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六章  結論與未來展望 

第六章 結論與未來研究方向 

在第一章中筆者簡述了本篇論文的研究背景、動機、方法及研究目

標，決定採用比較分析的方式，由過去的研究結論中找出其趨勢並確立未

來的發展方向；第二章的文獻探討部分筆者探究了前人對於教學媒體、電

影運用於語言教學與華語教學的相關研究；第三章為對於相關教材與教學

內容的蒐集，希望對於實際的教學設計有所啟發；第四章則是在課堂運用

時的各項教學準則及注意事項，第五章是筆者實際的設計範例，採用「飲

食男女」為例子。總結來說，本篇論文得出了幾點結論，另外筆者並針對

未來的進一步研究提出一些看法。 

第一節 結論 

一、電影是適合語言教學的媒體 

傳統的平面教材已經不符合時代所需，電影作為一種教學媒體，與教

師的口頭傳達教學結合後，能夠充分達到 Gagné 所提到的八種學習任務：

提供感官刺激、指引學習者之活動、達成預期模式、獲得外在的動力、引

導思考、促使轉移、評鑑結果以及獲得回饋。 

電影的聲光效果能夠提供學生感官刺激，在引起其興趣後，學生對於

目標語的語言文化會更有學習動機。且與相比之下顯得較為死板的書面教

材相較，上課觀賞內容豐富有趣的影片能讓學習者處於相對輕鬆的學習狀

態，進而提昇自信心。

從提供真實情境與真實語言方面來看，恐怕電影僅次於處於目標語環

境下的實際體驗，但並非人人都有機會在目標語國家中學習語言，而電影

能夠突破教室的時空限制，將學習者帶到目標語的語言環境中。而且，電

影作為一種真實性語言材料，而非為了語言學習者所製作的教材，其呈現

的是語言的實際使用狀況。 

就語言來說，根據研究，電影的語言使用，在語用與詞彙的使用方面

相當

 

接近實際使用方式。教師選擇新的電影來作為教材，新的電影呈現的

也是新的口語用法，所以也是學生訓練聽力及口語能力的好教材，且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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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已經先一步刪去在現實生活中說話者常會犯的口誤或是冗贅情

況，也就是說，已經減去了語言實際使用時的部分干擾，可以讓學習者更

專注在口音及語法等各個細節，而不需被口誤所誤導。 

電影提供的真實對話情境更能提供學習者「超語言」的要素，學習者

可以任意觀察對話者的姿勢、表情、穿著等等，這些都是語言實際使用時

的額外線索，電影不但可以展現出來，更可以利用放映設備暫停或放大以

仔細觀察。 

另外，現今隨著教學媒體科技日益進步，在課堂上播放電影已經是輕

而易舉的一件事，幾乎個個學校都可找到所需設備，而播放電影也不需要

特殊的技術，只要好好運用 DVD，教師將可隨時掌握播放進度，任意地快

轉倒帶或停格在所需之處，而 DVD 特有的字幕及語言選項，更是語言教

學的一大助益。 

從文化教學面來講，電影除了傳達語法、語用及言談的訊息，還呈現

了社會互動及參與的資訊，能讓學習者觀察到，這對於讓他們進入目標語

社群有所幫助。電影更能把文化實踐及文化產物以畫面結合文字的方式深

植於學習者的腦中，讓學習者對於目標語文化能有更深一層的體認與領

悟，與單純的書面敘述比起來，電影對於文化學習的效果要大得多了。 

電影作為語言教材當然還是有缺點。首先，是長度問題，一部影片動

輒兩個小時，會嚴重消耗掉寶貴的上課時間；接著是電影中語言的程度問

題，由於其屬於真實性教材，所以不會顧慮到非母語者的理解力，以致於

電影中往往有許多學習者難以了解的語言用法或是文化內容，且會出現與

教師教授的語言相抵觸的狀況；再者，電影使用的語言會隨著時間而很快

的過時，必須不斷地更新內容。 

關於以上的各個缺點，也是本篇論文所面臨的待解決之問題。大體上

來說，比起其具備的多項優點，這些缺點屬於少數且能夠解決的。課堂的

時間可以由教師控制，並將影片加以切割，分配到各個學習的課時裡，這

樣做雖然會把電影情節分割而沒辦法一鼓作氣，但也因此在每一堂課學生

都有一個觀影的重點並對接下來的劇情保持懸念。電影教材大都有一定的

難度，適合中高級程度以上的學生，但就算同樣是學習華語兩年的學生，

其程度也會有所不同，教師必須謹慎選擇教材以配合學習者程度。而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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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的時效性可以說是一體兩面，是優點也是缺點。從好的方面來說，以

電影作為教材有一部分就是因為其使用的語言是切合時代的新式口語用

法，也因此可能與課本或老師教的語言有不符之處，在上課時教師可以將

這些用法做一比較對照，提出最好的使用方式。 

整體來說，電影有許多教學上的優點，其缺點也是可以透過教學技巧

與教

課程

習，經由出版社正式出版，並可以在市面上買到之書刊。 

的一系列電影

華語自學叢書，這套書籍在近年內都還有再版更新，且其內容非常完整，

是學生練習聽力口語的好教材。而另一套中國暨南大學的「看電影說漢語」

是 2004 年出版的，內容也是包括詞彙句式等完整的練習。 

的有些老

舊，這是因為其使用的電影都是數十年前的影片，所使用的語言與現在的

口語

另外就是其選擇的電影都是中國大陸所出品，但筆者認為在電影的選

擇方面不妨含括各地華人製作的電影，這樣所展現的文化面不會侷限某一

處的

畢竟使用電影作為教學工具，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可以藉由它來學

習最新的口語用法，如果電影本身已經與現實生活脫節，那麼能夠學習的

內容

而 ICLP 的自編教材，由於僅供其教師內部使用，所以並不算是正式

教材，但其編寫的方式值得參考。 

學設計來加以改進的，所以是適合語言學習的教學媒體。 

二、正式的電影華語教材尚未普遍 

雖然華語中心常舉辦觀賞電影活動，個別教師也常使用電影作為正式

外的補充教材，但是截至目前為止，正式的電影華語教材還不普遍。 

所謂正式的電影華語教材，筆者指的是附有各種生詞句式解說及練

現在能找到的最完整教材，應是美國密西根大學所出版

然而，這兩套教材都有個缺點，那就是其教學內容已經顯

用法已經有落差。 

觀點，會比較廣泛，且各地華人口音皆有不同，可說更接近實際語言

的使用情形。 

自然不足。 

要完成一整套電影華語教材，需要投入大量的人力物力，首先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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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向電影公司購買版權，而電影本身在過了十幾二十年之後，其語言

內容

則可群策群力，分工合作，編寫電影教材

的資料庫，這是目前最為可行的作法。下一步才是結合出版社的資源，尋

求正式出版的機會。 

以國內華語中心來說，有許多教師會私下自行使用電影作為補充教

入討論，摒除這個情況，電影華語教

學課的內容可以分為兩大類，其偏重面各自不同： 

1.  偏重語言教學：即以語言能力的增進為主要的目標，教授電影中

出現過詞彙句式及常用語的用法，上課也以語言教學為主，但在此

同時也會討論到電影中的中華文化內容，這是電影華語課程必會觸

2. 偏重電影討論：適合高級班的學生，針對電影拍攝手法、電影內容

情節或是導演研究等，以各種主題探究為主的討論課程，但也會教

授語言用法與文化議題。此類課程的開設對於教師與學生的要求都

整體而言，這兩種電影華語課的內容不同處在其教學側重的重點，一

是針對語言，另一是針對電影本身，但是不管是哪一種課程，都必然會談

論中華文化，且就算是專門的華語電影討論課，在語言部分也還是會再加

強，

而在美國大學開設的相關課程方面，選擇就更多了。以英語授課的有

專門討論華語電影的課程以及以華語電影為教材來探討中華文化的課

程，這方面的課程雖然與本論文所探討的電影華語課關係不大，但是從許

多學

又會過時，必須不斷地翻新改寫，並且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再選擇一些

新的電影來補充教材的不足。 

目前如果教師要運用電影的話，最常見的方式還是自行編寫講義使

用，而如果是華語中心的教師，

三、電影華語教學課的內容 

材，但因為不屬於正式課程，故不列

及的項目。 

較高，教師除了華語知識外還需具備電影知識，而學生更是要對電

影有強烈興趣。 

尤其是電影的專有名詞學習。 

校都有此類課程開設的情況看來，可以了解華語電影與中華文化可說

是日漸受歡迎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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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高級華語課程都會運用到所謂的「真實性教材」，其中包含

報紙、小說、電視等等，當然也包括了華語電影。除了高級課程使用華語

電影之外，也有專門以電影教授華語的專業科目，但目前還比較少見。 

現的是一片欣欣向榮的景

象，但在此同時，則更可以看出相關教材的明顯不足，這是電影華語教學

的可惜之處。 

二、三章的資料收集以及相關的研究討論，提出了電影華

語課程上課時的準則。 

首先，在電影選擇方面，主要從語言及文化兩方面來考量。電影的語

言需

樣性與趣味性，畢竟一整個學期的課程應該要能

帶給學生豐富的文化討論議題。接下來才是進一步考慮其他的注意事項，

例如要小心爭議內容，要避免冗長或步調緩慢的電影等等，並要盡量兼顧

電影的藝術性與教育意義。 

上不重要的片段可以使用學生的母語字幕，

讓學生能迅速了解劇情並銜接上下一段的教學。 

、分享個人經驗以及創

意任務，將任務形式與電影內容結合靈活運用。 

另外就是高級中文閱讀班或是文化討論班，也有許多運用華語電影作

為教材的課程，藉由電影內容的節選，來進一步地提昇中文程度及認識中

華文化，這些通常都是三年級以上的進修課。 

從國內華語中心及美國大學的情形來看，與電影華語相關的課程有許

多，其偏重面也不盡相同，有的就是專注在語言教學，有的偏向電影討論，

有的則是文化探討，但整體而言，這一塊領域呈

四、電影華語教學準則 

筆者根據第

考量學生程度，避免方言，且應選擇近期的電影，以免語言過時；而

文化方面，則需要考量多

上課時則是需要注意時間的分配，一堂課五十分鐘，觀賞影片以十五

分鐘左右為佳；在字幕的使用方面，除了目標語字幕的使用之外，筆者認

為對於需要快速帶過，且教學

另外，在每一段影片欣賞前，一定要讓學生知道觀影的重點何在，也

就是說，AO 的使用是很重要的。在課堂活動部分，可以參考各項任務的

使用，包括了列表、排序與分類、比較、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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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立了上課的大致準則後，這些準則應該遵循預期、呈現、比較練習、

加強、鞏固的順序來進行，以達到最大的學習效果，也就是在觀影前應該

經過 AO 的使用階段觀影後也應利用各種任務實施的方式來加強鞏固已習

得的知識。 

以上是教師上課時的準則，筆者並根據準則在本篇論文第五章實際設

計了一部電影的上課過程。 

第二節　 研究限制 

實際情況，並實際進行了教學設計的部分，

希望能夠對將來此一領域的教學有所幫助。然而不可諱言的，此篇論文還

學在此一領域的現況如何，筆者暫時沒有辦

法加以討論。 

 

華語教學的相關研究大多是研究者個人的課堂實際實施

紀錄與經驗談，較沒有學理依據，故筆者主要參考的是外國學者對於課堂

時間、字幕及 AO 使用的研究。 

筆者針對電影華語教學此一領域進行研究，探討了過去的相關文獻，

審視了現今的相關教材與課程

有許多地方未能做到完善。 

首先，是資料收集方面，筆者針對國內華語中心以及美國各大學相關

課程的開設狀況做了一個分類比較，但礙於研究時間與筆者能力，對於其

他地方的課程開設，例如大陸各漢語學院是否有實施相關課程的教學研

究，又或者其他國家的華語教

另外，筆者在國內的華語中心進行教師訪談以及課程旁聽，但對於美

國大學的課程則只能得到二手資料，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希望未來能有

機會造訪國外的電影華語教學課堂，以利本研究的進一步改進並可作為教

學的一項參考。

在電影華語教學準則方面，筆者參考了許多國外學者在其班級上實施

電影英語教學或是其他外語教學的經驗，並以此為藍本定下電影華語教學

的準則。此處缺少在華語教學方面的相關研究。就如筆者在第二章文獻探

討時提及的，電影

然而，筆者認為這一方面的華語教學研究可以再進一步加強，而且應

該由筆者自行設計實驗來運用到華語教學課堂上並觀察這些準則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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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但礙於研究篇幅，關於這一方面的補充與說明可以作為未來研究的

另一個方向。 

最後，是電影華語教學設計範例部分。電影華語教學可以針對中高級

以上不同程度不同教學背景的學生設計課程，電影的選擇與使用也可以視

狀況改變以配合實際情形，所以筆者在第五章的教學範例中以教學準則為

基準設計了一套課程，以電影「飲食男女」為例子，並希望此一運用範例

與準則將來能夠作為相關課程設計的參考。然而，更好的作法是，此處能

夠進一步針對某一實際的班級設計教案與課程，並且執行之後再加以評估

改進，如此則更可以貼近此篇論文的宗旨。這一個部分也可以在未來的研

究中作為一個發展方向。 

以進一步發展，以下是筆者認為將來論文的延

伸發展方向：

一、實際實驗並改進 

設計，例如： 

字幕、標的語字幕及無字幕的三組，詳細記錄

上課狀況，觀察哪一組學生的表現進步最多，另外在聽說讀寫哪一個方面

的進

AO 形式，例如圖片、問

題或

 

第三節　 未來研究方向 

筆者盡力蒐集了相關資料與研究，並設計了一整段課程的應用方式，

但此篇論文還有許多地方可

 

可以針對上課過程設計實驗，以多個班級對照觀察。實驗的內容可以

針對幾個部分來

字幕：將學生分為母語

步最多。 

AO:可以針對 AO 使用的部分，設計不同的

是段落文章的 AO 對於學習會有什麼不一樣的影響，在成效評估部分

也要設計測驗學生能力進步與否的各種問題，觀察哪一種形式的 AO 對學

生的幫助最大。

課堂活動：實驗不同的任務活動對教學效果的影響。例如多使用排序

與分類的任務是否在語言學習上不及使用創意任務。 

 129



電影華語教學設計 

寫作訓練：什麼樣式的寫作題目可以達到最好的學習效率？ 

多位教師實際參

與，才能夠得到相關的結論，所以這一方面的研究可以當作本論文未來發

展的一個方向。 

教材，未來可以進一步

設計一整個學期的課程。 

有所分別，同一題材的電影選擇一部即可，讓學生在一個學期中可以接觸

到數個不同方面的議題。 

筆者認為，可以將文化議題分為數個類別，在每個類別中排入數部電

影，而一個學期一個文化議題只要選取一至兩部影片即可，其餘的片單可

以作為學生的延伸觀賞作品。這是語言課的安排，如果是針對華語電影討

論課程，則又是另外一種方式了。比如針對年代、導演或是不同的類型電

影來

另外是課程的整合部分，要如何安排每部電影的時間，以及其內容的

難易度安排，也就是說，在一個學期的時間內，應該將電影所使用的語言

或是其議題的難易度做一排列，目的在循序讓學生的語言能力提昇，所以

有許多需要考慮的要素。 

總之，設計一部電影的課程與一整個學期的課程是有很大的不同的，

要考慮的因素倍增，難度也大大增加，這是將來進行教學設計時的另一個

方向。 

三、

以做怎麼樣的變動？ 

例如，針對中級程度學生，是不是應該減少創意任務的使用並增加列

這一階段的未來研究需要長時間且大範圍的進行，需要許多班級的配

合與參與，並且需要縝密的實驗設計過程，另外還需要

二、整合設計一整個學期的電影華語課程 

筆者編寫的設計範例是利用單一部電影來作為

要設計整學期的課程，需要考慮的面向很多，首先是電影的題材需要

設計課程等等。 

針對不同程度學生，設計不同的上課內容 

對於不同程度的學生，上課的內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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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排序與比較的任務？而面對高級程度的學生，又是不是可以加入多一

些的專業電影名詞，並加入電影手法討論的層面？在教授不同程度學生

時，

四、設計正式電影華語教材 

，再加上其日漸受歡迎的因素，將來

對於電影華語教材將會由一定的需求，如果能夠集合足夠的人力與物力，

並考

教師與學生之福。 

五、

媒體不斷創新，現在已經有許多電腦的自修教材，也有許多大學網站

提供了隨選視訊系統，可以線上收看影片及電視節目等。 

國內這一方面的應用與語言教學相關的幾乎都是英語教學。但同樣

腦的自修軟體，或是與華語中心及

學校合作，推出華語電影的隨選視訊系統。這一方面的開發還有待具有專

業知識背景的人進一步的研究。 

以上是筆者認為此片論文將來可以進一步進行的研究方向。可以發

現，電影華語教學這個研究區塊確實還有許多

應該怎麼樣調整上課過程？ 

這一部分的設計，需要在實際面對學生的時候，加以專業的評估，而

實際執行之後，還要再不斷地修正，希望最後能夠得出面對不同程度的學

生時不同的上課應用方式。 

經過了上課的階段之後，未來應該可以將目標放在與出版社合作推出

專業電影華語教材上。 

隨著電影華語課程的改進與創新

慮電影華語的教學經驗，出版能夠讓教師上課使用或是讓學生自修之

電影華語教材，那將會是

結合電腦與隨選視訊系統 

的，未來也可以針對華語教學開發出電

地方可以再加以深入探討，

筆者也希望未來能有更多研究者投入這個領域，為華語教學貢獻自己的一

份心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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