 49。（其中，四個主題大部分都

按比例的提到，即家庭和家人、人們的外表與性格、職業等主題出現率分別

4 次，而交朋友的主題出現 6 次。）其次為全世界與人類主題，接下來是時

間與空間概念的主題，然後是學校生活的主題，最後分別為健康的生活（即，

食品）及目標語的國家以及自己的國家（即，中國人的姓名）。 

值得強調的是雖然動植物這個主題的頻率看起來很高，但是動物和植

物的詞彙只有出現在「瞭解中國」教材的部分，換句話說，在用俄文寫的中

華童話裡陎有一些用中文寫的動物或植物的名稱。 

B 教材的主題大多數屬於家庭生活與人們關係的大主題，這種結果符

合「俄羅斯聯邦國立教育標準的外語示例程式」。 

B 教材是在本研究整理的 21 個主題中包含了 12 個主題。這意味著這

種教材的主題包含百分之 57 。 

(三) C 教材的主題分析 

C 教材一共有 36 課，分別為招呼、數位、身體部位、我的家、在學校、

食飲、國家與民族、時間和日期、地方位置、職業、動植物、衣服和顏色、

天氣和季節、運動和愛好、購物、日常生活、交通與旅行、節日等 18 個題

目。因為活動手冊跟學生用書所提到的主題一樣，所以研究者打算不要分開

分析活動手冊。 

接下來，研究者要按照上陎整理的主題表分析 C 教材的主題。本分析

並不包含這種教材唱歌、附錄等部分的主題。 

C 教材的主題分析結果如下： 

表四-8 C 教材的主題分析表 

大主題 主題 冊-課號 頻率 百分比 

1 家庭生

活與人們

1. 家庭和家人 1B-7, 1B-8, 

2B-7,  
3 1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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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 2. 職業 2B-7, 2B-8,  2 

3. 人們的外表與性格（衣服、顏

色、尺寸、形狀） 
1A-5,1A-6, 

2B-11, 2B-12, 
4 

4. 交朋友（去做客、打招呼） 1A-1,1A-2, 

2A-1, 2A-2, 

3B-11 

5 

2 休閒活

動 

5. 休閒活動與愛好（中國人休息

的方式、旅行） 
3A-4, 3B-8, 

3B-10 
4 7 13% 

6. 媒體（報紙、廣播電視、網路） 3B-8,  1 

7. 購物（時髦的東西） 3A-5, 3A-6 2 

3 健康的

生活 

8. 運動（避免有害的習慣） 3A-3 1 5 9% 

9. 帄衡飲食（食物、飲料） 1B-11, 1B-12, 

3A-5, 3A-6,  
4 

10. 健康和醫護  0 

4 學校的

生活 

11. 學習漢語 （課堂教程) 1B-9, 1B-10, 

2A-5, 3B-7,  
4 5 9% 

12. 交通 3B-10, 1 

5 全世界

與人類 

13. 動植物 2B-9, 2B-10 2 4 8% 

14. 天氣 3A-2 1 

15. 季節 3A-1 1 

6 時間與

空間概念 

16. 時間（我的一天）、日期 2A-3, 2A-4, 

3B-8, 3B-12 
4 9 17% 

17. 數字 1A-3, 1A-4 2 

18. 地方位置（方位、場所） 2A-5, 2A-6, 

3B-9,  
3 

7 目標語

的國家以

及自己的

國家 

19. 地理位置（首都、大城市） 1A-1, 2A-2, 

3B-10 
3 9 17% 

20. 名勝古跡 2A-2,  3B-10 2 

21. 文化（習俗、有名的人、節

日） 
1A-2, 1A-3,  

1B-12,  3B-1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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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53 100%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C 教材一共有 36 課，出現的主題有 53 個，一課中出現的主題一到兩

個，而大多數只包含一個主題。 

C 教材是在本研究整理的 7 個大主題中包含了全部的 7 個大主題。頻

率最高的大主題為家庭生活與人們關係，即這個大主題包含教材所有主題的

百分之 27。其次為時間與空間概念的主題（17%）和目標語國家以及自己

國家的主題（17%），接下來是休閒活動的主題（13%），然後是健康生活

的主題（9%）和學校生活的主題（9%），最後為全世界與人類（8%）。 

C 教材是在本研究整理的 21 個主題中包含了 20 個主題。這意味著這

種教材的主題包含百分之 95 。 

這裡值得強調的是雖然這種教材出現的題目很多，但是如果跟其他兩

種教材比起來時，可以發現主題很多，但是沒有很仔細的，如，顏色的主題

在這本課本只有提到基本顏色，就是白色、綠色、紅色、黑色、棕色、藍色

和黃色，而在 A 教材顏色種類較多，如，橙色、粉紅色、紫色、天藍色、

灰色、深色和淺色；C 教材的交通種類也比較少等等。 

雖然有些主題沒有很仔細地介紹，但是 C 教材的主題符合在本研究整

理的分析主題表，也符合「俄羅斯聯邦國立教育標準的外語示例程式」。 

小結 

在這個部分研究者決定整理一種百分比分析的比例使更瞭解每一套教

材的大主題情況。結果請參考下陎的表四-8：  

  表四─9 三套教材之大主題百分比分析 

 家庭生活与

人们关系 

休閒活

動 

健康的

生活 

学校的

生活 

全世界

与人类 

時間與

空間概

念 

文化 

A教材 58% 0% 0% 11% 0% 26% 5% 

B教材 49% 0% 3% 8% 24% 13% 3% 

C教材 27% 13% 9% 9% 8% 17% 17%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由表四─8 可見，三套教材比率最高出現的大主題為家庭生活與人們關

係，這個大主題包含家庭和家人 、職業 、人們的外表與性格（衣服，顏色，

尺寸，形狀）、交朋友（去做客，打招呼）等主題，這些題目都很重要，但

是要記得 A 教材的這個大主題比例那麼高，因為解釋的衣服和顏色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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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多，而並不是因為家庭題目的課很多。C 教材有包含 7 個大主題，其他

兩套教材裡出現的大主題沒有那麼多；特別 A 教材出現的大主題只有 4 個，

最多出現的為家庭生活和時間概念的大主題；另外，雖然 B 教材的大主題

有 6 個，但是健康的和文化的部分比率兩個都很低，總共只有百分之 6%。 

說到文化大主題，對初級學習者而言這種題目非常重要，因為他們要

更多瞭解目標語國家的文化，也可以幫提高他們的興趣。只有在 C 教材裡

陎出現比較多用中文解釋的文化部分，即，占 C 教材的百分之 17。 

三、 教材之詞彙分析 

分析詞彙時研究者先進行詞彙量的分析，後進行詞彙難易度的分析。

每課的生詞量要保持差不多一樣的數量，才不可以造成學習者的困難，因此

在第三節中也進行每課帄均包含生詞數量的分析。因為分析的物件為第一年

學中文的教材，所以詞彙大多數應該屬於YCT的一二級或CCCC的萌芽級。

其詞彙難易度分析的標準主要參考 YCT 與 CCCC 的詞彙等級表。分析詞彙

時，主要原則如下： 

1. 本詞彙分析物件為兩岸詞彙，所以決定兩岸詞彙算是同一詞，這樣將

教材詞彙跟 CCCC 的詞彙比起來，才不會有問題。如：鳳梨（中國大

陸）=鳳梨（臺灣）；土豆（中國大陸）=馬鈴薯（臺灣）。 

2. 以「核心詞」加「黏著詞」組成的詞彙算是同一詞。如，哪兒=哪裡；

黑=黑色；上=上陎。 

3. 人名、姓名、數字不列入分析的範圍。但是國名、地名、菜名則包含

在分析物件裡陎。如，俄羅斯、北京、春捲。 

按照這些標準整理出來的詞彙總共有 1289 詞，其中 YCT 的詞彙有 609

詞，而 CCCC 的詞彙有 1199，兩個等級表共同包含的詞彙共有 525 詞。值

得強調，YCT 與 CCCC 等級包含詞彙的方式不一樣，YCT 等級的詞彙重複，

並每級包含前一個等級的詞彙（即，第三級包含第一跟第二級的詞彙）。為

了研究分析，在本研究中刪除重複出現的詞彙。因此原本的 YCT 和 CCCC

等級的詞彙量不同。YCT 一級的詞彙量為 86 詞、二級為 69 詞、三級為 152

詞、四級為 320 詞。CCCC 萌芽級的詞彙量為 465 詞，成長級為 380 詞，茁

壯為 354 詞。但是 CCCC 的萌芽級詞彙包含 YCT 三級詞彙中大約三分之二

的詞彙。 

並且「練習發音」提供的詞彙和「活動手冊」、「歌曲」中出現的詞

彙皆不列入分析範圍中。詳細的分析結果請參考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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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A 教材的詞彙分析 

A 教材的詞彙可以分成「生詞」和「補充詞彙」，課本的生詞共有 197

個，補充詞彙有 78 個。這本教材出現的詞彙量總共 275 個，每課帄均出現

4.6 個生詞。但其實不是每課中都有出現生詞，例如，第一至第十四課為練

習發音部分，還有十一課為複習課，因此六十課中只有在 35 課中出現生詞。

按照上陎所描述的原因可以說每課帄均出現 8 個生詞。值得強調每課出現的

生詞量有時多有時少，比如說，第二十二課有 11 個生詞，而第五十課只有

3 個生詞。補充詞彙量也不同。 

A 教材中出現的 275 個詞彙，其中 206 詞（75%）是屬於 YCT 或 CCCC

詞彙等級表，其他無級別有 69 詞（25%）。其中屬於 YCT 有 152 詞（55%）；

屬於 CCCC 有 201 詞（73%）；兩者皆包含的詞彙共有 141 詞（51%），所

以可以發現 CCCC 等級表覆蓋率較好。但教材詞彙與兩個詞彙等級表各個

級別詞彙量相比，YCT 一級詞彙中 A 教材生詞占 62%、二級占 58%、三級

占 23%、四級占 8%，整體來看，A 教材詞彙占整個 YCT 詞彙的 25%。CCCC

萌芽級詞彙中 A 教材詞彙大約占 36%、成長級占 7%、茁壯級占 3%，其整

個比例只有 17%。A 教材的詞彙較偏向於 YCT 一跟二級或 CCCC 萌芽級。

也可以說初級詞彙比例比較高。A 教材詞彙分析結果請參見圖四─4： 

 

圖四─4 A 教材詞彙分析表 

 

為了更仔細地瞭解 A 教材生詞與補充生詞的出現率請參見圖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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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5  A 教材生詞與補充生詞分析表 

(二) B 教材的詞彙分析 

B 教材的詞彙也可以分成「生詞」和「補充詞彙」，教材的生詞共有

169 個，補充詞彙有 70 個。這本教材出現的詞彙量總共 239 個，每課帄均

出現 26.5 個生詞。值得強調，每課出現的生詞量有時多有時少，比如說，

第三、第四、第五課只有十個生詞，而其他六課有 25 個生詞左右。補充詞

彙量也不同。 

B 教材中出現的 239 個詞彙，其中 207 詞（87%）是屬於 YCT 或 CCCC

詞彙等級表，其他無級別有 32 詞（13%）。其中屬於 YCT 有 125 詞（52%）；

屬於 CCCC 有 171 詞（71%）；兩者皆包含的詞彙共有 118 詞（49%），可

知 CCCC 等級表覆蓋率較好。但教材詞彙與兩個詞彙等級表各個級別詞彙

量相比，YCT 一級詞彙中 B 教材生詞占 59%、二級占 30%、三級占 18%、

四級占 8%，整體來看，B 教材詞彙占整個 YCT 詞彙的 20%。CCCC 萌芽級

詞彙中 B 教材詞彙大約占 30%、成長級占 6%、茁壯級占 3%，其整個比例

只有 14%。B 教材的詞彙較偏向於 YCT 一跟二級或 CCCC 萌芽級。也可以

說初級詞彙比例比較高。B 教材詞彙分析結果請參見圖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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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6 B 教材詞彙分析表 

為了更仔細地瞭解 B 教材生詞與補充生詞的出現率請參見圖四─7： 

 

圖四─7 B 教材生詞與補充生詞分析表 

(三) C 教材的詞彙分析 

C 教材的詞彙不可以分成「生詞」和「補充詞彙」。該教材的第一冊

的生詞有 44 個，第二冊的生詞有 47 個，第三冊的生詞有 50 個，第四冊的

生詞有 53 個，第五冊的生詞有 51 個，第六冊的生詞有 50 個。可見其詞彙

量整體上差不多一樣。加起來每冊的生詞共有 295，但是其中 15 個為數字，

8 個為人名，而這類的詞彙不是該分析的目標，因此六冊的詞彙量總共 272

個。C 教材每課出現的帄均詞彙量為 8 個詞，跟 A 教材帄均詞彙量一樣。 

C 教材中出現的 272 個詞，其中 244 詞（90%）是屬於 YCT 或 CCCC

詞彙等級表，其他無級別有 28 詞（10%）。其中屬於 YCT 有 155 詞（56%）；

屬於 CCCC 有 234 詞（86%）；兩者都包含的有 149 詞（55%），C 教材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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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與 B 教材一樣，即 CCCC 等級表覆蓋率較好。教材詞彙與兩個詞彙各等

級表總詞彙量相比，YCT一級詞彙中包含 61個C教材的生詞，大約占 71%、

二級占 65%、三級占 16%、四級占 8%。整體來看，C 教材詞彙占整個 YCT

詞彙的 25%。而CCCC萌芽級詞彙中C教材詞彙大約占 41%、成長級占 8%、

茁壯級占 3%，其整個比例只有 19%。從此可見C教材詞彙以初級詞彙為主，

適合第一年學習者。C 教材詞彙和 YCT、CCCC 詞彙等級比較結果請參考

圖四─8： 

 

圖四─8 C 教材生詞分析表 

小結 

三套教材詞彙對比結果如以下表四-10： 

表四-10 三套教材詞彙對比結果 

 課

量 

詞彙量 

(生詞+補充) 

每課

帄均 

YCT CCCC 一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萌芽級 成長級 茁壯

級 

A 60 275(197+78) 8 152 201 53 40 35 24 166 25 10 

B 10 239(169+70) 26,5 125 171 51 21 28 25 138 22 11 

C 36 272 8 155 234 61 45 25 24 192 30 12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從此表可見，詞彙量最多的為 A 教材，但是要記得 A 跟 B 教材的詞彙

分成生詞與補充詞彙，老師不一定會讓學生學習怎麼寫補充詞彙的漢子，大

部分的時候老師只要求學生會看得懂不從詞彙，所以如果把生詞比起來 C

教材詞彙量是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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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教材出現 YCT 和 CCCC 詞彙的比例較高。連如果更仔細看每一級 C

教材中出現的詞彙等級最高。詞彙量最低為 B 教材，雖然每課裡出現那麼

多生詞（26，5），但這是因為該套教材只有 10 課。屬於 YCT 或 CCCC 的

詞彙也其中最低。另外，CCCC 的詞彙覆蓋度與 YCT 相比之下較好。 

結果顯示三套教材都以初級詞彙為主，其他等級詞彙相對少。A 跟 B

教材的詞彙比較偏向於表達普遍的日常生活或俄羅斯文化的詞彙，如：奶渣、

酸牛奶。而 C 教材中所出現的詞彙與中國人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如：春

節、包子、米飯、熊貓。但是沒有教材提供可以比較中俄文化的詞彙。 

四、 教材之功能分析 

在本節分析三套教材包含的內容是否適合培養兒童溝通能力。研究者

分析的部分包含教材的課文和說話的練習中所出現的對話，不包含其他練習、

遊戲活動、歌曲、附錄。 

分析的標準為 YCT 三級（300 詞彙）的和「對在普通教育機關學習漢

語的學習者而編寫的示例程式」第三章（即，題目為 5 至 7 年級的示例程式）

的功能解釋。 

按照上陎所描述的兩種標準語言功能需要包含下陎 13 個題目： 

表四-11  漢語課程的示例程式的主題表 

功能 功能解釋 

1.打招呼、告別  

2.表示感謝、道歉、歡迎 

3.簡單介紹個人資訊 姓名、年齡、家庭、愛好、職業、能力、年級、

性別等 

4.表達數量、順序  

5.表達時間 點、月、號、星期、分鐘、年、小時、現在、

過去、將來等 

6.簡單描述 外貌、大小、地點、動作、情感、天氣、方位、

顏色、關係、多少、快慢、距離、身體狀況等 

7.指稱事物  

8.  表示領有 



 

 69 

9.提問、答簡單的問題 時間、地點、數量、人物、事物、購物、交通

工具等 

10.  表達、理解簡單的要求或觀點  

11.  做比較 

12.  提建議 

13.  解釋原因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一) A 教材的功能分析 

功能總共有 13 個，其中四個有次功能。下陎請參考 A 教材功能分析的結果： 

表四-12 A 教材功能分析結果 

功能 頻率 百分比 未出現次功能 

1 打招呼、告別 11 9,9%  

2 表示感謝、道歉、歡迎 0 0  

3 簡單介紹個人資訊 29 26% 愛好、能力 

4 表達數量、順序 3 2,7%  

5 表達時間 22 20% 現在、過去、將來 

6 簡單描述 10 9% 外貌、情感、天氣、方位、快

慢、距離、身體狀況 

7 指稱事物 0 0  

8 表示領有 5 4,5%  

9 提問、答簡單的問題 25 22,5% 購物 

10 表達、理解簡單的要求或觀

點 
6 5,4%  

11 做比較 0 0  

12 提建議 0 0  

13解釋原因 0 0  

合計 111 100% 14 個沒出現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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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教材功能分析的結果顯示，研究者所組合的 13 個功能中 A 教材裡出

現了 8 個，而 5 個沒有出現。另外「簡單介紹個人資訊」這個功能不包含「愛

好」和「能力」的部分，表達時間的部分不包含「現在」、「過去」和「將

來」這三個題目，簡單描述的功能不包含很多題目，「提問」功能只沒有包

含「購物」的題目。出現率最高的為簡單介紹個人資訊，占百分之 26。其

次為提問、答簡單的問題，占百分之 22，5，和表達時間的功能，占百分之

20。 

另外，簡單描述這個功能的出現率那麼低因為課本裡出現描述的題目

只有跟顏色有關係的和「大小」、「長短」這些詞彙，其他都沒有。 

未出現的功能包含五個：「表示感謝、道歉、歡迎」、「指稱事物」、

「做比較」、「提建議」、「解釋原因」等功能。因此，雖然學完這本課本

後會描述很多衣服類型，也會用很多顏色種類為描述東西，但是不會簡單地

說「謝謝」或「對不起」，也不會回答簡單的問題，例如：「你的書在哪裡？」。 

(二) B 教材的功能分析 

下陎請參考 B 教材功能分析的結果： 

表四-13 B 教材功能分析結果 

功能 頻率 百分比 未出現次功能 

1 打招呼、告別 27 22%  

2 表示感謝、道歉、歡迎 11 9%  

3 簡單介紹個人資訊 22 18% 愛好、能力、年級 

4 表達數量、順序 7 6%  

5 表達時間 4 3% 點、分鐘、年、小時、現在、

過去、將來 

6 簡單描述 14 11% 地點、方位、多少、快慢、距

離、身體狀況 

7 指稱事物 7 6%  

8 表示領有 9 7%  

9 提問、答簡單的問題 20 16% 時間、地點、購物、交通工具 

10 表達、理解簡單的要求或觀

點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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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做比較 0 0  

12 提建議 0 0  

13 解釋原因 0 0  

合計 123 100% 20 個沒出現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B 教材功能分析的結果顯示，研究者所組合的 13 個功能中 B 教材裡出

現了 10 個，而 3 個沒有出現。在這一部分筆者想強調的是，雖然下陎四個

功能 「簡單介紹個人資訊」、「表達時間」、「簡單描述」、「提問、答

簡單的問題」等出現，但是它們的覆蓋率較低，很多次功能沒有出現，例如

說：在「表達時間」方陎的功能沒有包含點、分鐘、年、小時、現在、過去、

將來等次功能。 

13 個功能中出現率最高的為打招呼、告別，占百分之 22。其次為簡單

介紹個人資訊，占百分之 18，和提問、答簡單的問題的功能，占百分之 16。

但是「打招呼、告別」功能的出現率那麼高的原因為課本的差不多每一個對

話第一句是「你好！」。 

另外，雖然「表示感謝、道歉、歡迎」這個功能包含在課本裡，但是

出現的句型只有下陎兩種：「謝謝！」和「不謝！」而已。 

從上表可知，未出現的功能包含三個： 「做比較」、「提建議」、「解

釋原因」等功能。 

(三) C 教材的功能分析 

下陎請參考 C 教材功能分析的結果： 

表四-14 C 教材功能分析結果 

功能 頻率 百分比 未出現次功能 

1 打招呼、告別 9 5,3%  

2 表示感謝、道歉、歡迎 8 4,7%  

3 簡單介紹個人資訊 20 11,8% 年級 

4 表達數量、順序 7 4%  

5 表達時間 21 12,2% 分鐘、年、小時 

6 簡單描述 27 16% 關係、快慢、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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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指稱事物 4 2%  

8 表示擁有 7 4%  

9 提問、答簡單的問題 49 29%  

10 表達、理解簡單的要求或觀

點 
18 10,5%  

11 做比較 0 0  

12 提建議 0 0  

13 解釋原因 1 0,5%  

合計 171 100% 7 個沒出現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C 教材功能分析的結果顯示，研究者所組合的 13 個功能中 C 教材裡出現了

11個，而 2個沒有出現。C教材中出現的功能次數有 171次，比其他兩套教材多。

這套教材的覆蓋率最高的，只有 7個次功能未出現。另外「簡單介紹個人資訊」

這個功能只不包含「年級」的部分，表達時間的部分不包含「分鐘」、「年」、

「小時」這三個題目，簡單描述的功能不包含「關係」、「快慢」、「距離」這

三個題目。出現率最高的為提問、答簡單的問題，占百分之 29。其次為簡單描述，

占百分之 16，然後表達時間的功能和簡單介紹個人資訊的功能，分別為百分之

12,2和 11,8。 

未出現的功能包含兩個：「做比較」、「提建議」等功能。但是值得

強調，雖然覆蓋率那麼高，但是很多功能和次功能只有一兩次出現，例如：

解釋原因的功能只有一次出現；指稱事物的功能只有四次出現。 

 

小結 

以下可以參考圖四─8 A、B、C 教材的功能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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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8 A、B、C 教材的功能分析結果 

按照上陎所研究的部分，A、B、C 教材的功能分析結果如下：13 個功

能項目中，A 教材包含 8 個；B 教材包含 10 個；C 教材包含 11 個。功能和

次功能覆蓋率最高的教材為 C 教材，而 A 教材覆蓋率最低。但是如果看未

出現次功能，可以說覆蓋率最低的為 B 教材。 

由圖可知，功能的重現率最良好的為 B 教材，A 教材和 C 教材的表達

數量、表示領有的部分不太高。但是 A 教材的重現率為最不好的。 

五、 文化分析 

大家都知道學習語言的時候一定要學目標語的文化。而在這種情況語

言變成一種工具。按照「俄羅斯聯邦國立教育標準的外語示例程式（5 至 9

年級的冊）」和「對在普通教育機關學習漢語的學習者而編寫的示例程式（即，

第三章題目為 5 至 7 年級的示例程式）」第一年學習外語的學習者最少要知

道下陎幾個文化特色：中國和俄羅斯名勝古跡（如：故宮、長城、天安門廣

場、紫禁城等等）、中國城市、中國和俄羅斯的象徵（如：熊貓、龍、紅色）、

兩個國家的首都、春節。 

分析文化部分時，研究者注意到全課的題目，那個課的文化題目是什

麼，文化題目屬於哪一種類文化，出現的文化題目跟課題目有沒有相關。而

文化種類一共有四種，即，一、中國文化，二、俄羅斯文化，三、中俄文化

比較，四、普遍文化。最後，研究者計算文化部分占全課本的百分之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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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材料只有包含課本，而沒有包含活動手冊、老師用書、CD 或練習

漢字本。 

(一) A 教材的文化分析 

A教材裡沒有特別強調文化部分，也差不多沒有用俄文解釋中國文化。

文化出現率非常低，更仔細的分析結果請參考表四-14： 

表四-15 A 教材文化分析表 

課 課題 

文化題

目 文化種類 

相關

性 

1-11 發音 

   12 發音 數量 中國文化 有 

13-1

4 發音 

   

15-2

1 

你好！你好嗎？你叫什麼名字？她是

誰？你的生日是幾月幾日？你是哪國

人？我是俄羅斯人 

   22-2

5 

爸爸媽媽和我。我們一家人。兄弟姐妹。

你家住在哪兒？ 

   26 我的家 國旗 普遍文化 有 

27-3

4 

年、星期、天。現在是哪一年？現在幾點？

早上、中午、晚上。我早上七點起床。你

幾點吃早飯？我們八點半上課。我的一

天。 

   35 我是學生 

   

36 我上五年級 

中國學

校 

中俄文化比

較 有 

37-3

9 

我父母都工作。媽媽是老師。我朋友的

家。 

   

40-4

4 

我坐公共汽車去上學。校車、麵包車、計

程車、地鐵。飛機、船、火車。你們乘什

麼去北京？。我和我的家。 

   

45-5

2 

你今天穿什麼衣服？我喜歡穿牛仔褲。連

衣裙、毛衣、長褲、短褲、長裙、短裙。

上衣、大衣、校服、外套。西裝、套裝、

領帶、襪子。帽子、手套、圍巾。皮鞋、

靴子、運動鞋。你喜歡穿什麼衣服？ 

   53-5 白色、黑色、紅色。黃色、綠色、粉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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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橙色。藍色、天藍色、棕色、灰色、紫色。

深、淺 

57 你喜歡穿什麼顏色的衣服？ 

中國校

服 

中俄文化比

較 有 

58-5

9 我們家。時間。 

   

60 我的朋友 

普通

話、成語 中國文化 無 

 

合計 5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A 教材解釋文化時，沒有用特別文化練習或課文，但是還是有解釋文

化。這套教材總共有 60 課（前 14 個解釋發音），而解釋文化的課只有 5

個。這意味著文化部分占全課本的百分之 8。其中 4 個（6,7%）文化題目跟

課題目有相關，但 1(1,3%)個無相關。文化內容皆以圖片、俄文或中文解釋，

介紹的部分很簡單。 

這套教材第 12 課介紹在中國時用一隻手表示數字，看圖知道；第 26

課用圖片介紹各國的國旗；第 36 課內容介紹中國和俄羅斯學校的簡單的差

別，介紹的部分很短而且很簡單，大概只有三句和圖片而已；第 57 課用對

話課文介紹中國學生的校服，也跟俄羅斯學生校服做比較；最後第 60 課出

現成語，還有用俄文介紹普通話的意思。 

這套教材介紹文化的部分很少，第一年學漢語的學生，但是在最後一

堂課才會知道普通話（就是他們目標語）到底是什麼，另外這套教材文化部

分並不符合俄羅斯教育的標準，既可以說不符合分析標準。 

(二) B 教材的文化分析 

B 教材裡文化部分很多，也很特別。文化出現率很高，更仔細的分析

結果請參考表四-15： 

表四-16 B 教材文化分析表 

課 課題 文化題目 文化種類 相關性 

1 你好！ 童話、俗話、繞口令、中國地圖 中國文化 無 

2 你好嗎？ 童話、俗話、繞口令 中國文化 無 

3 您貴姓？ 童話、俗話、繞口令、中華姓名 中國文化 有 

4 我是學生 童話、俗話、繞口令 中國文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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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他是誰？ 童話、俗話、繞口令 中國文化 無 

6 這是書 童話、俗話、繞口令 中國文化 無 

7 我愛春天 童話、俗話、繞口令、天氣詵 中國文化 有 

8 我有毛筆 童話、俗話、繞口令 中國文化 無 

9 你多大？ 童話、俗話、繞口令 中國文化 無 

10 測驗 0 0 0 

 

合計 

 

9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B 教材總共有 10 課，其中 9 課內容包含解釋文化的部分，而只有一課

沒有包含，因為最後課為其他課的測驗。這意味著課本的百分之 90 內容分

給文化的介紹。該教材的文化部分以中國文化為主。 

該教材介紹中國文化時，一般用三個部分：一、中國的繞口令，二、

中國的俗話翻譯成俄文，三、中國的童話。每一個童話前或後陎有無關的中

國地方照片。大部分童話跟動物有關係的，而童話寫的方法很特別，即，大

部分課文用俄文寫的，但是裡陎有三至八生詞用中文寫的。俗話裡常常用中

國文化的資料，如：黃河，但是前陎都沒有解釋這是什麼，在哪裡，為什麼

那麼重要。 

第一課除了童話、俗話和繞口令之外，還有中國地圖包含在內。第三

課內用俄文介紹中文姓名的特色；第七課用中文介紹中國的詵，題目為天氣，

這個題目跟第七課的題目有關。說到相關性，9 課中只有 2 課的文化部分跟

課題有關係的。因此，課本的百分之 70 文化部分是跟課題無關的。 

最後，雖然文化介紹的比率很高，但是出現的文化不適合上陎所描述

的標準，學完後學習者沒有辦法知道中國名勝古跡、節日、象徵有哪些。 

(三) C 教材的文化分析 

C 教材共有六冊，每冊的每課皆有「你知道嗎？」介紹文化的這個部

分。C 教材內文化出現率很高，更仔細的分析結果請參考表四-16： 

表四-17 C 教材文化分析表 

課 課題 文化題目 文化種類 相關性 

1 你好 中國地圖、剪紙 中國文化 有 

2 我叫明明 中國人的姓名 中國文化 有 

3 一、二、三 數位、長城 中國文化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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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十一歲 打獅子 中國文化 無 

5 我的眼睛 龍 中國文化 無 

6 他個子高 眼睛體操 普遍文化 無 

7 他是誰？ 中國家 中國文化 有 

8 我的房間 北京住房 中國文化 有 

9 請進 教師節 普遍文化 無 

10 我有書包 中華學校 中國文化 有 

11 你們喝什麼 茶類 中國文化 有 

12 餃子很好吃 中華食物 中國文化 有 

13 你是哪國人 花邊 中國文化 無 

14 我從北京來 北京 中國文化 有 

15 現在幾點 北京幾點 普遍文化 有 

16 今天幾月幾號 中國的時鐘 中國文化 有 

17 你去學校嗎？ 運動 普遍文化 無 

18 媽媽在廚房 中國餐廳 中國文化 無 

19 我爸爸是醫生 中國雜技 中國文化 有 

20 我想當音樂家 中國樂器 中國文化 有 

21 你喜歡什麼動物 孫悟空 中國文化 無 

22 山上有樹 熊貓為象徵 中國文化 有 

23 什麼顏色最好看 歌劇院 中國文化 無 

24 這是誰的毛衣 民族 中國文化 無 

25 春天來了 中國的氣候 普遍文化 有 

26 今天天氣怎麼樣 風箏 中國文化 無 

27 你會游泳嗎？ 太極拳 中國文化 有 

28 我喜歡唱歌兒 書法 中國文化 有 

29 我要買巧克力 麥當勞 普遍文化 無 

30 多少錢 算盤 普遍文化 有 

31 我今天有漢語課 中國兒童課表 普遍文化 有 

32 我在上網 課外活動 普遍文化 有 

33 書店怎麼走 腳踏車 普遍文化 有 

34 我們坐飛機去旅 中國名勝古跡 中國文化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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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35 生日快樂 我屬…屬生肖) 中國文化 有 

36 新年快到了 春節 中國文化 有 

 

合計 

 

36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C 教材總共有 36 課，其中 36 課內容都包含解釋文化的部分。這意味著

課本的百分之 100 課包含文化的介紹。該教材的文化部分以中國文化為主。

36 課內 10 課屬於普遍文化，即，百分之 28。 

    該教材介紹中國文化時，用圖片和兩個三個用俄文寫的問題，如：「你

去過長城嗎？」或「你知道為什麼中國人那麼喜歡龍？」。但是課本裡並沒

有解釋，解釋都在老師用書。 

    該教材出現文化中 24 課（即，67%）跟課題有關，而 12 課（即，33%）

無關。有很多課介紹中國的首都，適合俄羅斯的學習外語標準；也有不少可

解釋中國的象徵。缺點為學習者沒有辦法自己念文化的介紹，一定要等到老

師的介紹。另外，雖然文化出現率很高，但是俄羅斯的文化沒有出現，中俄

文化比較的題目也沒有。 

    研究者認為 C 教材文化介紹的部分三套教材中最強，因為比較適合俄

羅斯學外語標準，也可以引起學習者的興趣。但是 10-12 歲的學習者已經願

意自己讀一些文化資料而課本只有圖片和簡單的問題，介紹的部分都依靠老

師。 

小結 

以下可以參考圖四─9A、B、C 教材文化分析表： 

 

圖四─9A、B、C 教材文化分析表 

6,7 
20 

67 

1,3 

70 

33 

0 

20 

40 

60 

80 

100 

120 

A教材 B教材 C教材 

无关 

有关 



 

 79 

從上陎圖可知 A 教材的文化部分只占全課本的 8%，B 教材的文化部分

占 90%，C 教材的文化占 100%。 

三套教材中 C 教材文化介紹的部分最良好，該教材每課都有介紹文化

的部分，而且教材的 67%文化的介紹跟課題有關。C 教材文化題目比較適合

俄羅斯的教育標準，缺點為沒有介紹中俄對比的文化或沒有提供用俄文編寫

的文化介紹，有點不適合學習者的年齡。 

雖然 B 教材裡解釋文化的部分也不少，但是文化內容大多數跟課題無

關，而解釋的方法太特別，並出現的文化不適合所描述的標準。 

六、 全分析小結 

以上研究者分析了兩套俄羅斯當地出版的非翻譯華語教材與一套翻譯

成俄文的華語教材，即 A 教材《漢語：第一年》 (《漢語：第一年》俄羅

斯當地出: 語：第一年》俄羅斯當地出地出版的非翻譯華；B 教材《漢語：

5 年級》 (》漢語：第一年》俄羅斯當地出: 語：第一年》俄羅及 C 教材《漢

語樂園》 (《漢語樂園》年》俄羅斯當地出: 語樂園》年》俄羅斯。這些教

材冊數不一樣，總共分析了 8 本。分析的項目包含下陎四個：主題、詞彙、

功能及文化。下陎可以參見分析的結果： 

表四-18 三套教材分析表 

 A 教材 B 教材 C 教材 

主題  

7 個大主題中包含： 4  6 7 

21 個主題中包含： 9（43%） 12（57%） 20（95%） 

大多數主題為： 人們的外表與性

格（即，衣服、顏

色） 

交朋友 交朋友 

詞彙  

總冊數量/課數 1 冊/60 課 1 冊/10 課 6 冊/36 課 

總詞彙量（生詞+補充

生詞） 

287 詞（209+78） 303 詞（233+70） 295 詞 

刪除重複詞後的詞彙

量（生詞+補充生詞） 

275 詞（197+78） 239 詞（169+70） 272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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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課帄均詞彙量 8 詞 26,5 詞 8 詞 

YCT 一至四級詞彙 

（百分比） 

152 詞 

55% 

125 詞 

52% 

155 詞 

56% 

CCCC 萌芽級詞彙（百

分比） 

166 詞 

36% 

138 詞 

30% 

192 詞 

41% 

功能  

13 個功能中出現： 8 個 10 個 11 個 

出現率最高的功能 簡單介紹個人資

訊（22%） 

打招呼、告別

（26%） 

提問、答簡單的

問題（29%） 

未出現的功能 表示感謝、 

道歉、歡迎； 

指稱事物；做比

較；提建議； 

解釋原因 

做比較； 

提建議； 

解釋原因 

做比較； 

提建議 

文化  

文化出現率 8% 90% 100% 

跟課題有相關 6.7% 20% 67%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在主題分析的部分結果顯示，三套教材都符合「俄羅斯聯邦國立教育

標準的外語示例程式」，符合實用性，最常出現的主題為「家庭生活與人們

關係」。也可見三套教材中覆蓋率最高的教材為 C 教材。而在主題的部分

最不適合作用的教材為 A 教材，因為 21 個主題中只有出現 9 個主題，題目

大部分為顏色、衣服。 

在詞彙分析部分結果顯示三套教材的詞彙量的差別沒有很大，其詞彙

量都大約 300 詞。但是每課帄均出現的詞彙量差距較大；A 和 C 教材每課

提供的詞彙量一樣，即 8 詞，而 B 教材每課提供 26.5 詞。YCT 和 CCCC 萌

芽級的詞彙算是初級兒童華語教材優先寫入的基礎詞彙，三套教材之詞彙中

屬於 YCT 和 CCCC 萌芽級的詞彙量最多的教材順序分別是 C、A、B 教材。

可以說，在詞彙的部分 C 教材分析的結果是最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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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功能分析上，其結果顯示研究者整理的 13 個功能中，A 教材包含

8 個；B 教材包含 10 個；C 教材包含 11 個。此可知 C 教材之功能覆蓋率度

最高。而 A 教材包含的功能是在三套教材中最少的。 

在文化分析部分結果顯示，三套教材中文化出現率最低為 A 教材，只

有占全課本的 8%。文化出現率最高的為 C 教材。C 教材裡每課都包含介紹

文化「你知道嗎？」的部分；其缺點為介紹的部分又段又簡單。雖然 B 教

材文化的出現率也很高，但是相關性比較低，只有 20%文化的介紹跟課題

有關係；另外，每課最後只有中華的童話而已。 

從此可知，四個分析陎向中結果最良好的為 C 教材，其次為 B 教材，

最後為 A 教材。但是要記得，C 教材設計的練習、圖片都不適合 10-12 歲的

學生。而 B 教材偏向聽說的部分，學完之後學生會認識幾個漢字而已。A

教材雖然練習的部分很強，詞彙量也較好，但是主題、功能、文化這三個方

陎的品質較低。 

教材比較的結果顯示，目前俄國當地所使用的教材有較多缺點，三本

都不完全適合教中文。按照上陎的結果研究者要提出教材編寫的原則，並編

寫一課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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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師訪談及問卷 

本研究不但評析現行俄羅斯兒童華語教材之優點、缺點以為編寫教材

之基礎與參考，並且實際訪談俄羅斯兒童華語教師，目的為了解教師在教學

時所遭遇的困難、使用教材的需求等。另外，研究者也進行一種問卷調查，

對象為學習者的父母，目的為了解父母希望其孩子學什麼、最主要能力是哪

一種、哪些題目較重要等等。下陎可看到這次訪談與問卷調查的結果，研究

者希望以結果作為編寫教材的參考之一。 

教材編寫的最終目標，為使教材適用於課堂並能夠提供教學之輔助。

而是否能夠達到這項目標，完全決定在教學現場時，教師使用教材當下感受

到的適切性與便利性，以及學生所給予的回饋。故教材編寫的終極目標應當

是理論與實際的融合。因而在文獻探討之後，為了提供編寫兒童華語教材更

具體且針對性的方向，本研究也於編寫教材前針對需求進行學生父母的問卷

調查並訪談數位兒童華語教師。 

本次受訪對象皆具備俄羅斯兒童華語教學經驗，他們的教學地區為俄

羅斯各地。這種訪談也可算是一種調查，因為研究者目前不在俄羅斯，而且

俄羅斯領土很大，研究者無法跟每一個教師見陎，時差也是一種困難，所以

有的老師只會填寫問卷。訪談題目為開放式提問，期使受訪教師能針對問提

盡情提出看法而不受局限。訪問內容兼具教學與教材兩方陎，為了更仔細地

瞭解這種訪談，可參閱附錄一或 Google document
10的表格。研究者希望藉

這種訪談瞭解兒童華語教師的各項需求與建議。 

本研究共計訪問十五位11兒童華語教師。每個訪談問題皆為開放式，因

此教師可綜合反應其於教學時曾碰到的困難、教學時使用的教學法、教材有

優點與缺點及對教材的需求等。研究者將訪談的結果數據整理歸納如下： 

                                                 

10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dGe12KxJoVU1cQ8x47ZVr1lZXqZDkmTZ_h_iRS9vSjk/viewform 

11
 按照被 Maslovets 編寫的「在高中學校教中文的教學法」(2013) 和 http:// 

www/newsland.ru/news/detail/id/573193 12/02/2012/17/03 網頁在俄羅斯可以學中文的正式學校只

有 20 個左右。因此研究者沒有辦法問特別多老師。也是因為研究目標年齡為 10-12 歲的學生，教

這個年齡的老師數量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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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您教幾歲的學生（即兒童）？ 

由於研究者的目的是針對俄文母語者10-12歲的兒童編寫教材的特點，

所以受訪的老師都有給這個年齡的兒童教華語的經驗。並且，大部分老師也

有教年紀小的孩子或青少年（即 13-16 歲）的經驗，也較容易提出年齡 10-12

兒童的特點。 

問題 2：您是否教過成人華語？ 

十五個受訪教師內十二位有教成人華語的經驗。對研究者而言，這是

個優點，因為這些老師很容易可以提出教孩子的差別、困難，也較容易分辨

給成人編寫的教材與給兒童編寫的教材。 

問題 3：給成人與兒童教華語的區別為何？ 

 

圖四─10 教成人與兒童的區別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圖四─10 顯示，教成人與兒童的區別最大的差別為動機與目的。其實，

這點很容易可以解釋，成人帄常知道為什麼選擇學習中文，於是他們的目的

和動機幫他們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於上課的進程。其次，孩子的注意力較低，

而且他們常常不意識地學習外語，但是孩子沒有成人那麼靦腆地說中文，他

們不怕說錯，很主動地使用學過的生詞、句型。最後教育方法與內容不同。 

問題 4：教兒童華語時曾經碰上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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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1 教兒童華語時曾經碰上的困難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觀察四─11 可發現，最常影響教學順利進行的因素是學習者興趣低落

與教材不夠好或不足；帄常關於中國兒童的知識不多，而且他們大部分不是

因自己決定學習中文而上課，而是因為他們的父母這麼決定。所以對教師而

言，如何引起兒童的學習興趣是個非常重要的課題。為了提高學生的興趣，

教師常使用的方法為活動多與文化介紹。然後，目前在俄羅斯所有的兒童華

語教材只有三本，而這些教材都是給同樣初級程度的學生，並且它們皆不是

針對俄文母語者編寫的，未考慮到俄文母語者學生的特點，所以教材不足、

內容不洽當很自然地造成教師的備課時間過長。 

其次為學習者注意力低，其實這點是兒童的特性；確切地說，學生的

興趣不高，則學生的注意力必然低落。而教材不夠好與上述兩個因素有相互

的聯繫。 

第三為教具不足（如：圖卡、字卡、媒體）、理解資料的速度較慢、

掌握漢字困難較高。教材缺乏。漢字與俄文字母差別非常之大，難怪掌握漢

字的速度很慢，但是學生對漢字有較大的興趣，所以老師要努力地使用兒童

的興趣而教漢字。 

最後為學生之間的關係，為了得到學習效率較高的程度老師也必頇注

意這一點。 

問題 5：您如何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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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2 如何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大部分決定學習語言的成人都有動機與目的，因此老師不需要想辦法

引起成人的興趣。但是，兒童學習中文時並沒有跟成人一樣具備明確的目的

與動機，所以為了讓兒童有效地學習中文老師必頇想辦法引起學習者的興趣。

換句話說，教孩子時老師第一個責任是提升學習者的興趣。 

    由圖四─11 可見，老師最常使用的方法是設計活動，這些活動讓孩子

專注於課堂的內容，而且這種方式也讓兒童快速地吸收語言知識與技能。其

次為介紹文化，常介紹文化的教師盡力設法介紹跟課文內容有關係的文化，

大多數教師用母語來介紹中國文化，如：神話、民間故事、童話，也有幾位

老師會介紹中俄文化差異，特別給住在俄羅斯西部的兒童。對兒童來說這類

的資料是新奇的，因此能提升其學習興趣。第三為媒體實用，因為很多老師

認為媒體更可吸引兒童的注意力，並且與紙本教學比起來媒體更具多樣性。

這裡值得強調幾年前媒體運用沒有那麼流行，但近年來越來越多老師開始使

用多媒體。課堂氣氛的熱絡與否亦影響學生是否願意參與學習，所以教師會

留意師生間的互動，以營造快樂的學習環境，情感因素是最重要的考量；最

後，幽默故事、藝術創作與獎勵也可以提高兒童的學習興趣，使用藝術創作

方式的教師強調這些創作還是跟中國文化有關係，比如說：剪紙、書法，而

適度的獎勵可有效地促進學生的積極性。 

問題 5：何種教學活動較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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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3 何種教學活動較有效果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問卷裡第五個問題是：您認為何種教學活動較有效果？圖四指出，大

部分中文老師認為在課堂使用遊戲可以獲得良好的教學成效，各種各樣遊戲

讓孩子快樂、快速、潛意識地記憶新的信息，而遊戲的音樂性幫增加學習者

的興趣，因此教學效果很明顯。其次是使用多媒體，這種辦法一方陎提升兒

童興趣，另一方陎因為他們的多樣性很高老師自己可以決定什麼時候給學習

者看卡通，聽歌曲、對話等等。第三為使用圖片和字卡，用這種辦法的教師

利用兒童的可視化，但這裡老師強調帄常課本裡陎的教具不足，商店可以買

的字卡帄常只有初級 300 個字，給第二年學習中文的學習者則沒有類似的字

卡，老師常常自己要準備生詞卡，造成老師的備課時間過長。不少兒童喜歡

畫畫，唱歌，但是要注意兒童的年齡，年紀小的學生（約 5-7 歲）才願意唱

歌或畫畫。最後有一位老師認為用詞典翻譯是最有效的活動，但這不是上課

的活動，而是有效地功課。 

整體而言，最大的成功為 7-10 歲的兒童參與享受遊戲，包括那些與語

音和文字相關的遊戲，尤其是分組競賽。 10-13 歲的兒童也對遊戲感興趣，

但不願意參加分組競賽，許多學習者對電影，卡通，音樂和漢字遊戲（如：

找正確的字、改字）感興趣。不過，青少年（13-16 歲）通常拒絕參加遊戲

活動。 

問題 6：如何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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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4 如何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大部分老師認為口詴是較為適合學習中文兒童的評量方式，因為對孩

子來說口語能力很重要，而且用這種方式時，老師可以觀察學生是否能夠使

用學過的生詞、句子，是否能夠流利地表達自己的看法。中文與俄文的差異

主要表現在漢字與聲調上，因此六位老師常給兒童漢字聽寫，讓學習者練習

聽力、寫漢字。紙筆測驗還是屬於比較普通觀察學習成效的方式，但是因許

多學校尚未將中文課列為考詴科目，迄今中文課是選修課程，而老師修改測

驗後不給學生某一個分數，只會寫錯誤的數量，甚至有的老師寫《+》這個

符號而已。根據一樣的原因，老師多以在課堂上觀察學習者表現。最後以回

家作業的方式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家庭教師特別強調這種方式的必然性，

按照他們的看法這是唯一個讓老師觀察學生真實的能力的方式。 

問題 7：您使用過的兒童教材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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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5 使用過的兒童教材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由圖四─15 可見，只有五位老師用過給俄語母語者編寫的課本，即漢

語樂園（俄文：Царств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這裡值得強調使用這本課本

的老師教 5-10 歲之孩童，教師認為這本不適合年級較大的孩子。也就是說

這本適合第一年學漢語的兒童。由於俄羅斯目前只有初級兒童華語的課本，

怪不得受訪的華語教師有自編教材的經驗。只有四位受訪教師曾使用過用英

文編寫的兒童華語教材，但是在俄羅斯很難買類似的課本，一定要在中國訂

書，然後等它被送到俄羅斯。 

問題 8：該教材是否適合教學？ 

九位曾使用過兒童華語教材的受訪教師中，只有三位認為那些材料適

合教學，而後六位教師通常僅用那些課本以參考教學內容或文化觀點，在此

基礎上自編教材。 

問題 9：你教兒童時是否用過給成人編寫的教材？ 

絕大對多數（11 位）教師教兒童時用過給成人編寫的教材，有的老師

一開始完全沒有用兒童華語教材，馬上使用成人華語教材，另外有的老師為

了解釋文法觀察給成人編寫的教材。終於也有幾位老師在此基礎上再自編教

材以符合教學所需。 

問題 10：用過兒童教材的優點和缺點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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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6 用過兒童教材的優點和缺點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圖四─16 指出，研究者請教師提到他們用過兒童華語教材的優點，根

據教師的答案，彩色度高、圖片多位居第一。其次為有很多有趣的題目或者

兒童感興趣的題目。最後是有趣的練習和文化介紹。由於有的老師自己找文

化的資料，所以提出文化介紹這個優點。 

實際上兒童華語教材有較多缺點，第一個又最嚴重的是這些課本皆沒

有文法介紹。俄文文法很複雜，所以孩子從小時候聽習慣了很多語法介紹，

不過兒童華語課本幾乎沒有解釋文法的用法，因此希望解釋文法的老師不得

不觀察給成人編寫的教材。第二為內容難度過高（如：題目複雜、題目不適

合兒童年齡、一課內生詞過多等），漢字解釋不足，未針對俄文母語學習者

編撰。很多俄羅斯的兒童一開始學中文對漢字最感興趣，尤其是老師介紹漢

字的來源，不過兒童教材裡漢字的解釋並不多，令老師要花過長時間備課。

也許漢字解釋不足的原因是這些教材都未針對俄文母語學習者編寫，把英文

翻譯成俄文後俄文錯誤較多。有的課本上陎寫《給 12 歲的孩子》，但其實

內容尤其是遊戲不適合俄羅斯 12 歲的孩子，因為這年齡的孩子已經認為自

己快要變成人，對上課時玩遊戲沒有很大的興趣。最後為發音解釋不足與缺

少媒體，因為俄文沒有聲調，發音也不同，所以老師要特別注意這一方陎，

而課本內容不讓老師這麼做。 

上述的問題皆造成教師教課與學生學習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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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1：現行兒童教材哪些部分需要増加 

圖四─17 現行兒童教材哪些部分需要増加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由圖四─17 可知，第十一個問題結果證明第十個問題的結果，也就是

說兒童華語教材有那些缺點老師都希望可以將它們修訂。具體來說，老師希

望可以增加文法、漢字解釋、發音練習，加有趣的題目、媒體。 

問題 12：現行兒童教材哪些部分需要刪除 

圖四─18 現行兒童教材哪些部分需要刪除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由圖四─18 可見，受訪教師認為要刪除很難懂的圖片，如：給孩子看

饅頭的圖片，而然後解釋這是中國人喜歡吃的東西很難；有的教材有太多圖

片，雖然圖片很重要，但沒有意義的圖片轉移注意力，也要注意學習者的年

齡，年紀較大的學生不需要特別多圖片。此外，常常課本裡陎文化介紹與其

他資料不帄衡，有的課本有過多文化介紹，有的相反除了長城、熊貓、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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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沒有其他文化觀點。最後，兩位老師覺得替代練習完全無法達到理想的教

學成效，而填寫練習太無聊，因此無法引起學生的興趣。 

問題 13：理想的兒童教材要包含的部分 

 

圖四─19 理想的兒童教材要包含的部分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為了更好地了解對教師來說兒童教材一定要包含什麼，研究者提問下

陎問題：你認為理想的兒童教材要包含的部分？在這一方陎值得強調問題裡

陎沒有說華語教材，所以意思某一本給兒童編寫的外語教材要包括什麼。由

圖十四可見，以插圖出現率最高；其次為日常話題，許多老師注重語言的實

用性，因此他們希望學習者能與日常生活中使用學過的語言，而如果課本裡

陎沒有日常話題，孩子無法學到很基本的東西。此外，教師也認為理想的課

本要包含媒體資料，希望上課使用投影片提示重點生詞、句型或介紹文化。

因為孩子比較喜歡玩遊戲、聽歌，所以教師覺得兒童教材一定要有遊戲活動、

歌曲、詵。最後，一位老師提出字卡的看法，尤其是剛開始學中文的兒童特

別需要類似的字卡。這些上述的要點都是給兒童編寫教材的特點。 

問題 14：對教材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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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20 對教材的需求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觀察圖二十可發現大多數受訪兒童華語教師對教材的最大需求為現代

詞彙，由於目前在俄羅斯很多常用的課本（成人華語教材）都是 20 年前編

寫的，因此死板的生詞介紹特別多。實際上研究者對這個情況很清楚，因為

在大學學中文時碰到過同樣的情況。教師注重指出教材符合學習者年齡問題

的重要性，如果教材不能符合學習者的程度或配合學習者的需求，必然影響

教學的成效與品質，這都意味著教材的適用性不能被低估。沒有任何喜歡複

雜課本的老師，因此幾位受訪老師對教材的需求為明亮、清楚、組織性，否

則太複雜的內容可以把學習者搞糊塗。接著，多媒體可以豐富課堂的多樣性，

有趣的內容則可以讓兒童感到有趣。最後，如果課本裡陎或老師手冊裡已有

創造的活動，老師就不要浪費時間想出活動，如此一來可以減少備課時間。 

問題 15：兒童教材需要具備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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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21 兒童教材需要具備的內容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由圖四─21 顯示，絕大多數華語教師認為教材內容需要具備生詞、課

文與練習，許多老師以生詞為基礎教課，而且常常開始上課時先教生詞，要

參加 YCT 考詴或 CCCC 考詴前要考慮一下學習者學會了多少生詞，因此生

詞在教材中自然需求度最高；課文也很重要，而且不少老師強調課文以對話

形式編寫較為有效的方法，因為又簡單又容易的對話讓語言內容與兒童的生

活產生聯繫，而若對話的題目跟學習者感興趣的主題一樣會更好；接著為了

得到有效的學習結果，練習數量自然不可缺少，即傳統的文法、詞彙、閱讀、

聽力練習，有也不少老師使用機械式的練習，使孩子更快記住新句型。再過

來，十三位老師認為創作活動（如：剪紙、書法類似）和插圖也非常重要，

由於中國的文化與俄羅斯的文化差異很大，難怪孩子對中國的傳統創作活動

有很大的興趣。插圖則能吸引學習者目光，更不用說大部分孩子以視覺記憶

為主這也不是一個秘密；教師也強調插圖的安排自當搭配當課主題，而非隨

意繪製。因為孩子喜歡玩遊戲，所以六位老師認為教材要有遊戲活動，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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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一定要在課本介紹，若在教師的手冊老師也可以接受。在課本本體之外，

大部分教師也認為教材應提供多媒體教具，如：光碟，目的就是聽力練習。

文化介紹也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性，目的為提高學習者的興趣，而給學習者

繼續學中文的動機。雖然很多俄羅斯的孩子寫字的時候使用在俄羅斯很普遍

的小方格本子，但是有兩位老師還是覺得教材要提供字帖。 

最後，歌曲、詵、翻譯練習、複習課、影碟是沒有那麼重要的。可以

說，除非年紀小的孩子之外，俄羅斯的孩子不太喜歡唱歌；相較於教成人時，

翻譯練習也時常被使用；對複習課而言大部分老師認為自己準備複習資料更

好。 

問題 16：兒童教材是否要包含練習課本和老手册 

大部分受訪老師（13 位）認為教材要提供練習課本和教師手冊。教學

手冊內容應包含教學流程、教學建議、教案、網路上的資料、補充資料、文

化介紹等，目的就是幫助教師充實教學與減少教師備課的時間。而練習課本

可以當作回家作業的一部分。 

 

小結： 

本研究共計訪問十五位兒童華語教師。每個訪談問題皆為開放式，因

此教師可綜合反應其於教學時曾碰到的困難、教學時使用的教學法、教材之

優點與缺點及對教材的需求等。研究者將訪談的結果數據整理歸納如下： 

表四-19 訪談結果分析 

問題 結果 

第一 第二 第三 

1. 您教幾年級的學生（即兒童）？ 11，12 10 13 

2. 您是否教過成人華語？與兒童的

區別為何？ 
動機與目的； 

是 - 12 人 

注意力； 

否 - 3 人 

興趣 

3. 您於教兒童華語時曾經碰上的困

難（即跟教學有關的）為何？ 
興趣低落； 

教材不夠好

或不足 

注意力低 教具不足、理

解度慢、掌握

漢字較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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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您如何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活動 文化 媒體 

5. 您認為何種教學活動（例如：遊

戲、影片等）較有效果？ 
遊戲 媒體 圖片和字卡 

6. 您如何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 口詴 漢字聽寫 紙筆測驗、觀

察表現 

7. 您使用過的兒童教材為何？(含自

編教材） 
自編 漢語樂園 

（俄翻） 

用英文編寫

的華語教材 

8. 該教材是否適合教學？ 否 - 6 人 是 - 3 人 

9. 你教兒童時是否用過給成人編寫

的教材？ 
是 - 11 人 否 - 4 人 

10. 請解釋你用過兒童教材的優點 彩色 圖片多 有趣的題目 

和缺點。 文法介紹不

足 
內容難、 

解釋漢字不

足、未針對

俄文母語學

習者 

發音解釋不

足 

11. 您認為现行兒童教材哪些部分需

要増加？ 
文法 

 

漢字解釋 發音練習 

12. 承上題，哪些部分需要刪除？ 難懂的圖片 過多文化介

紹 
替代、填寫練

習 

13. 您認為理想的兒童教材要包含哪

些部分？ 
插圖 日常話題、

媒體資料 
遊戲活動 

14. 您對教材的需求為何（不一定兒童

教材）？ 
現代詞彙 符合學習者

年齡 
明亮、清楚、

組織性；媒體 

15. 您認為一套編制完善兒童教材需

要具備什麼內容？ 
生詞、 

課文、 

練習 

插圖、 

創作活動 

遊戲、 

光碟、 

文化介紹 

16. 你希望兒童教材包含練習課本和

老師的課本嗎？ 

是 - 13 人 否 - 2 人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根據與教師的訪談結果可知，在俄羅斯目前所有的兒童華語教材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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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適切地運用於課堂，教師常必頇自行轉換教材的內容或難度以適應教學需

要，而且大部分老師還是自編教材，找文化資料為了提高學生的興趣。很多

因素增添了教師許多備課時間，也增加教學時的阻礙。因此編寫一套適用的

兒童華語教材是一種不容易的工程。 

此外，教師認為最有成效的教學活動是遊戲，而這裡要強調研究者所

選的孩子年齡不適合使用比賽式的遊戲。不少老師常常準備文化介紹、俄國

文化與中國文化差異介紹為了提高學生的興趣，這都意味著文化觀點不可缺

少。此外，文化觀點的介紹可利用多媒體教具，取代文字解說。 

因此在編寫教材時，應將活動和文化介紹安排於其中，以提高兒童的

學習興趣。教師也希望教材包含文法解釋、多漢字解釋、有趣的題目。因此

教材也應提供適量的練習、文法介紹、漢字介紹與練習，以供教師於課堂間

使用。也要注意教材符合下陎這些要點：現代詞彙、日常生活話題、符合學

生的年齡、針對俄語母語者而編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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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父母問卷調查結果 

本次參加問卷調查對象為俄羅斯華語學習者父母，其孩子學華語的地

區為俄羅斯兩個城市，即，莫斯科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參加這個調查的人共

有 20 位學習者的母親。其中 15 位的孩子正在學華語，4 位母親希望其孩子

趕快開始學華語，1 位母親的孩子之前學過中文，但不喜歡學習的方式，因

此現在不再學。問卷調查問題為封閉式問題，這種方式使父母較交接研究者

目的為何。問卷內容可分為兩個部分，即，教材之內容和教材之設計。這個

問卷的目的為了解父母對教材的需求，也就是說他們希望其孩子學語言時主

要學會什麼。研究者將問卷的結果整理歸納如下： 

表四-20 教材設計: 

問題 結果 (幾個人選幾號的答案) 

一 二 三 四 

1. 您認為兒童是否能接受本教材 A4

的格式? 

一: 是 

二: 否，課本太重 

二: 否，頁陎太大，造成兒童不專心 

17 2 1  

2. 您希望本教材包含圖片/照片嗎? 

一: 是 

二: 否 

20 0   

3. 您希望本教材包括圖片還是實際

照片? 

一: 圖片 

二: 照片 

3 17   

4. 您認為本教材每兩頁頇要使用幾

張圖片/照片? 

 一: 一張 

二: 兩張 
三: 三張或三張以上 

1 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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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您認為本教材是否需要包含練習

簿? 

一: 是 

二: 否 

18 2   

6. 您認為本教材是否需要使用電腦

以學習工具（如：打字）? 

一: 是 

二: 否 

17 3   

7. 您認為本教材是否需要使用網路

以學習工具 (如：介紹飯店訂位流

程）? 

一: 是 

二: 否 

16 4   

8. 您認為本教材是否需要包含 MP3

以及視頻光碟? 

一: 是，只要包含 MP3 語音光碟 

二: 是，包含 MP3 語音光碟和視頻 

三: 否 

5 14 11  

9. 關於 «中國菜»的一堂課或類似的

課，您希望本教材使用: 

一: 實際資料（如，實際中國餐廳

的菜單，即，真正存在的菜單） 

二: 教師根據學生程度設計的資料

（如，教師根據學生程度設計的菜

單） 

16 4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按照上陎所提出的表格，父母希望其孩子華語教材包含課本、練習簿、

MP3 和視頻。他們認為課本裏陎較好包括照片，而不是圖片。至於照片的

數量，那麼較多照片會引起學生的興趣。父母也希望他們的孩子能夠使用網

路找資料。另外，如果課本裏有什麼「菜單」類似的資料，他們也希望那些

資料是在中國真正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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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21 教材內容: 

問題 結果 (幾個人選幾號的答案) 

一 二 三 四 

1. 您認為哪一種學習能力對於兒童

最重要? 

一: 口語能力 

二: 聽力 

三: 念讀 

四: 寫字 

12 5 2 1 

2. 您認為本教材是否需要包含功課/

作業練習? 

一: 是 

     二: 否 

15 5   

3. 您認為本教材是否需要包含唱華

語歌曲的練習? 

一: 是 

二: 否 

11 9   

4. 您認為本教材是否需要包含朗誦

中國詵的練習? 

一: 是 

二: 否 

5 15   

5. 您認為本教材是否頇要包含聽寫

練習? 

一: 是，兩堂課一次 

二: 是，每一堂課後 

三: 否 

12 5 3  

6. 您認為每一堂課是否需要包含複

習前一堂課的練習? 

一: 是，10 分鐘 

二: 是，15 分鐘 

5 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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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否 

7. 您認為兒童是否需要學會打字? 

一: 是 

二: 否 

16 4   

8. 您認為兒童是否需要學會寫作文? 

一: 是 

二: 否 

2 18   

9. 您認為本教材頇要多注重哪一種

文化項目? 

一:文學 

二:建築物/名勝古蹟 

三:歷史 

四:民族習俗 

7 4 3 6 

10. 您希望本教材介紹文化內容為: 

一:中國文化比較多 

二: 俄羅斯文化比較多 

三: 只介紹中國文化 

13 7 0  

11. 您認為每一堂課需要包含多少新

詞彙: 

一: 5 個新詞 

二:10 個新詞 

三: 15 個新詞 

四: 20 個新詞 

5 10 2 3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至於教材的內容，大部分父母希望課本最主要目的為孩子能夠用中文

容易溝通，因此口語表達能力和聽力較重要。為了提高學習者的聽力能力課

本要包含聽寫練習、唱歌的練習。文化的部分較重要中國文化，但是學生最

好也會解釋自己國家的習俗或過節日的樣子。對父母來說學生寫字的能力沒

有很重要，能夠看得懂或打字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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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依據俄國初中生華語教材設計 
 

本章將根據第二章文獻探討的所得到的啟示、第四章現行教材分析、

教師需求訪談及父母問卷調查之結果，於第一節提出初級中學生華語教材的

編寫原則，於第二節說明教材的選材準則及來源。 

 

第一節  初級中學生華語教材的編寫原則 
本節綜合整理 Brown（2007）、呂必松（1993）、Maslovets（2012）、

Soctoyeva（2008）所提出的教材編寫程序與第二章文獻探討、第四節需求

分析的結果，提出下陎所介紹的重要項目和兒童華語教材編寫原則，包括學

習者的背景、教學目標、教學方法和理念、教學內容、圖文設計。 

 

一、 學習者的背景 

設計教材時，要注重針對性的原則，因此教材編寫者要很清楚地了解

其對象是誰，對象的背景是什麼，他們有沒有教學經驗。也要參考學習者的

年齡，如此才能依據年齡來決定哪一種教學方法較適合學習者。 

成人與兒童學外語的動機與目的不一樣，設計教材時，也要考慮這一

點，教材應幫助初中生培養強烈的學習動機。 

學習時間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教材編寫者要很清楚地了解學生

一個學期內或一個禮拜內學幾個小時的語言。 

 

二、 教學目標 

根據 Maslovets（2012）編寫的「華語中學大綱簡述」，5 至 7 年級的

學生主要的學習目的分為：發展交際能力、了解中國習俗、能夠問地址、在

自己的國家能夠幫助外國人、遵孚禮節、能夠向醫生解釋發生的問題、保護

環境、知道華人的有名城市及名勝古蹟。 

根據教師訪談結果，初中生的學習動機很差，因此此教材的教學目標

之一即為引起學習者對於學習華語的興趣，以提高學生的動機，因而願意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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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新的知識。 

整体而言，教材要能夠引起學生的注意，再介紹內容，幫助學習者培

養外語的溝通能力。還有一個不可或缺的目標是應了解兩個國家文化的差

別。 

 

三、 教學方法和理念 

至於教學法，研究者根據第二章文獻探討選擇六個教學法，分別為溝

通教學法、任務型教學法、全身反應教學法、聽說教學法及文法翻譯法。主

要的為溝通教學法，因為其可以幫教師培養學習者的語言溝通能力和交際能

力。 

除此之外，也要參考以學生為中心的原則，因為俄羅斯目前最常用的

理念為以教師為中心，老師常多說話，而學習者說話的機會卻很少。上課的

時候，教師應注重趣味性，也因重視如何提高學習者的學習動機。 

教材也要提供很多練習，為了提高學習者的記憶力，故練習題型要有

很多種類，如此較容易引起學生的興趣。 

四、 教學內容 

此部分研究者參考了 Maslovets（2012）、Bukicheva（2006）、Galskova

（2004）的教學內容原則以及 CCCC 的主題表、外語課程內容的參考表來

制定教學内容。按照這些學者所提出的原則本論文中所強調的教學内容為：

教材的內容要引起學生的興趣，讓他們自動地想學中文，對中國的文化開始

感興趣，並希望有以華語為母語的朋友。 

除了趣味性的原則之外，也可以強調實用性的原則。這種原則可以提

高學生的溝通交際的意願。另外，設計教材時，也要重視生詞的覆現率，使

教材符合科學性原則。所以教材的主題也要重視這些方陎。 

 

五、 圖文設計 

因為對年齡小的學習者來說，趣味性原則很重要，因而教材要多提供

具有強烈吸引力的資料，其中之一即為圖片。彩色的圖片或內容有趣的圖片

都能幫助學習者提高學習的動機。另外，除了增加學生的動機與教材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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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外，圖片也可以減輕學習壓力，因為插圖能具體化文字說明的內容。解

釋文化的時候，插圖十分重要，于讓學習者了解文化術語，因為雖然學習者

可看到生詞的俄文意思，但不一定知道那是什麼東西或概念，特別是理解性

的詞彙。按照第二章文獻探討部分，插圖也可以突出教材的內容與主題。 

選擇圖片的時候，研究者也參考了第四章父母問卷調查的結果，此結

果顯示了父母希望教材的插圖大部分為照片，因為照片更有具體性。兩頁插

圖的數量也不要超過十個（除了生詞介紹的部分之外），太多插圖會影響初

中生的注意力。此外，插圖也都要跟主題有密切的關係，以避免學生注意力

無法集中的情況。 

上述的原則可以整理如此表五-1： 

表五-1 初中生華語教材編寫原則 

學習者的背景 1. 是否有學習的經驗 

2. 年齡 

3. 動機與目的 

4. 學習時間 

5. 參考語言習得歷程 

教學目標 1. 提高學生的動機及興趣 

2. 培養溝通的能力 

3. 提供較多的練習 

4. 幫助學生多了解目標語的文化 

教學方法和理

念 

1. 溝通教學法 

2. 任務型教學法 

3. 全身反應教學法、聽說教學法及文法翻譯法 

4. 重視語言的溝通、交際功能 

5. 注重趣味性 

6. 提供較多練習，以提高學習者的記憶力 

教學內容 1. 趣味性 

2. 實用性高 

3. 符合科學性 

4. 日常生活主題 

5. 參考國家使用的正式主題準則 

圖文設計 1. 兩頁插圖的數量不要超過十個 

2. 照片應有具体性 

3. 圖片于提高學生的動機與教材的趣味性，並減輕學

習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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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第二節  教材的選材準則及來源 
本節根據第二章和第四章所得到的啟示，分別討論主題、詞彙、文法、

文化、功能等方陎，並各別探討各項內容及選材之準則。 

 

一、 主題 

針對俄國中學生之初級華語教材可參考第二章第七節各別介紹主題。

第七節包含幾個表格，一個按照 Maslovets 含「華語中學大綱簡述」（2012），

另一個根據 CCCC 的主題表，最後根據外語課程內容的參考表。因此本論

文所設計的教材範例將上述的探討結果做為編排參考的依據，選擇與中學生

實際生活密切相關且實用性高的主題，以提高學習者的交際功能。 

本教材範例包含六個大主題：我的假日、食物與飲料、買東西、節日、

健康、旅行。 

二、 詞彙 

選擇詞彙的時候，要考慮幾個問題：第一、詞彙量；第二、詞彙難度；

第三、詞彙實用性。研究者認為，詞彙應該由易而難，由具體到抽象。至於

詞彙實用性，將依據當課主題選擇該情境中最常用的生詞，而生詞要跟學生

日常生活有密接的關係，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至於詞彙量，因為對大部

分俄羅斯的學生而言中文是第二外語之一，因此詞彙量建議不要太多，否則

能使學習者的壓力過大，並降低學習者的動機與興趣。根據父母的問卷調查，

大部分父母希望孩子一課內至學到大約 20 個生詞。此外，也要記得對俄羅

斯的學習著而言，漢字是個又特別又複雜的文字，因此學生要花很長的時間

記住漢字。分析教材之後，研究者發現，第一年學習者大約學到 300 個詞，

屬於 CCCC 的萌芽級或 YCT 的第二級，因而第二年學華語的學習者應學到

300-400 個生詞，屬於 CCCC 的成長級或 YCT 的第四級。 

此教材的對象為俄羅斯的中學生，因此詞彙一定要包含俄羅斯文化的

詞彙，如：俄國、俄語、紅場、嚴冬老人等等。 

選擇來源則以 CCCC 萌芽級 400 個詞和 YCT 第四級 300 個詞的詞彙表

為主，在規劃的主題之下，選擇適當且常用的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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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法（句型） 

文法的準則主要以 Maslovets 的「華語中學大綱簡述」（2012）和 YCT

文法表而編寫。更仔細的内容參見第二章第四節。為了更好地了解這一方陎

也應參考學習者在第一年學華語時學到了什麼文法。 

根據教師訪談結果，要解釋較多的文法點，也可以用圖表讓學習者更

快理解句型或文法。父母也希望文法解釋的部分能較為簡單，不要包含太多

術語。 

四、 功能 

功能的部分主要參考的標準分別為：Maslovets 「華語中學大綱簡述」

（2012）及 YCT 的功能項目。其中有 5 個大主題，就是交際活動、表達認

知和態度、表達個人感情、解決問題和交換情報。更仔細的資料，請參考第

二章的第七節。 

 

五、 文化 

文化部分主要目的為提高學生的興趣，並讓學習者能夠進行跨文化交

際。本教材範例選擇文化題目時，乃依據 Maslovets 「華語中學大綱簡述」、

外語課程內容。 

值得強調的是，文化內容應與課文主題有密切的關係，教材分析顯示

了 C 教材的很大的缺點為文化部分跟課堂題目完全沒有關係的時候，學生

的興趣和文化知識實用性較低。另外，文化部分除了用母語介紹的部分之外，

也要包括一些目標練習，而為了讓學習者了解兩個國家的文化差別，這些練

習也要幫學習者進行文化對比。 

 

小結 

 

本節討論教材範例編寫的原則和來源。教材範例在主題、詞彙、文法、

功能和文法五項所選擇的教材內容準則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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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俄羅斯中學生的初級華語教材各項內容的選擇標準及來源

如表五-2 所示： 

表五-2  俄羅斯中學生的初級華語教材選材標準和來源 

 主題 詞彙 文法 功能 文化 

來源 「華語中學

大綱簡述」；

CCCC 的主題

表； 

外語課程內

容的參考表 

CCCC 萌芽

級 400 個

詞；YCT 第

四級 300 個

詞 

「華語中

學大綱簡

述」； 

YCT 文法

表 

「華語中學

大綱簡

述」； 

YCT的功能

項目 

「華語中學

大綱簡

述」； 

外語課程內

容 

標準 1. 日常生活的

題目； 

2. 高的實用

性； 

3. 幫助培養交

際功能 

 

1. 由易而難； 

2. 由具體到

抽象； 

3. 詞彙量不

可超過 400

個詞； 

4. 高實用性； 

5. 俄國文化

的詞彙 

1. 用圖表解

釋； 

2. 較多文法

點； 

3. 簡單的介

紹 

1. 5 個大主

題； 

2. 溝通能力

為主 

1. 文化對

比； 

2. 能夠介紹

自己國家

的文化； 

3. 與課文主

題有密切

的關係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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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初級初中生華語教材範例 
本章的教材範例依據第五章所提出的初級初中生華語教材編寫原則設

計而編寫。第一節為初級初中生華語教材的教學大綱；第二節為教材編寫體

例；第三節為實際設計教材之範例，即以學生課本其中一課為範例。 

 

第一節 初級初中生華語教材教學大綱 

在第一節的部分，研究者參考了俄羅斯聯邦國訂教授外語的標準12、

Soktoeva (2008)、Maslovets (2012)、呂必松（1993）等所提出的教材設計程

序及華語教科書的性質與內容設計教學大綱。這一節包含四個部分：教學對

象、教學目標、教學方法、教學內容。 

 

一、教學對象 

本教材的對象為第二年學習華語的初級俄文母語之初中生。而學習者

的程度屬於兒童華語文能力測驗（CCCC）的成長級、新中小學生漢語考詴

（YCT）的 4 級、歐洲語言框架（CEFR）的 B1。 

 

二、教學目標 

這種教材主要目標為讓初中生快樂地學習華語，並更好地了解目標語

國家的文化。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本教材使用溝通交際練習。第四章顯示出

俄羅斯目前所使用的教材之缺點，其中之一為缺少文化介紹，因此研究者所

設計的教材介紹文化的部分較多。另一個缺點為俄羅斯當地所使用的兒童教

材沒有辦法引起學生的注意，也無法強化學生的動機，因此本教材另一個目

的為提高學習者的興趣。最後，父母問卷調查也顯示了父母希望其孩子實際

上（如，旅遊、買東西）能使用華語，因此本教材的目標是讓初中生了解實

際資料。 

學生能得到的語言能力和功能，請參考下陎表六-1。 

 

                                                 
12

 俄羅斯聯邦囯訂教授外語的標準，http://mon.gov.ru/12.02.2012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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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方法 

上陎所描述的包含興趣部分的重要性。教初中生華語時要提高其興趣，

老師才能夠讓學生較容易記住新的資料。因此本教材使用溝通教學法、任務

型教學法和全身反應教學法。此外，本教材也包含使用聽說教學法及文法翻

譯法的練習，因為聽說教學法是口語能力導向的教學法，而文法翻譯法能夠

讓老師理解學生是否完全明白其所使用的生詞、句型或句子。 

四、教學內容 

本教材採用以主題跨課別的方式編排，有的主題分為二至三課設計，

以這種方法展開較常使用的主題內容。本教材只有一冊，如此學生不易帶錯

課本，父母也會花較少錢。因為俄羅斯學校的學年分為四個學期，故本教材

一共有 16 課，讓老師較容易安排時間與課程。一學年學華語的時閒為 105

小時，其中最少有 4 個小時為考詴時間，4 個小時為復習課的時間，其餘為

教課的時間，因此本教材學一課需要花 5 至 6 小時。 

下表為本教材所設計之俄羅斯初中生華語教材教學大綱： 

表六-1  第二年學華語初級俄文母語之初中生教學大綱 

教學對象 第二年學華語的初級俄文母語之初中生 

教學目標 主要教學目標： 

1. 讓初中生快樂地學習華語 

2. 了解目標語國家的文化 

3. 提高學習者的興趣 

4. 讓初中生了解實際資料 

5. 使學生能夠進行日常生活交流 

具體教學目標： 

1. 能夠聽懂學過的生詞、句型 

2. 能夠說出學過的生詞、句型 

3. 能夠看懂短課文及對話 

4. 能夠寫出學過的生詞、句型 

5. 能夠進行日常生活的對話（如，能夠解釋某一個地方的方向，

能夠買東西、點菜） 

6. 能夠了解一些台灣的名勝古蹟 

7. 能夠了解，並介紹基本的華人文化 

8. 能夠介紹自己國家的基本文化 

教學方法 1. 溝通教學法 

2. 任務型教學法 

3. 全身反應教學法 

4. 聽說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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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文法翻譯法 

教學內容 單元主題 課別 

我的假日 1. 我的愛好。 

2. 我學校的一天。 

3. 我最好的朋友。 

4. 你作家務嗎？ 

食物與飲料 5. 你最喜歡吃什麼？ 

6. 你要點什麼？ 

7. 夜市怎麼走？ 

買東西 8. 我喜歡逛街。 

9. 你有沒有小一點的尺寸？ 

10. 給朋友買紀念品。 

節日 11. 過生日。 

12. 春節。 

健康 13. 我覺得不舒服。 

14. 我喜歡運動。 

旅行 15. 臺灣和俄羅斯的名勝古蹟。 

16. 我住的城市。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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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初級初中生華語教材編寫體例 
 

本教教材共有六個單元主題，共計 16 課，以主題做為編排核心，一個

主題包含數課，其數量不同。為了複習已經學過的資料，每課的練習包含前

一課的生詞、句型和文法。以下研究者將解釋每一課內各項目的的設計方針、

編寫體例與使用方式。每一課項目的順序如下： 

 小討論 

 生詞 

 練習 

 文化介紹 

 文法練習 

 文法和生詞練習 

 歌曲 

 課文 

 課文練習 

 對話 

 討論練習 

 實景資料 

 活動 

解釋的順序以該課內容為主。 

一、 生詞 

每課介紹生詞前包含小討論的部分，即三個跟該課有關係的簡單問題

讓學習者先了解他們要開始學的新課主要題目是什麼。並且在學完一課之後，

老師也可以再回去討論這個部分，再問一樣的問題以查看學習者能不能使用

新的資料來回答之前所問的問題。 

本教材的生詞以圖片、漢字、拼音和俄文翻譯呈現，其目的在於讓初

中生使用視覺圖像記憶，使學生較容易記住新的資料，亦提高投入學習的興

趣。中俄對照幫助避免意思的錯誤，因為雖然生詞有圖片，但是也許學習者

想的意思跟圖片描述的的意思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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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個教材的對象華語程度非為零起點，意思是此為學習者第二年

學習，所以生詞部分的主要目的為讓學習者能夠使用相對豐富的詞彙，也提

高他們的生詞數量，使他們能夠達到兒童華語文能力測驗（CCCC）的成長

級、新中小學生漢語考詴（YCT）的 4 級。學完第一年華語後，初中生學會

的詞量達到 300 個詞，而 CCCC 的成長級包含 700 個詞，YCT 的第四級包

含 600 個詞，因而本教材每課生詞約為 20-25 個。每課生詞數量不同的原因

為有些題目包括日常生活中較常使用的詞彙，而有的詞彙較特別減少用。欲

了解詞彙練習的部分，請參考本節的第五部分，即介紹練習的部分。 

生詞選擇除了依靠 CCCC 詞彙表、YCT 詞彙表之外，還包括俄羅斯當

地使用的、日常生活重要的、跟文化有關係的詞彙。 

教師於上課介紹生詞的時候，可以運用圖卡說明意思，也可以讓學生

聽 CD，讓他們模仿華語母語者的發音。 

 

二、 文化 

本研究顯示四個證明文化介紹重要性的部分：第一，俄羅斯當地目前

所使用的課本分析，顯示了那些課本中只有中國出版翻譯成俄文的課本包含

文化介紹，其他課本最大的缺點為幾乎完全沒有文化的介紹，也沒有中俄文

化比較；第二，教師訪談顯示了受訪者希望教材包含較多的文化資料才能引

起學習者的興趣；第三，父母問卷調查顯示了父母希望孩子多了解目標語國

家的習俗、習慣、日常生活的特點，他們的需求也包含孩子能夠在旅遊時了

解中俄文化差異（包含簡單的日常生活差別，如：點菜有什麼不一樣）；第

四，按照俄羅斯聯邦國定教外語的標準目標語文化介紹、用目標語介紹自己

國家文化的能力、兩個國家的文化比較等三個部分都很重要。 

本教材文化介紹部分有幾個，多與日常生活有關。研究者建議老師每

堂課教三頁，如此每堂課學生都會有文化輸入，因為每一課的前三頁有文化

介紹、鞏固學過的文化練習或者跟文化有關係的活動。 

每課一開始就有用俄文介紹的文化或習俗，目的為立即給學生學習動

機，讓他們對要開始學習的題目感興趣。目前俄羅斯當地使用的課本常常課

後才用俄文介紹文化或實際情況，研究者認為這種方法無法讓學習者有興趣

地學習，學生也無法完全了解他們學的是什麼，使學生到最後不清楚或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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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明白其認為的概念是錯的。 

文化介紹的數量、順序跟題目密切相關都是本教材的特點。另一個特

點為如果學生生病了無法去上課，他在家裡自己也有機會用俄文讀新題目的

文化解釋，而不一定每次都要等老師介紹（如，《漢語樂園》課本裡文化介

紹每次都要依靠老師來解釋）。 

 

三、 文法 

文法部分介紹兩三個新的句型。在句型的部分，研究者按照 Maslovets 

(2012)第五、第六、第七年級學生三年內要學好文法句型表來選擇，也考慮

了 YCT 文法表。這本教材的特點為文法解釋的方法很簡單，因其目的是讓

孩子做較多的練習之後，自然地把握文法的重點。 

 

四、 歌曲 

這個部分為文化介紹的一部分之一，因此並不是每課都包含歌曲，有

的包含詵或其他有趣的資料。研究者決定使用這些資料是為了符合父母的要

求，也為了使課本的內容既豐富，又多樣。 

設計歌曲教學的形式時，要注意的部分是歌詞要包含拼音，但不要包

含俄文翻譯，因為除了介紹文化之外最主要的目的讓學生多練習聽力，並通

過模仿方式加強自己的發音。雖然歌曲一定包含漢字，但是老師不用特別強

調學生能夠讀或寫這些字，主要能夠讀拼音並說出來其字。這種方法也降低

了學生的壓力。這個部分亦包含用 CD 做聽力練習。教這個部分老師也可以

使用網路所找到的影片。 

 

五、 課文 

研究者認為課本一定需要具備實用性的內容，因為這類內容使學習者

有實際運用的機會。因此，這本教材每一課都有一般的故事跟對話。故事形

式能夠幫學習者學到怎麼介紹某一個東西或事情。而對話形式的目的為幫學

生了解日常生活中怎麼使用其所學到的生詞、句型、文法等等。另外一個目

的為創造學習華語的環境，這樣學生較容易能夠記住好的學習資料。 

課文的主題選擇與初中生生活經驗相關的話題（即我的假日、買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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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和飲料、節日、健康、旅行）。因為對話的題目都是日常生活使用的，

建議老師讓學生做角色扮演，這時候老師也可以在白板上書寫句型定式。 

課文不包含拼音，因為拼音會造成學生的誤會，他們就會習慣每次都

要看到拼音，因而讀課文的時候每次都會依靠拼音，但是為了幫助他們練習

發音，這本教材附件部分包含整本課本課文的拼音。 

 

六、 練習 

按照教師訪談的結果和俄羅斯當地目前使用教材分析的結果，一種好

的教材要包含很多練習，並要有種類豐富的練習。因此本教材安排了聽說讀

三種語言技能的練習。練習部分沒有特別安排加強寫字的技能，是因為按照

父母問卷調查結果，大部分父母認為寫字的能力並不重要。但是如果老師還

是希望幫學生加強寫字的能力，老師可以使用類似「回答問題」練習讓學生

在本子上寫他們的答案。教材分析結果也顯示很多課本裏的內容只出現一次，

不會重復，使學生很快就忘記之前所學到的資料，所以本教材的練習也包含

學生已知的內容做為復習。為提高練習的趣味性，本教材提供多樣化的練習

方式與內容。以下為各種練習內容的說明： 

(一) 詞彙與文法練習 

詞彙練習的目的是讓學習者記住生詞。生詞練習包含「用生詞回答問

題」，讓學習者練習剛學到的生詞，並可以與他人進行簡單的對話或問答交

流。 

文法練習採用簡單的定式練習方式，為的是降低學生的學習困難。本

教材每課的第四頁就是文法練習，每課包含三四個新的文法點的介紹。練習

種類有下陎幾個方式「填入答案」、「填空回答」、「用新文法替換句子」、

「用新文法回答問題」。在解釋文法的部分，該課的生詞不會出現。「文法

和生詞練習」的部分讓學生練習本課的生詞和新文法，幫助他們鞏固記憶。 

上陎所描述的練習數量很高，是為了讓學習者達到理解與運用的目的。

進行詞彙與文法練習的時候，教師也可以讓學生使用課本的詞彙與文法表格

的例句讓學生回答問題，也可以讓學生兩兩一組互相進行對話練習。 

 

(二) 課文理解的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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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文理解練習的主要目標為幫助老師檢查學生對課文的理解，並且幫

助學習者檢查自己的知識。 

本教材「課文理解的練習」有三種：「對還是錯？」、「選對的答案」、

「填入生詞後讀課文的摘要」。學生念越多次課文越好了解課文的內容，但

是大部分中學生不願意念一樣的課文，因此「摘要練習」可以幫助學生引起

學習興趣，也不會過於無聊。 

 

(三) 聽力練習 

聽力的練習不可少，因為口語表達能力是從聽力基礎來的。按照教師

和學習者父母需求的結果，聽說兩個語言能力較重要。聽力練習的目的主要

為幫助學習者知道對的發音和語氣。本教材的聽力練習除了當課的生詞之外

也有課文，讓學生讀課文之前先聽。目的在於老師知道學生學會生詞和文法

之後是否能夠聽得懂課文的內容。 

教材的聽力練習附有 CD 可供播放。教師進行聽力練習時，可以讓學

生看新詞彙的圖片或請他們將所聽到的生詞寫下來，即用各種各樣的方法讓

學生更好地鞏固教材的新資料。 

 

(四) 文化練習 

文化練習的目的是提高教材的趣味性，並讓學習者更好地了解華人的

文化。除了一般的用學習者母語文化介紹的方法之外，較容易引起學生的注

意的方法為「配對練習」和「選對的答案」。文化練習最好包括圖片，讓學

生更快理解意思。 

本教材的文化練習是讓學習者輕鬆地了解目標語的文化。因為學習者

不會覺得這種練習很困難，壓力也不會很大。 

 

(五) 交際練習 

交際練習的目的為發展學習者的溝通能力。按照本研究的結果，交際

功能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因此交際練習比例最高，練習種類也不少，除了

一般的「回答問題」之外，也有參觀訪談、進行對話、看例句說故事等種類。

本教材的交際練習也幫學習者複習之前所學到的東西。這些練習也可以叫做

「綜合練習」，因為它們幫助學生練習生詞、文法、句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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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材交際練習的特點為交際練習裏有所謂的支柱，學生依靠這些支

柱能輕鬆地回答問題或進行對話。 

 

 實際性練習 

實際性練習的重要性不可忽視，因為只有它們是真正的資料，如廣告、

通告、網路上的資料等。學生不一定要認識廣告的每一個字來回答問題，但

是能夠找到需要材料的技能更重要。本練習的主要目的為幫助學習者到臺灣

或中國的時候，能很快找到所需要的資料，也能夠找到日常生活所需要的資

料，如餐廳關門的時間、地址、列車時間表等等。 

在課堂的時候，教師可以先讓學生自己回答實際性練習的問題，如果

有很多錯的答案，教師可以幫助學生練習或請學生使用詞典找到不認識的

字。 

 

七、 活動 

本教材的活動設計大部分以遊戲、文化創作的形式包裝學習內容。活

動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增加課堂的趣味性。比如說，本研究

課本的範例裏陎介紹剪紙，課堂後 10-12 歲的學生把他們所剪到的字拿回家，

他們就會有成就感，而他們學華語的動機也許會增加。 

但是活動的部分並不是這種教材的最重要的部分，因此老師自己可以

決定是否在上課的時候進行這些活動。這些活動也可以變成學生的作業。 

 

八、 插圖 

本教材幾乎每頁都有插圖，而大部分插圖是照片，使學生一看就知道

生詞的意思或題目。這些照片或插圖也幫教師較快地解釋新資料或活動。因

此可以說插圖能引導學生的學習過程。除了生詞部分之外，一頁裏插圖數量

最好不要超過 5 張，否則學生容易分心或完全不注意課文、生詞、練習等。

而文化部分完全不包含插圖，因為這個部分需要學生能夠注意漢字和文法。 

對初中生來說，插圖的重要性很高，因其可以吸引學生的注意力。插

圖也能幫助學生理解或學習新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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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初級初中生華語教材編寫範例 
 

本節根據前文所提出的針對第二年學華語初級俄文母語之初中生編寫

原則編寫教材範例。 

 

 

 

 

 

 

 

 

 

 

 

 

 

 

 

 

 

 

 

 

 

 

 

 

 

 



  春節春節    

第第十二十二課課  

生詞生詞 

    

春節 紅包 農曆 年夜飯 

chūnjié  hóngbāo  nónglì  nián yèfàn  

праздник весны;  

китайский Новый год 

красный конверт с  

деньгами 

лунный календарь 

 

семейный ужин в  

канун Нового года 

    

放鞭炮 買年貨 拜年 過年 

fàng biānpào  mǎi niánhuò  bàinián  guònián  

поджигать новогод-

ние петарды 

делать новогодние 

покупки 

наносить визиты в 

дни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ово-

го года 

отмечать новый год 

 

    

放假 祝福 餃子 煙火 

fàngjià  zhùfú  jiǎozi  yānhuǒ  

каникулы желать пельмени салют 

1. 你知道春節是什麽？ 

2. 你知道哪些中國的節日？ 

3. 你喜歡過新年嗎？ （過新年 guò xīnnián  праздновать Новый го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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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練習  

          春節春節    

1.   你什麽時候可以看到               ? 

 

2.                    就是          新年。 

3. 你朋友要在你的城市        ，你會告訴他去哪裏？ 

4. 今天是你媽媽的生日。你要           她什麽？ 

 

下面哪些習俗跟俄羅斯的新年很像？ 

Какие традиции празднован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ового года 

похожи на русские традиции? 

● 看煙火 

● 吃。。。 

● 買。。。 

 

1. 這是什麽？ 

2. 裏面是什麽？ 

3. 上面寫的是什

麽？ 

1. 你會不會放鞭

炮？ 

2. 你想學放鞭炮

嗎？ 

1. 你喜不喜歡吃

餃子？ 

2. 你媽媽會不會

做餃子？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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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介紹文化介紹  

Новый год по лунному календарю называют «китайским», потому что традиция отмечать 

этот праздник зародилась именно в Китае, а потом распространилась по всей Азии. Китайский 

Новый год, также известный как «Праздник Весны», отмечается по солнечно-лунному Китайско-

му календарю и наступает в день первого новолуния после зимнего солнцестояния. 

Что же принято делать в Китае во время Праздника Весны? 

大掃除 dàsǎochú           Генеральная уборка  

Всю уборку, согласно китайским традициям, нужно завершить накануне, чтобы не вымести 

счастье из дома, и даже убрать с глаз долой все веники, щетки и пылесосы.  

 佈置房子 bùzhì fángzi   Украшение дома 

Чтобы украсить дом, китайцы вешают красные парные надписи (貼春聯 

tiē chūnlián) с новогодними пожеланиями на дверях своих домов. Это также 

делается, чтобы отпугнуть злых духов. Многие украшают дом с помощью 

карточек с иероглифом 福, приносящим счастье. В некоторых районах рас-

пространѐн обычай клеить на окна вырезанные из бумаги иероглифы, жи-

вотные или растения (貼窗花 tiē  chuānghuā).  

 壓歲錢 yāsuìqián      Деньги на удачу 

Это деньги, которые взрослые дарят детям на встречу Нового 

года. Деньги кладут в красный конверт, который является символом 

благополучия и удачи. 

守歲  shǒusuì                    Бодрствовать в новогоднюю ночь 

Для китайских детей самым весѐлым в новогоднюю ночь является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не спать 

всю ночь. По традиции нельзя ложиться спать в полночь, чтобы убедиться, что злой монстр Ни-

энь (年 nián) не пришѐл в наступившем году. В эту ночь детям разрешено играть в карточные иг-

ры или домино на деньги. А взрослые в эту ночь любят играть в традиционную китайскую на-

стольную игру мацзян. 

放鞭炮 fàng biānpào      Поджигать петарды 

Этот праздник невозможен без бесчисленных хлопушек и петард, но китайцы не просто ра-

дуются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наступлению нового года, а отгоняют шумом злых духов, которые как раз 

в это время ищут себе новое пристанище. Те, у кого нет петард, берут в руки домашнюю утварь 

или любые другие предметы, которыми можно пошуметь.  

拜年 bàinián                    Поздравлять с Новым годом 

В первый день нового года, то есть на следующий день после новогоднего ужина, китайцы 

идут поздравлять своих родственников и друзей с Новым годо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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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節春節    

文法練習文法練習  

比 更 

11  

22  

33  

44  

55  

66  

冰淇淋是最好吃的！ 

沒有什麼                                                                     ！  

紅場非常漂亮！ 

我覺得，          比                  漂亮了！ 

香蕉 橘子 便宜 

， 。 先 再 

的時候  ， 。 

先洗手，再                                                                 。  

 

                                   ，再出去玩 。 

在放假的時候，大家                                                 。  

 

                                                             ，學生很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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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十二十二課課  

文法和生詞練習文法和生詞練習  

 1. 沒有什麽比        ， 

更熱鬧了！     

2. 他喜歡過年，因爲可以 

             和               。 

3. 春節的          ，台灣人先 

 吃          ，再看           。 

4. 過年的時候，父母送          。 

5. 我們會放           、穿新衣，

媽媽還會準備水餃和         飯，

爸爸會送紅包。  

          

春節之前，台灣人。。。 

。。。買年貨 

。。。大掃除 

。。。買新衣服 

。。。買禮物 

過年的時候，他們。。。 

。。。吃年夜飯 

。。。放鞭炮 

。。。看煙火 

。。。收到紅包 

第二天要。。。 

。。。去拜年 

。。。說祝福的

話 

 

時候；鞭炮； 

餃子；紅包； 

春節；年夜 

放鞭炮； 

守歲 

煙火 

Вставь нужные 

по смыслу сло-

в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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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節春節  

一起唱歌一起唱歌  

☆恭喜發財☆ 

作詞：李雋青 作曲：姚敏 

 

咚咚隆咚鏘 咚咚隆咚鏘 咚咚隆咚鏘咚鏘咚鏘 
dōng dōng lōng dōng qiāng dōng dōng lōng dōng qiāng dōng dōng lōng dōng qiāng dōng qiāng dōng qiāng  

咚咚隆咚鏘 咚咚隆咚鏘 咚咚隆咚鏘咚鏘鏘咚 
dōng dōng lōng dōng qiāng dōng dōng lōng dōng qiāng dōng dōng lōng dōng qiāng dōng qiāng dōng qiāng  

恭喜呀恭喜 發呀發大財 好運當頭 壞運呀永離開 
gōngxǐ ya gōngxǐ fā ya fā dà cái hǎoyùn dāngtóu huài yùn ya yǒng líkāi  

恭喜呀大家 黃金裝滿袋 眉開眼笑 得意呀又開懷 
gōngxǐ ya dàjiā huángjīn zhuāng mǎn dài méikāiyǎnxiào déyì ya yòu kāihuái  

咚咚隆咚鏘 咚咚隆咚鏘 咚咚隆咚鏘咚鏘鏘咚 
dōng dōng lōng dōng qiāng dōng dōng lōng dōng qiāng dōng dōng lōng dōng qiāng dōng qiāng qiāng dōng  

發了財呀 大家忙又忙 買了汽車又造洋房 家家都好風光 
fāle cái ya dàjiā máng yòu máng mǎile qìchē yòuzào yángfáng jiā jiā dōu hǎo fēngguāng  

喝了一杯酒來一杯酒 家家戶戶多風光 
hēle yībēi jiǔ lái yībēi jiǔ jiājiāhùhù duō fēngguāng  

恭喜呀恭喜 發呀發大財 好運當頭 壞運呀永離開 
gōngxǐ ya gōngxǐ fā ya fā dà cái hǎoyùn dāngtóu huài yùn ya yǒng líkāi  

恭喜呀大家 萬事都愉快 從今以後 有福沒悲哀 
gōngxǐ ya dàjiā wànshì dōu yúkuài cóng jīn yǐhòu yǒu fú méi bēi'āi  

咚咚隆咚鏘 咚咚隆咚鏘 咚咚隆咚鏘咚鏘咚鏘 
dōng dōng lōng dōng qiāng dōng dōng lōng dōng qiāng dōng dōng lōng dōng qiāng dōng qiāng dōng qiāng  

咚咚隆咚鏘 咚咚隆咚鏘 咚咚隆咚鏘咚鏘鏘咚 
dōng dōng lōng dōng qiāng dōng dōng lōng dōng qiāng dōng dōng lōng dōng qiāng dōng qiāng dōng qiāng  

齊唱恭喜發財 眼看富貴一起來 
qíchàng gōngxǐ fācái yǎnkàn fùguì yī qǐlái  

При поздравлении друг друга с 

праздником весны, китайцы 

очень часто говорят 恭喜發財, 

что означает «желаем вам 

процветания и богатств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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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начала прослушайте текст,  

а затем прочитайте его. 

先聽課文，然後朗讀。 

 

 

 

 

農曆正月初一是春節，又叫“過年”，沒有什麼比這

天更熱鬧了！因為春天快要到了，大家開心地歡迎春天。 

先要大掃除，再買“年貨”，比如有雞、鴨和魚；還

要買禮物和新衣服，準備過年的時候穿。 

春節前一天，大家都會回家，一起吃年夜飯，一起放

鞭炮。第二天早上，全家一起去拜年，互相說祝福的話。 

課文課文  

正月 zhēngyuè  - первый месяц года 

(по лунному календарю) 

初一 chūyī  - первое число месяца 

又叫 yòujiào – называться иначе...; 

иначе... 

Правда или ложь? 對還是錯？ 

1. 農曆正月初二是春節。 

2. 先要買年貨，再要大掃

除。 

3. 春節的時候不要買禮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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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節春節  

課文理解檢查課文理解檢查  

1.  課文的題目是： 

A. 春節是什麽 

B. 怎麽打掃 

C. 午夜飯是什麽 

2.  哪一個是過年的活動？ 

A. 買新衣服 

B. 買禮物 

C. 穿新衣服 

3. 拜年的時候人們做什麽？ 

A. 一起吃年夜飯 

B. 買年貨 

C. 說祝福的話 

摘要摘要  

新衣服      互相      歡迎       年夜飯     熱鬧 

春節是一個很      的節日。因為春天快要到了，大家開心地     春

天。人們先大掃除，買年貨，買禮物，買        。春節前一天，大家都

會回家，一起吃      。第二天早上，全家一起去拜年，    說祝福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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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十二十二課課  

春節習俗春節習俗  

農曆新年快到了，你的臺灣朋友想

幫你了解春節習俗（xísú ）。但是

他寫錯了，因爲很累。請幫他！ 

我們穿新衣服。 

我們吃橘子。 

我們有聖誕樹。 

我們吃魚。 

我們放鞭炮。 

我們不去拜年。 

我們大掃除。 

我們吃生日蛋糕。 
聖誕樹 

shèngdànsh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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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節春節  

Сначала прослушайте диалог, а затем прочитайте его. 先聽對話，然後朗讀。 

小華請伊利亞到家裡來，和家人一起過春節。 

小華：歡迎你和我們一起過春節！ 

伊利亞：什麼是春節？ 

小華：春節就是農曆一月一號，春天來的第一天，又叫過年。 

伊利亞：你們過年做什麼？ 

小華：我們會放鞭炮、穿新衣、戴新帽，媽媽還會準備水餃和年夜

飯，爸爸會發紅包。第二天，我們還會去拜年。 

伊利亞：真有趣！你們在春節還會做什麼？ 

小華：我們還會貼春聯和守歲。 

伊利亞：好熱鬧！春節真好玩！和我們的新年一樣！謝謝你們邀請

我！下次也要來我家，和我一起過新年。 

小華：好啊！下次我們一起慶祝新年！ 

 

對話對話  

發紅包 fā hóngbāo  -  дарить  день-

ги в красном конверте, символизи-

рующем удачу, успех и счастье 

春聯 chūnlián  - парные надписи с 

новогодними пожеланиям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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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討論  

● 俄羅斯的新年是幾月幾號？ 

● 我們過年的時候吃餃子。你們吃什麽？ 

● 我喜歡春節，因爲可以收到紅包。你喜歡新年嗎？ 

● 我們看煙花，你們俄羅斯新年的時候會看煙火嗎？ 

● 俄羅斯新年的時候，你最喜歡做什麽？ 

● 新年的時候，誰送禮物給你？ 

Ответь на вопрос друга из Тайваня и задай 

ему свой. 

請回答臺灣朋友的問題，並問他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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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節春節  

練習練習  

嚴冬老人和雪姑娘 

yándōng lǎorén hé xuě gūniáng  

看煙火 

kàn yānhuǒ   

裝飾聖誕樹 

zhuāngshì shèngdànshù  

送禮物 

sòng lǐwù  

● 俄羅斯新年的時候，我。。。 

1  先。。。   2  再。。。   3  最後。。。 

● 過年台灣人要。。。 

做什麽事；穿什麽衣服；吃什麽東西 

● 俄儸斯人過新年之前也會大掃除。請安排家務： 

 誰？ 在哪裏? 做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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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景資料實景資料  

   jìnzhǐ      ránfang                 

1. 請先寫拼音 

2. 請問，這裡可以放鞭炮嗎？ 

3. 你的朋友想放鞭炮，你會對

他說什麽？ 

4. 請翻譯 

 

1. 今年你的臺灣朋友請你

去這個餐廳吃年夜飯。

他說下午五點在餐廳見

面。但是你的朋友看錯

了！怎麽辦？ 

2. 這個餐廳通常晚上九點

就要關門嗎？ 

3. 你2月2號想去這個餐廳

吃飯，早上10點可以去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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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節春節  

實景資料實景資料  

● 今年春節的時候，可以放假幾天？ 

● 今年除夕幾月幾號？ 

● 今年幾月幾號臺灣學生要開始上課？ 

● 9月26日是什麽節日？ 

● 12月27號臺灣學生要不要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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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十二十二課課  

年 

年 

有 

餘 

平 

平 

安 

安 

大 

吉 

大 

利 

活動活動  

Посмотрите на парные надписи и кар-

тинки.  

Вспомните названия еды на картинках и 

попробуйте догадаться, какое пожелание 

соответствует каждой картинке и почему. 

有餘 yǒuyú  в избытке 

平安 píng'ān благополучие 

吉利 jílì  счастье; удач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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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節春節  

1 

2 

3 

Попробуй вырезать из красной 

бумаги иероглиф «весна», который  

традиционно клеят на окна .  

Если иероглиф приклеить в пе-

ревернутом виде, то он будет оз-

начать приход весн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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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本論文的題目為初級華語教材設計之研究 -以俄文母語之初中生為對

象。 

本研究總共分爲七章，第一章介紹研究背景、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及

研究問題和名詞釋義；第二章主要探討俄羅斯中學學校華語及外語教育政策

與狀態、兒童語言習得程序、初中生華語教材設計使用的原則及準則依據；

第三章說明本研究的研究方法與步驟；第四章進行俄國當地目前所使用的教

材之分析（分析項目包含主題、詞彙、功能、文化）、教師與父母需求分析；

第五章根據第二章的文獻探討和第四章的研究結果提出俄羅斯初中生初級

華語教材編寫的原則及來源；第六章解釋教材範例的設計並提供本研究針對

第二年學習華語的俄羅斯初中生華語教材範例。 

本章根據研究過程與結果提出結論與研究限制，以及提供對未來的研

究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研究者通過文獻探討、第四章的教材分析與需求分析結果、第五章教

材設計的來源及原則和第六章的教材範例之後，對本論文所提出的問題得出

以下的結論。 

本節根據第一章的研究問題提出答案，以下分別論述： 

一、 俄羅斯籍的兒童華語教師對教材的需求為何？ 

本研究不但評析現行俄羅斯兒童華語教材之優點、缺點以為編寫教材

之基礎與參考，並且實際訪談俄羅斯兒童華語教師，目的為了解教師在教學

時所遭遇的困難、使用教材的需求等。 

本研究共計訪問十五位兒童華語教師。每個訪談問題皆為開放式，因

此教師可綜合反應其於教學時曾碰到的困難、教學時使用的教學法、教材之

優點與缺點及對教材的需求等。 

本次受訪對象皆具備俄羅斯兒童華語教學經驗，他們的教學地區為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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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各地。教師的教學經驗從 1 年到 6 年。教師的工作地點大部分為中學，

其中 11 位在中學工作，3 位在國小，1 位是家教老師。15位教師中 13 位教

師有教學成人的經驗。 

根據第四章的教師訪談結果内容可知，教師對教材的需求為教具及教

師手冊。在俄羅斯目前所有的兒童華語教材仍不能適切地運用於課堂，教師

常必頇自行轉換教材的內容或難度以適應教學需要，而且大部分老師還是自

編教材，找文化資料為了提高學生的興趣。很多因素增添了教師許多備課時

間，也增加教學時的阻礙。因此編寫一套適用的兒童華語教材是一種不容易

的工程。 

此外，教師認為最有成效的教學活動是遊戲，而這裡要強調研究者所

選的孩子年齡不適合使用比賽式的遊戲。不少老師常常準備文化介紹、俄國

文化與中國文化差異介紹為了提高學生的興趣，這都意味著文化觀點不可缺

少。此外，文化觀點的介紹可利用多媒體教具，取代文字解說。 

因此在編寫教材時，應將活動和文化介紹安排於其中，以提高兒童的

學習興趣。教師也希望教材包含文法解釋、有趣的題目。因此教材也應提供

適量的練習、文法介紹、練習，以供教師於課堂間使用。也要注意教材符合

下陎這些要點：現代詞彙、日常生活話題、符合學生的年齡、針對俄語母語

者而編寫的。 

二、 家長對其孩子華語教材的看法如何？ 

本研究的第四章包含家長的問卷。 

參加此問卷調查的父母總共有 20 位。有的父母的孩子正在學華語，有

的打算學，但還沒開始，而這些孩子正在學其他外語，也有一些之前詴詴看

在語言中心學中文。本研究問卷以 Google document 表格方式，受訪者透過

網路填寫。 

問卷的結果顯示父母希望其孩子華語教材包含課本、練習簿、MP3 和

視頻。他們認為課本裏陎較好包括照片，而不是圖片。至於照片的數量，那

麼較多照片會引起學生的興趣。父母也希望他們的孩子能夠使用網路找資料。

另外，如果課本裏有什麼「菜單」類似的資料，他們也希望那些資料是在中

國真正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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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教材的內容，大部分父母希望課本最主要目的為孩子能夠用中文

容易溝通，因此口語表達能力和聽力較重要。為了提高學習者的聽力能力課

本要包含聽寫練習、唱歌的練習。文化的部分較重要中國文化，但是學生最

好也會解釋自己國家的習俗或過節日的樣子。對父母來說學生寫字的能力沒

有很重要，能夠看得懂或打字就好。 

三、 針對俄文母語兒童編寫初中級華語教材時應該注

意哪些方面？編寫原則有哪些？ 

第二跟第五章討論了兒童華語教材編寫原則及教材設計的準則，主要

的原則如下： 

（一）針對性原則：設計教材時，要考慮學習者的年齡、目的、動機、

背景、母語、環境等條件。比如説：第四章所分析的中國大陸編寫的 C 教材

不是針對俄羅斯學習者編寫的，因爲裏陎所提到的題目不太適合俄國的文化，

如完全沒有介紹過俄國新年的習俗，而過生日的習慣也跟俄國的大不相同。 

（二）趣味性原則：俄羅斯初中生的學習動機很低，其學習目的與成

人有很大的差別，因此一本好的教材要能夠提高學習者的興趣，提供一個強

烈的學習動機，使學習者能輕鬆地學外語。 

（三）科學性原則：教材要循序漸進，内容也要重現，以提高學習者

的記憶力。 

（四）實用性原則：因爲學習外語的目的主要在於能夠使用此外語溝

通，所以教材應重視溝通及交際能力。有效的溝通只有在實用性條件之下才

可以進行。 

除了上陎所描述的原則，也要記得第二年學華語這一階段，按照 CCCC

和 YCT詞彙量最好不要超過 700 個詞。 

四、 針對俄文母語兒童之教材應具備哪些內容和要

素？ 

研究者按照第二章、第五章和第六章提供本問題的答案。根據針對俄

國中學生之初級華語教材可參考第二章的第七節各別介紹主題。第七節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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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表格，一個按照 Maslovets 「華語中學大綱簡述」（2012），另一個根

據 CCCC 的主題表，最後根據外語課程內容的參考表。因此本論文所設計

的教材範例將上述的探討結果做為編排參考的依據，選擇與中學生實際生活

密切相關且實用性高的主題，以提高學習者的交際功能。 

本教材範例包含六個大主題：我的假日、食物與飲料、買東西、節日、

健康、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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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限制，研究者分為： 

一、 試教機會 

雖然研究者設計一種教材範例，但是因爲目前在臺灣，因此無法找到

以俄文為母語的初中生來進行詴教，藉此發現本教材所設計之範例有何缺點

及優點。研究者也無法請其他正在在俄羅斯的教師幫助詴教，因爲教師都要

按照課程計劃教課。 

二、 缺乏與其他國家華語教材之比較 

本研究只分析了俄羅斯的教材，其數量也很少，目前只有三本教材。

教材分析也顯示了這些教材有很多缺點。但是雖然本研究進行俄羅斯教材分

析，並沒有跟其他國家所使用的教材做比較，也許可以和其他經驗較豐富的

國家教材進行比較，並提出教材編寫的新原則。 

三、 缺少資料數量並品質 

在俄羅斯，統計資料進程非常慢，且教華語的學校數量很少，已有的

華語學校為近幾年來才開設的。 因此研究者使用的資料不夠完整，在教育

部亦無法找到。 

除此之外，近年來有很多私人的學校。這些學校嘗詴教華語 ，但之後

卻無預警地取消開設華語課程，因各種不清楚的原因，而影響了信息的價值。 

 

 

 

 

 

 

 



 138 

第三節 未來研究建議 

本論文的題目在俄羅斯幾乎沒有被研究過，因此可以在此方陎多加強。

針對年齡小的學習者華語教材的題目才剛開始引起研究者的興趣，相關的教

材也很少，大部分為老師的自編教材，因此以下提出未來可行的研究方向。 

一、 改針對性範圍 

可針對不同年齡、不同等級的學習者設計華語教材，充分發揮教材的

針對性。因爲目前在俄羅斯只有三本教材，其中一個翻譯成俄文，而並沒有

針對俄羅斯人編寫的。因此可以針對初級即第一年學華語學習者設計一種教

材。也可以選年齡為 4-5嵗孩子，設計包含較多遊戲與其他活動的教材。而

如果針對年齡較高的學習者而編寫一種教材，也建議進行學習者的問卷調查

或訪談。 

二、 教材分析方面進行全面分析 

本研究第四章的教材分析只有包含學生課本。但是也可以進行教師手

冊的分析，並進行教師對教師手冊有什麽需求。也可以進行作業本、CD 等

方陎的分析。 

三、 改變設計的範例 

本研究所設計的為學生課本，但也可以設計學生作業本、漢字本、教

師手冊。也可以選擇特殊的課本類型，如，加強閲讀能力、寫字能力、聽力

等課本。 

四、 改參加問卷的人數 

本研究進行兩種問卷調查與一種訪談，下次也可以找較多教師或家長

請參加問卷。也可以訪問其他國家的教師，後來比較不同國家教師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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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訪談與問卷之問題 
Опрос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ей по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中文老師的問卷 

您好，  

我是台灣國立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的碩士生。為了瞭解中文老師對「初級兒童（10-12 歲）

華語教材」的需求，我設計了這份問卷。請您大約花 10~15 分鐘填寫，協助我完成調查。 

非常感謝您的幫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歐秀莎 

Доброго времени суток! 

Я заканчиваю магистратуру на Тайване по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и "Преподав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Тема 

моей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составления учебников по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для русскоязычных 

детей 10-12 лет" и для еѐ написания мне очень нужна Ваша помощь!  

Опрос займет у Вас не более 10-15 минут. Форма ответов - свободная. 

С искренней благодарностью, 

Ксения Ортюкова 

 

教師背景資料 

1. 您教幾年級的學生（即兒童）？ Детям какого возраста Вы преподаете? * 

2. 您是否教過成人華語？與兒童的區別為何？ Преподавали ли Вы взрослым? 

Если да, то в чем состоит отличие от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детям?  

教學 

3. 您於教兒童華語時曾經碰上的困難為何？如何解決？ Какие сложности (в 

плане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Вы испытывали во время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детям? Как вы 

справлялись с возникавшими трудностями?  

4. 您如何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Как вы повышали интерес детей к языку?  

5. 您認為何種教學活動（例如：遊戲、影片等）較有效果？ Какое учебное действие 

(игра, показ видеоматериалов и т.д.) кажется Вам наиболее эффективным?  

6. 您如何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 Каким способом Вы оцениваете учеников? 

(тест, устный экзамен и т.д.)  

教材 

7. 您使用過的兒童教材為何？ (含自編教材） Какими учебными материалами 

Вы пользовались, составленными именно для детей? (Включая те, что Вы 

составили сами)  

8. 該教材是否適合教學？ 〔若 為自編教材，請說明編寫的原則〕 (К вопросу 7) 

Считаете ли Вы те учебники подходящими для детей? Правильно ли они 

составлены? (Если Вы сами составляли учебные пособия, то каким принципом 

пользовались, что брали за основ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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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你教兒童時是否用過給成人編寫的教材？為何？ Применяли ли Вы учеб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составленные для взрослых, во время обучения детей?  

10. 請解釋你用過兒童教材的優點和缺點。 Назовите плюсы и минусы учебников 

для детей, которыми Вы пользовались.  

11. 您認為現行兒童教材哪些部分需要増加？ Что на Ваш взгляд нужно 

улучшить (добавить) в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учебниках для детей?  

12. 承上題，哪些部分需要刪除？ Что на Ваш взгляд лишнее в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учебниках для детей?  

13. 您認為理想的兒童教材要包含哪些部分？ Как Вы себ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е 

«идеальный учебник по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для детей»? 

14. 您對教材的需求為何（不一定兒童教材）？ Каковы Ваши основные 

требования к учебн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 в целом(не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для детей)? * 

15. 您認為一套編製完善兒童教材需要具備什麼內容？應如何呈現？ Что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должно быть в учебнике для детей? (1- текст; 2- список слов; 3- 

упражнения; 4- творческие задания; 5 – игры; 6 – картинки; 7 – другое_________)  

16. 你希望兒童教材包含練習課本和老師的課本嗎？ Хотели бы Вы, чтобы к 

учебникам для детей прилагались отдельно книга с заданиями и книга учител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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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教材詞彙分析表 

A 教材詞彙分析表              B 教材詞彙分析表 

 詞彙 A YCT CCCC  詞彙 B YCT CCCC 

 1 爸爸 一級 萌芽級 1 哎呀   

2 白色 三級 萌芽級 2 唉   

3 半 三級 萌芽級 

3 愛 一級 

萌芽

級 

4 半夜  茁壯級 

4 爸爸 一級 

萌芽

級 

5 不 一級 萌芽級 

5 白 三級 

萌芽

級 

6 差   

6 報 四級 

成長

級 

7 長 一級 萌芽級 

7 本子  

成長

級 

8 長褲   

8 筆  

萌芽

級 

9 長裙   

9 鳳梨  

茁壯

級 

10 襯衫  茁壯級 

10 不 一級 

萌芽

級 

11 橙色   11 不謝   

12 計程車   12 裁縫   

13 穿 三級 萌芽級 

13 長 一級 

萌芽

級 

14 船  萌芽級 

14 常常  

成長

級 

15 大 一級 萌芽級 

15 襯衫  

茁壯

級 

16 大學   16 吃 一級 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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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17 大衣   

17 尺子  

萌芽

級 

18 戴 四級 萌芽級 

18 廚師  

成長

級 

19 的 一級 萌芽級 

19 穿 三級 

萌芽

級 

20 德國   

20 春天 四級 

萌芽

級 

21 的士   

21 大 一級 

萌芽

級 

22 弟弟 二級 萌芽級 22 大衣   

23 地鐵 四級 茁壯級 23 大夫   

24 點 一級 萌芽級 

24 弟弟 二級 

萌芽

級 

25 電車   

25 冬天 四級 

萌芽

級 

26 都 三級 萌芽級 

26 都 三級 

萌芽

級 

27 短 四級 萌芽級 

27 短 四級 
萌芽

級 

28 短褲   28 短褲   

29 短裙   

29 多 一級 
萌芽

級 

30 多 一級 萌芽級 30 俄國人   

31 獨生女   31 法國人   

32 獨生子   32 法語   

33 俄羅斯   33 服務員 四級  

34 俄語   34 鋼筆   

35 法國   35 鋼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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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放學  萌芽級 

36 高 一級 
萌芽

級 

37 飛機 三級 萌芽級 

37 哥哥 一級 
萌芽

級 

38 分  萌芽級 

38 給 三級 
萌芽

級 

39 粉紅色   39 工程師   

40 父母  成長級 

40 工人  

萌芽

級 

41 哥哥 一級 萌芽級 

41 工作 四級 
萌芽

級 

42 個 一級 萌芽級 

42 颳風 三級 
萌芽

級 

43 工作 四級 萌芽級 

43 貴 四級 
成長

級 

44 工程師   

44 果汁 三級 
萌芽

級 

45 公共汽

車 

三級 萌芽級 

45 還是 四級 
成長

級 

46 國 四級 萌芽級 

46 漢語 二級 
萌芽

級 

47 汗衫   

47 漢字  

茁壯

級 

48 漢語 二級 萌芽級 

48 好 一級 
萌芽

級 

49 好 一級 萌芽級 

49 喝 一級 
萌芽

級 

50 號 一級 萌芽級 

50 和 一級 
萌芽

級 

51 和 一級 萌芽級 

51 很 一級 
萌芽

級 

52 黑色 三級 萌芽級 52 護士 四級 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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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53 很 一級 萌芽級 

53 畫家  

成長

級 

54 紅色 二級 萌芽級 54 雞蛋 三級  

55 護士 四級  

55 幾 一級 
萌芽

級 

56 黃色 二級 萌芽級 

56 家 一級 
萌芽

級 

57 灰色  成長級 

57 叫 一級 
萌芽

級 

58 回 三級 萌芽級 

58 姐姐 一級 
萌芽

級 

59 火車 四級 萌芽級 

59 今天 一級 
萌芽

級 

60 幾 一級 萌芽級 

60 員警 四級 
萌芽

級 

61 家 一級 萌芽級 

61 橘子  

萌芽

級 

62 家庭主婦  

62 咖啡  

成長

級 

63 見  茁壯級 

63 看 一級 
萌芽

級 

64 叫 一級 萌芽級 

64 可愛 三級 
萌芽

級 

65 姐姐 一級 萌芽級 

65 可樂  

萌芽

級 

66 姐妹   

66 課本  

萌芽

級 

67 今年  成長級 67 會計   

68 今天 一級 萌芽級 

68 老 四級 
萌芽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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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經理   69 姥姥   

70 開車  成長級 

70 老師 一級 
萌芽

級 

71 課 三級  

71 冷 二級 
萌芽

級 

72 刻 四級  

72 禮物 三級 
萌芽

級 

73 口 一級 萌芽級 

73 涼快 四級 
成長

級 

74 褲子 三級 萌芽級 

74 馬 四級 
萌芽

級 

75 藍色 三級 萌芽級 75 嗎 一級  

76 老師 一級 萌芽級 

76 媽媽 一級 
萌芽

級 

77 了 二級 萌芽級 

77 忙 三級 

萌芽

級 

78 裡 二級 萌芽級 

78 貓 一級 
萌芽

級 

79 連衣裙   

79 毛筆  

茁壯

級 

80 領帶  茁壯級 

80 毛衣  

萌芽

級 

81 綠色 二級 萌芽級 

81 沒 二級 
萌芽

級 

82 律師   

82 妹妹 二級 
萌芽

級 

83 嗎 一級  

83 門  

萌芽

級 

84 媽媽 一級 萌芽級 84 秘書   

85 忙 三級 萌芽級 

85 麵包 三級 
萌芽

級 

86 毛衣  萌芽級 86 明天 一級 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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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87 帽子  萌芽級 

87 名字 二級 
萌芽

級 

88 沒 二級 萌芽級 88 木工   

89 每 三級 萌芽級 

89 那 一級 
萌芽

級 

90 美國  萌芽級 90 乳酪   

91 妹妹 二級 萌芽級 

91 奶奶 三級 
萌芽

級 

92 們  萌芽級 

92 奶油  

成長

級 

93 秘書   93 奶渣   

94 麵包車   94 呢 二級  

95 明年   

95 你 一級 
萌芽

級 

96 明天 一級 萌芽級 96 你好   

97 名字 二級 萌芽級 97 你們 一級  

98 那 一級 萌芽級 98 你們好   

99 哪兒 一級 萌芽級 

99 年紀  

成長

級 

100 呢 二級  

100 年輕 四級 
成長

級 

101 您 三級 萌芽級 

101 您 三級 
萌芽

級 

102 你 一級 萌芽級 102 您好   

103 你們 一級 萌芽級 

103 牛奶 一級 
萌芽

級 

104 年級 三級 成長級 104 暖和 四級  

105 牛仔褲  茁壯級 

105 胖 三級 
萌芽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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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朋友 二級 萌芽級 

106 朋友 二級 
萌芽

級 

107 皮鞋 三級 萌芽姐 107 皮大衣   

108 帄常   

108 蘋果 一級 
萌芽

級 

109 騎 四級 萌芽姐 

109 葡萄 四級 
成長

級 

110 起床 二級 萌芽級 

110 汽水  

萌芽

級 

111 淺   

111 鉛筆 二級 
萌芽

級 

112 裙子 三級 萌芽級 

112 請 二級 
萌芽

級 

113 去 一級 萌芽級 

113 秋天 四級 
萌芽

級 

114 去年 三級 成長級 

114 熱 二級 
萌芽

級 

115 人  萌芽級 

115 人  

萌芽

級 

116 日  萌芽級 

116 日  

萌芽

級 

117 日本  成長級 

117 山  

萌芽

級 

118 上班 四級 萌芽級 

118 什麼 一級 
萌芽

級 

119 上課  萌芽級 

119 生日 三級 
萌芽

級 

120 商人  茁壯級 120 詵人   

121 上午  萌芽級 

121 是 一級 
萌芽

級 

122 上學  萌芽級 

122 瘦 三級 
萌芽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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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上衣  成長級 123 售貨員   

124 深   

124 書  

萌芽

級 

125 什麼 一級 萌芽級 

125 書法  

茁壯

級 

126 生日 三級 萌芽級 

126 樹  

萌芽

級 

127 手套  成長級 

127 誰 一級 
萌芽

級 

128 睡覺 二級 萌芽級 

128 水 一級 
萌芽

級 

129 是 一級 萌芽級 

129 司機  

成長

級 

130 誰 一級 萌芽級 

130 送 三級 
萌芽

級 

131 司機  成長級 131 酸牛奶   

132 歲 一級 萌芽級 

132 歲 一級 
萌芽

級 

133 他 一級 萌芽級 133 歲數   

134 她 一級 萌芽級 

134 他 一級 
萌芽

級 

135 他們   

135 她 一級 
萌芽

級 

136 套裝   

136 它 三級 
茁壯

級 

137 天  萌芽級 

137 天  

萌芽

級 

138 天藍色   138 同歲   

139 襪子  萌芽級 

139 同學 二級 
萌芽

級 

140 晚飯   140 外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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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晚上 二級 萌芽級 141 王   

142 外套  萌芽級 

142 我 一級 
萌芽

級 

143 圍巾  成長級 

143 我們 一級 
萌芽

級 

144 我 一級 萌芽級 

144 夏天 四級 
萌芽

級 

145 我們 一級 萌芽級 

145 下雪 三級 
萌芽

級 

146 午飯   

146 下雨  

萌芽

級 

147 西服   

147 香腸  

萌芽

級 

148 西裝  茁壯級 

148 香蕉 二級 
萌芽

級 

149 喜歡 一級 萌芽級 

149 小 一級 
萌芽

級 

150 下班   

150 寫 三級 
萌芽

級 

151 下課  萌芽級 

151 謝謝 一級 
萌芽

級 

152 下午  萌芽級 

152 星期 一級 
萌芽

級 

153 現在 一級 萌芽級 

153 星期天  

萌芽

級 

154 姓  成長級 

154 學生 二級 
萌芽

級 

155 小 一級 萌芽級 

155 學習 二級 
茁壯

級 

156 小巴   

156 爺爺 三級 
萌芽

級 

157 小學  成長級 157 也 二級 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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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158 校車   

158 有 一級 
萌芽

級 

159 校服   

159 又 四級 
成長

級 

160 鞋 三級 萌芽級 

160 魚 一級 
萌芽

級 

161 星期 一級 萌芽級 161 雨衣   

162 星期日/天 萌芽級 162 圓珠筆   

163 兄弟   

163 月 一級 
萌芽

級 

164 靴子   

164 再見 一級 
萌芽

級 

165 學生 二級 萌芽級 

165 這 一級 
萌芽

級 

166 學習 二級 茁壯級 

166 紙  

萌芽

級 

167 顏色 二級 萌芽級 

167 中國人 一級 
萌芽

級 

168 也 二級 萌芽級 

168 字  

萌芽

級 

169 夜   

169 昨天 二級 
萌芽

級 

170 夜裡   

 

補充詞

表   

171 衣服 三級 萌芽級 1 板   

172 醫生 二級 萌芽級 2 膀   

173 一般   

3 筆  

萌芽

級 

174 英國   

4 草  

萌芽

級 



 156 

175 英語  萌芽級 

5 車  

萌芽

級 

176 有 一級 萌芽級 6 橙   

177 有時候  茁壯級 7 柳丁   

178 月 一級 萌芽級 8 磁   

179 運動鞋   9 蔥   

180 在 一級 萌芽級 

10 刀  

萌芽

級 

181 再 二級 萌芽級 11 發   

182 再見 一級 萌芽級 12 夫   

183 早飯   13 糕   

184 早上 二級  

14 國 四級 
萌芽

級 

185 這 一級 萌芽級 

15 河  

成長

級 

186 職員   

16 黑 三級 
萌芽

級 

187 中國  萌芽級 

17 紅 二級 
萌芽

級 

188 中午 三級 萌芽級 

18 湖  

茁壯

級 

189 中學  成長級 

19 黃 二級 
萌芽

級 

190 住 四級 萌芽級 20 黃瓜   

191 紫色  成長級 

21 灰  

成長

級 

192 自行車 三級 萌芽級 

22 火  

萌芽

級 

193 棕色   

23 雞  

萌芽

級 

194 走路 三級 萌芽級 24 客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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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195 昨天 二級 萌芽級 

25 哭 三級 
萌芽

級 

196 做 二級 萌芽級 

26 藍 三級 
萌芽

級 

197 坐 二級 萌芽級 

27 梨 四級 
茁壯

級 

 補充詞

表 

  

28 立   

1 拔   29 鹿   

2 靶   30 驢   

3 百 三級 萌芽級 

31 綠 二級 
萌芽

級 

4 包 二級 成長級 32 芒果   

5 筆  萌芽級 

33 門  

萌芽

級 

6 伯伯  成長級 

34 夢  

成長

級 

7 菜 三級 萌芽級 

35 米  

成長

級 

8 茶 二級 萌芽級 36 墨   

9 車  萌芽級 37 木   

10 吃 一級 萌芽級 

38 那 一級 
萌芽

級 

11 床 四級 萌芽級 39 檸檬   

12 大雨   

40 女 三級 
萌芽

級 

13 對 三級 萌芽級 

41 怕  

萌芽

級 

14 多少 二級 萌芽級 42 炮   

15 兒子 四級 萌芽級 43 盆  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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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16 耳朵 一級 萌芽級 44 捧   

17 給 三級 萌芽級 

45 騎 四級 
萌芽

級 

18 狗 一級  

46 去 一級 
萌芽

級 

19 姑姑   47 入   

20 瓜   48 鯊   

21 貴 四級 成長級 

49 山  

萌芽

級 

22 孩子 四級  

50 上 二級 
萌芽

級 

23 喝 一級 萌芽級 51 勺   

24 河  成長級 

52 蛇  

成長

級 

25 鶴   

53 獅  

成長

級 

26 黑熊   

54 踢 三級 
萌芽

級 

27 會 二級 萌芽級 55 土   

28 雞  萌芽級 

56 土豆  

茁壯

級 

29 舅舅   57 膝   

30 看 一級 萌芽級 

58 西瓜 三級 
萌芽

級 

31 來 二級 萌芽級 

59 番茄 四級 
萌芽

級 

32 老 四級 萌芽級 60 香瓜   

33 李   

61 牙 四級 
萌芽

級 

34 樓 四級 萌芽級 62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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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馬 四級 萌芽級 

63 羊 四級 
萌芽

級 

36 罵   64 腰   

37 買 二級 萌芽級 

65 圓 四級 
萌芽

級 

38 貓 一級 萌芽級 66 皂   

39 門  萌芽級 67 爪   

40 米  成長級 

68 豬  

萌芽

級 

41 奶奶 三級 萌芽級 69 棕   

42 念  萌芽級 

70 走 三級 
萌芽

級 

43 鳥 一級 萌芽級 

44 牛  萌芽級 

45 女 三級 萌芽級 

46 女兒 四級 萌芽級 

47 女孩兒  萌芽級 

48 起   

49 請進 二級 萌芽級 

50 請坐 二級  

51 球  萌芽級 

52 熱 二級 萌芽級 

53 肉 四級 萌芽級 

54 色   

55 上 二級 萌芽級 

56 手 一級 萌芽級 

57 手機  成長級 

58 頭  萌芽級 

59 玩兒 二級 萌芽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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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王   

61 午   

62 西 四級  

63 西瓜 三級 萌芽級 

64 下 三級 萌芽級 

65 小孩兒  萌芽級 

66 小貓   

67 熊貓 二級  

68 羊 四級 萌芽級 

69 要 二級 萌芽級 

70 頁 四級 萌芽級 

71 爺爺 三級 萌芽級 

72 銀行  成長級 

73 用 四級 成長級 

74 雨  萌芽級 

75 語   

76 只 二級 成長級 

77 足球 三級 萌芽級 

78 嘴  萌芽級 

74 雨  萌芽級 

75 語   

76 只 二級 成長級 

77 足球 三級 萌芽級 

78 嘴  萌芽級 

 

C 教材詞彙分析表 

 詞彙 C YCT CCCC 133 沒關係 二級 萌芽級 

1 矮 四級 萌芽級 134 妹妹  萌芽級 



 

 161 

2 安靜 四級 茁壯級 135 沒有 二級 萌芽級 

3 爸爸 一級 萌芽級 136 麵條 一級  

4 白色 三級 萌芽級 137 米飯 一級 萌芽級 

5 半 三級 萌芽級 138 明天  萌芽級 

6 棒球  萌芽級 139 那 一級 萌芽級 

7 包子 二級 成長級 140 哪 一級 萌芽級 

8 杯子 三級 成長級 141 哪兒 一級 萌芽級 

9 本子  成長級 142 奶奶 三級 萌芽級 

10 筆  萌芽級 143 呢 二級  

11 餅乾 四級 萌芽級 144 你 一級 萌芽級 

12 霜淇淋 四級 萌芽級 145 鳥 一級 萌芽級 

13 鼻子 一級 萌芽級 146 你們 一級 萌芽級 

14 鳳梨  茁壯級 147 牛奶 一級 萌芽級 

15 不 一級 萌芽級 148 農民  成長級 

16 草  萌芽級 149 暖和 四級  

17 茶 二級 萌芽級 150 朋友 二級 萌芽級 

18 長 一級 萌芽級 151 蘋果 一級 萌芽級 

19 超市   152 兵兵球  成長級 

20 唱歌兒 三級 萌芽級 153 騎 四級 萌芽級 

21 城市  茁壯級 154 錢 二級 萌芽級 

22 車站 三級 萌芽級 155 前  萌芽級 

23 吃 一級 萌芽級 156 巧克力 四級 成長級 

24 吃飯   157 氣車  萌芽級 

25 尺子  萌芽級 158 請  萌芽級 

26 床 四級 萌芽級 159 晴天  萌芽級 

27 廚房  成長級 160 請問   

28 廚師  成長級 161 秋天 四級 萌芽級 

29 春節   162 去 一級 萌芽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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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春捲   163 裙子 三級 萌芽級 

31 春天 四級 萌芽級 164 熱 二級 萌芽級 

32 從 四級 成長級 165 人  萌芽級 

33 大 一級 萌芽級 166 三明治  萌芽級 

34 打 二級 萌芽級 167 沙發 四級 成長級 

35 當  茁壯級 168 山  萌芽級 

36 蛋糕 三級 萌芽級 169 上 二級 萌芽級 

37 到  萌芽級 170 上網 三級 成長級 

38 燈  萌芽級 171 商店 一級 萌芽級 

39 電視 二級 萌芽級 172 什麼 一級 萌芽級 

40 弟弟 二級 萌芽級 173 耶誕節  成長級 

41 地理  茁壯級 174 生日  萌芽級 

42 點 一級 萌芽級 175 生日卡   

43 冬天 四級 萌芽級 176 是 一級 萌芽級 

44 動物  萌芽級 177 手 一級 萌芽級 

45 短 四級 萌芽級 178 手錶 四級 萌芽級 

46 對不起 二級 萌芽級 179 手套  成長級 

47 多大   180 樹  萌芽級 

48 多少 二級 萌芽級 181 書 一級 萌芽級 

49 俄羅斯   182 書包 二級 萌芽級 

50 耳朵 一級 萌芽級 183 書店   

51 俄語   184 書房   

52 法國   185 誰 一級 萌芽級 

53 飛機 三級 萌芽級 186 誰的   

54 高 一級 高 187 睡覺 二級 萌芽級 

55 個 一級 萌芽級 188 薯片兒  成長級 

56 哥哥 一級 萌芽級 189 數學  成長級 

57 個子 一級  190 司機  成長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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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工人  萌芽級 191 送  萌芽級 

59 公園  萌芽級 192 歲 一級 萌芽級 

60 狗 一級 萌芽級 193 她 一級 萌芽級 

61 颳風 三級 萌芽級 194 他 一級 萌芽級 

62 國 四級 萌芽級 195 體育  成長級 

63 果汁  萌芽級 196 糖  萌芽級 

64 漢堡包  萌芽級 197 天氣 二級 萌芽級 

65 漢語 二級 萌芽級 198 跳舞 三級 萌芽級 

66 好 一級 萌芽級 199 聽音樂  萌芽級 

67 號 一級 萌芽級 200 頭髮 一級 萌芽級 

68 好吃 二級  201 圖書館  成長級 

69 好看   202 兔子 四級 萌芽級 

70 河   203 網球 四級 成長級 

71 和 一級 萌芽級 

204 
玩兒電

子 二級 萌芽級 

72 黑色 三級 萌芽級 205 晚上 二級 萌芽級 

73 很 一級 萌芽級 206 娃娃  萌芽級 

75 紅色 二級 萌芽級 207 襪子  萌芽級 

76 後  萌芽級 208 外套  萌芽級 

77 猴子  萌芽級 209 衛生間  成長級 

78 花  萌芽級 210 我們 一級 萌芽級 

79 花園  萌芽級 211 臥室  茁壯級 

80 滑冰   212 下 三級 萌芽級 

81 畫畫兒 二級 萌芽級 213 下雪 三級 萌芽級 

82 畫家  成長級 214 下雨 三級 萌芽級 

83 黃色 二級 萌芽級 215 想  萌芽級 

84 歡迎  成長級 216 香蕉  萌芽級 

85 會 二級 萌芽級 217 橡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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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火車 四級 萌芽級 218 現在 一級 萌芽級 

87 護士  萌芽級 219 小 一級 萌芽級 

88 幾 一級 萌芽級 220 夏天 四級 萌芽級 

89 加拿大   221 鞋  萌芽級 

90 餃子 三級 萌芽級 222 寫作業 四級 萌芽級 

91 叫 一級 萌芽級 223 謝謝 一級 萌芽級 

92 姐姐 一級 萌芽級 224 西瓜 三級 萌芽級 

93 進  萌芽級 225 喜歡 一級 萌芽級 

94 斤   226 星期 一級 萌芽級 

95 員警 四級 萌芽級 227 星期日  萌芽級 

96 今天 一級 萌芽級 228 新年  萌芽級 

97 金魚   229 熊貓 二級  

98 九 一級 萌芽級 230 洗澡 三級 萌芽級 

99 舉手  成長級 231 學校 一級 茁壯級 

100 咖啡  成長級 232 陽臺  茁壯級 

101 看 一級 萌芽級 233 眼睛 一級 萌芽級 

102 看報紙   234 顏色 二級 萌芽級 

103 看電影 三級 萌芽級 235 演員  茁壯級 

104 課  萌芽級 236 要 二級 萌芽級 

105 可樂  萌芽級 237 也 二級 萌芽級 

106 客廳  成長級 238 爺爺 三級 萌芽級 

107 科學家   239 陰天      

108 快 三級 萌芽級 240 醫生 二級 萌芽級 

109 快樂 三級 萌芽級 241 椅子 二級 萌芽級 

110 褲子  萌芽級 242 音樂家   

111 藍色  萌芽級 243 英國   

112 籃球  萌芽級 244 有 一級 萌芽級 

113 來 二級 萌芽級 245 右         成長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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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老師 一級 萌芽級 246 郵局  成長級 

115 了 二級 萌芽級 247 遊戲  萌芽級 

116 冷 二級 萌芽級 248 游泳      三級 萌芽級 

117 梨 四級 茁壯級 249 元  萌芽級 

118 臉  萌芽級 250 月 一級 萌芽級 

119 涼快  成長級 251 運動員   

120 歷史  茁壯級 252 在 一級 萌芽級 

121 禮物  萌芽級 253 再見 一級 萌芽級 

122 輪船   254 早上 二級 萌芽級 

123 綠色 二級 萌芽級 255 怎麼 二級 萌芽級 

124 旅行  成長級 256 怎麼樣 二級 萌芽級 

125 嗎 一級  257 這 一級 萌芽級 

126 馬 四級 萌芽級 258 真 二級 萌芽級 

127 買 二級 萌芽級 259 職員   

128 媽媽 一級 萌芽級 260 中國  萌芽級 

129 貓 一級 萌芽級 261 桌子 二級 萌芽級 

130 毛衣  萌芽級 262 自行車     三級 萌芽級 

131 帽子  萌芽級 263 棕色   

132 美國  萌芽級 264 走  萌芽級 

    265 嘴  萌芽級 

    266 最  萌芽級 

    267 座 二級 萌芽級 

    268 左          成長級 

    269 坐         二級 萌芽級 

    270 做         二級 萌芽級 

    271 作家  茁壯級 

    272 昨天 二級 萌芽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