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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短期華語與文化研習課程之 
構成元素與教學設計 

    本章是統整前兩章的理論與案例研究，將其中目前適合台灣發展短期

課程的理論加以整合，提出設計與實行短期課程的一種可能方式，並依照

研究者的教學理念與歸納的原則設計初級課程與中級課程的教學設計。 
第一節 短期華語與文化課程之架構 

    本節所探討的是以華語教學本體出發，依據課程設計的理論與上一節

三個案例的經驗，試整理適用於短期華語短期文化課程之理論架構。先探

討適用於華語教學的模式，以及採用此模式的原因，再以筆者前兩章的研

究為基礎討論華語文短期課程的構成要素。量身訂做是專案式課程設計的

主要方向，幾個重要的課程項目分別為語言課程、文化課程、課餘活動、

生活照顧與結業旅遊。而行政體系與教師分別是將其串聯起來的主要角

色，相互合作與搭配，也屬於課程中重要的元素之一，在第二小節與第三

小節將分別進行說明。筆者也將由第四小節中所說明的課程理論來設計教

學範例。 

一、短期華語與文化課程之模式 

    固定式短期課程的組織建立需經過基礎研究，內容精密設計與籌畫，

相當於經營一個以正規課程為主的語言中心。完全移植他國經驗能到台灣

可能會造成東施效顰的窘況，發展華語短期課程必定要思考本身的條件，

盡力推展台灣的優勢與長處，發展台灣獨有的特色。打個簡單的比方，在

屋子裡正確的地方開一扇窗，讓風吹進來，讓陽光灑進來，屋子自然涼了、

自然亮了，就無須安裝過多的設備。 

    短期語言文化課程也就是坊間俗稱的遊學團，目前在台灣尚未有語言

中心發展固定式的遊學課程，課程發展以專案式為主。筆者也認為參與遊

學性質課程的學習者在標的語地區停留的期間以旅遊的心態為主，其來台

目的與常態班學生不同。台灣人民來者是客的熱情性格，是向外推展文的

隱形助力，從課程工作人員到一般的台灣民眾溫暖地接待外國友人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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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灣塑造一個可親的形象，也同時宣告參與短期課程的學習者「我們有

良好的生活條件，也提供優質的中文課程與融合古今的中華文化環境」。

為了讓學習者能在短期內學習與旅遊收穫豐富，滿載而歸，目前將專案式

課程精緻化是台灣必須努力的方向。把學習者的行程排滿並不代表一個完

整、有品質的課程安排。而必須在短暫的停留時間為學習者安排程度適合

與內容適合的中文課程，再加上周邊其他的安排，這才是適合台灣的作

法。筆者在本章的課程設計與理論也將以專案式課程為主，進行探討與論

述。 

    短期課程大從目標小至作業其設計理念都與常態課型不同，但其設計

流程與課程的發展仍符合 Brown（1995）所提出的教學設計基模35，課程

綜覽、需求分析、教學目標、測試、教材、教學與課程評鑑整個循環的流

程。Richards & Rogers（1986）在「語言課程發展進程」（Languag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processes）提出需求評估（needs assessment）的多種項目，類

別繁多，包括由學習者為出發點的項目，如學習者的語言背景與其標的語

的語言程度、教學者與學習者兩者對於語言學習的目標與期望等；此外尚

有其他的評估方向例如教學者的對課程的教學技巧、時間限制、經費限制

等。筆者認為在專案式課程的形式下，許多需求評估的項目在校對校之間

授課條件的議訂後是固定的，尤其是組成課程的基本條件與行政工作相關

的項目，如停留時間與經費等。學習者是課程設計的最大變數，變數中既

有團體性質的，也有只屬於個人的。筆者將每一個短期課程本身基本的條

件稱為課程的客觀條件，即在這個共同的基礎上每一個參與課程的學員都

相同，也因此可以形成一個短期課程的團體，條件的內容也就是時間、費

用、課程時數、住宿條件、學員母語背景、學習目標等成團的學習者共有

的背景。這是一個團體形成的先決條件，由於在整體架構中從教學的立場

並無法對此有所改變，筆者認為在課程設計時，需求分析的項目應更著重

於學習者的本身與可利用的教學資源這兩項深入調查。在客觀的條件下，

針對學習者的需求與可運用的資源，設立符合課程時間長度、學習者期待

的教學目標，進一步選擇教材、設計內容，並執行課程，是較為實際的作

法。 

                                                 
35 參見第二章第二節之第二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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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求量身訂做的專案式短期華語與文化課程，為了達到滿足學習者的

需求，了解學習者需求是首要的、必要的步驟。短期課程其他客觀條件的

了解是專案式課程的首要工作，行政單位在與國外大學接觸時就應收集妥

這些課程評估中其他的非學習背景正相關的項目，以利教學者在第一時間

對於整體教學有初步的概念，而能進一步設想細節。校際間的合作模式，

筆者以下圖四-1 簡示： 

 

 

 

 

 

 

 

 

 

 

 

圖四-1 校際合作模式圖 

 

    筆者認為兩個教學單位間的往來模式由國外教學單位提供學習需求

開始，也就是圖中的步驟 A，然後標的語地區的華語中心提出可行的課程

方案 B，A 與 B 之間的反覆次數需依兩校協商的情形而定。而在議訂細節

的過程中，兩者的期望越來越接近，標的語地區的華語中心對於學習者的

需求、背景等課程客觀條件的了解也越清楚，可更為詳細提供教學者進行

課程設計。最終方案 C 為最後的定案企畫，各校所議訂的內容是相當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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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 

    教學者的主要工作是在客觀的條件之下為學習者融合設計語言與文

化課程，選擇適合的教材，實行課前、課後的評量與測驗，達成短期內遊

與學兼具的效果。因此教學者的角色既是課程內容進度的設計者，也是課

程的執行者。行政與教學兩者最大的任務在於為學習者和課程服務，提供

妥善合適的課程、活動、照顧與結業旅遊。兩者間的關係是平行的，相互

合作，又相互觀察。筆者將行政、教學、國外教學單位與學習者之間的關

係以下圖四-2 來表示： 

 

 

 

 

 

 

圖四-2  兩校人員關係圖 

 

二、專案行政人員 

    專案行政人員在整體課程中扮演的角色為與國外教學單位聯繫的主

要對象。在聯絡的過程中必須對外洽談課程事宜，促成課程客觀條件形

成，並調查學習者個別的需求與目標等課程籌畫等作業，也就是圖四-1中

主要的促使 B 形成的主要執行人員。換句話說也就是能提供正確的資訊以

指出短期個案是強調語言學習或是文化體驗。此外對內則必須協調活動與

教學工作、安排學習者住宿事宜、準備飲食交通等生活資訊、規劃課餘活

動等非課室教學的細節。 

    專案行政人員必須肩負對外窗口與對內非課室工作的組織執行。由於

對外的窗口的角色除了前置作業之外，還包括學習者在標的語地區生活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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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與課餘活動組織管理，應具備雙語或多語的能力，以應變可能出現的狀

況。總結生活照顧的項目，筆者認為專案行政人員必須在課程中執行下列

工作： 

1. 非語言課程之課餘活動安排與執行。 

2. 為學習者安排與母語者接觸，增加人際互動的機會。 

3. 為學習者尋找適合之住處。 

4. 和緩學習者面對文化震撼的衝擊。 

5. 生活輔導角色，解決個人問題。 

    從另一個角度來說，專案行政人員並扮演課程評鑑的隱形角色。對於

學習者的生活適應的問題、學習者對標的語地區的觀點、課程執行的成效

等都有近距離觀察的機會，可以以協助課程提升的角度說明學習者確切的

需求與提出具體的建議。 

三、專案教師與課程管理 

（一）專案教師招募與養成 

1.1 教師的專業能力 

    Kubler(1997)提出美國各大學的中文教學單位都將海外標的語地區

學習視為中文學習的一個重要過程，課程設計的細節越來越受關注。而在

對外漢語教師招募時應注重幾個項目，分別有專業知能、教師海外經驗、

教師特質等項目。在專業知能方面尤其要符合重視教學效能、發音標準、

繁簡漢字書寫能力、教育背景、熟習現代外語教學法等要求，並尤其強調

脫離教授母語者國語的教學法與態度。其次教師對於美國成年學生的教學

經驗、住在美國的經驗、英語能力、相關領域的知識、中英電腦軟體的知

識，凡是與對外漢語教學相關的項目都應列入考量。教師特質更是強調對

於跨文化問題的敏銳性、人際關係處理、課室之外可能有的貢獻等。然而

如此完美的教師形象非一朝一夕可以塑成，筆者認為這些背景條件與精密

要求的背後傳達的訊息是，教授短期課程的教師應有能力實踐下列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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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供高品質的中文課程。 

2.掃除課堂中非教學的問題，推動語言教學順利進行。 

3.熟習學習者背景，消除跨文化障礙。 

4.提供學習者雙語的諮詢。 

5.運用多媒體教學的能力。 

6.創造課堂認真且愉快的學習氣氛。 

7.與學習者建立良好的師生關係。 

    短期課程師資養成與常態課程一樣需要歷經時間與實務過程，實非易

事。由於教學個案的條件因團而異，因此在教學專業知識之外，教師彈性

面對個案態度的培養也同等重要。能做到處理個案處變不驚，面對文化問

題姿態柔軟，面對教學專業擇善固執的態度。 

1.2 工作調整與教學態度轉換 

    專案式課程要收語言學習與文化體驗之效，語言課程與文化主題的融

合是一個常見且有效的方法。因此教材的選擇、教案設計、教學法、課程

強度、評鑑方式這些課程執行的細節都需要依照每個短期團體的不同而有

所變更。可推知要收課程針對性高、語言文化結合的效果，常態課程教師

在面對短期課程時需要適度調整原有的教學模式，轉換教學態度、改變教

學習慣與師生的關係，或輕或重、或多或少都是必要的步驟，也是必經的

過程。找到能配合短期課程教學法完善、學生背景知識充足了解等各種優

勢集於一身的教師相當困難，然而有些輔助的作法可以補足教師所缺乏的

能力，如可靠加強對於學習者背景的介紹、專案課程教學法的研習與熟習

教材等作法來加強師資實力，並經由共同準備課程達到集思廣益的效果。

筆者主張在短期課程中採雙主教學模式36，意為教師的專業知能與學習者

的需求共同決定課程的走向，因此在短期課程中教師的專業知能必須達到

相當的標準，才能在課程設計與執行中提出可行的教學建議，並與學習者

就學習問題進行溝通。 

    短期教師面臨的挑戰與常態課程不同，師資養成需要經驗的累積。筆

者認為教師特質與教師的個性本身有很大的關連，而教學法則是與教師本

                                                 
36 請參照第二章第二節之第四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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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教育哲學與理念有關。這兩個深植於教師心中的項目非短期內能改

變，如能以教師特質與教學法這兩點為基準，先選擇適合的教師進行課程

師資培訓；再進一步經過課程的實務經驗的鍛鍊；並經由評鑑檢討教學的

過程，理論與經驗相互交替進行。這樣的過程對於短期師資的養成可產生

正面的作用，此外也可為語言中心保留長久經營短期課程的經驗與資源，

一舉兩得。 

（二）課程管理 

    語言學習與文化認識是多數學習者參與課程的目標，筆者認為為達成

言課程與文化課程融合，課室學習與文化活動結合的效果，在師資的團隊

裡需設有課程管理一職。統籌教師訓練、教師管理、課程設計、學員評鑑

等細部的教學工作，並與行政系統相互流通訊息，又平行執行教學任務。

課程管理一職的工作角色應強調與行政系統合作、相互的溝通，也就是學

習者課程學習反應、課餘活動安排、學員個別情形等資訊交流，以幫助授

課教師適時調整授課進度、內容與教學技巧，並可達到熟悉學習者之效。

簡而言之，就是站在教學的立場將行政隱形評鑑角色的結果化為有效改善

課堂的建議。 

    筆者認為課程管理一職應由華語中心的資深教師擔任較為適當，其考

量為資深教師對於中心已有的教學資源較為熟悉，課程經驗豐富，並了解

教師心理。在統籌規劃與管理教學核心工作時，能融合這幾項優勢從行政

管理的角度為教學做出具建設性的建議；並以專業的教學角度在師資訓

練、教材選擇、教案編輯、課程執行等教學核心工作做出有效的批評，以

語言教學專業的要求控制課程的品質，達成教學目標。此外適任的課程管

理人員應具備雙語甚至是多語的語言能力，能提供學習者與學習相關的外

語諮詢。並要有良好的溝通能力，在教師、行政與學習者之間處理跨文化

與課程協調的問題。長遠的角度來看，由課程管理的角色統籌規劃設計課

程，能有經驗累積與傳承的效果。對於長期經營短期課程是一項利多，有

助於發展常態性質的短期課程。 

四、核心課程：語言課程與文化課程 

    語言課程與文化課程是華語短期文化研習課程的主要內容，語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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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為學習者所設計的華語課程；文化課程則是以教授文化知識為主的課

程，並非一定與語言課程結合，也可是由其他形式來執行，如講座、影片

欣賞等。然而兩者結合是課程設計的最高目標。此一小節的論述為第四章

第二節課程設計範例的依據，筆者將依上述課程設計的理論進行設計。 

（一）培養中文能力為教學首要目標 

    由教學的角度出發，筆者認為整體課程雖被區分為許多不同的項目，

但中文學習必須佔有一席之地。語言課程的經營與發展影響每個語言中心

的經濟命脈，為首要任務。在面對短期課程，坊間所稱的遊學課程時，語

言課程的品質也應當是主要思考的主題之一。要是以旅遊為主的行程安排

就不該被稱為遊學課程，而是旅遊團。 

    而只有單方面文化的介紹，無中文的學習，其文化體驗與認識只能留

在表面的狀態，脫離課程之後學習者獨立建立自己與當地關係的能力也是

相當有限的。對於長期推展華語短期課程與中華文化傳播這兩項目標，若

只推廣文化而無語言課程的作法並不是最理想的作法。在課程的分類上雖

然已明顯有語言學習與文化體驗兩大方向，但這兩者並不抵觸，而是相輔

相成。在語言教學為宗旨的華語教學單位，仍應以語言教學為主，循循善

誘。讓學習者在華語學習中體驗中華文化，並培養語言能力，語言能力同

時也是學習者主動探索文化的利器。筆者認為語言的進步、文化的認同與

自發學習的動機這三者可產生連鎖的正面效應，並能促使學習者更投入學

習華語，進而認同中華文化、台灣文化。 

（二）主題式導入的課程架構 

    短期課程最理想的目標是以文化主題引入語言學習，語言學習沈浸於

文化中。筆者認為主題式導入的課程架構可使語言教學與文化教學同步在

課室中進行，並能連結學習者在台停留的行程，達到短期內語言學習與文

化體驗的雙重效果。 

    主題導入式的課程架構是以文化主題為學習的單元，由一個主題為核

心向外擴大，如同心圓一般。實際的作法是選擇相關的詞彙、合乎主題功

能的語法與短語、發展課文、活動與主題延伸。而每一個主題所形成的圓

都可以依其相關主題與活動繼續向外擴大。學習者也受主題向外擴張的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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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增加詞彙和語法，對於相關的文化項目進行了解。 

 

 

 

 

 

 

 

 

 

 

             圖四-2 主題導入式的課程架構：筆者研究繪製 

 

（三）學習者背景分析對課程的重要性 

    課程主題與學習者在台的行程若相互連結可收課程針對性高與語言

教學立竿見影的效果。在語言課堂的學習成為活動內容的先備語言知識，

在活動進行時所學詞彙一再重複出現，有助學習者語言內化習得。然而不

管是行程安排或是課程安排都必須符合學習者的需求才能得到共鳴，潛在

地推使學習者主動參與。學習者的背景分析的內容包括學習者的客觀條

件，以及學習者個別的背景因素，如性別、國籍、年紀、學歷、專業背景、

主修、家庭狀況等。這些個別的因素都可能影響學習者與文化主題的距

離，例如性別因素與對婚姻的看法、國籍因素與宗教議題、家庭狀況與教

育問題等。 

    需求分析應針對國外教學單位與學習者本身兩個對象進行，對於國外

相關 
文化項目 

課文與活動 

合乎主題功能
的語法 

相關詞彙 

中心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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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單位的目的是了解整體課程目標的要求，這也屬學習者客觀條件之

一。另一個分析重點為學習者個別對於課程的需求、自身對語言學習的期

待、對於在台停留其間的學習計畫等，分析偏向與語言學習正相關的其他

細節。 

（四）符合課程目標的教材編輯 

    教材的最主要的功能是傳遞知識、語言練習與傳遞文化，適用的教材

還可成為教師課堂上的幫手，提供適合的語境與足夠的教學材料來完成教

學任務。短期教材要達成上述的目標必須也要符合教學目標與架構原理，

也就是短期課程所強調的主題導入式原則。由於課程以主題導入為主，非

以語法建構為目標，目前台灣一般通用的華語教材並不符合這樣的教學需

求。無論尋找教材或是編纂教材其原理都是需要符合教學目標，並能輔助

教學法實行，使教材成為實行教學任務時事半功倍的好工具。 

（五）應用教學法凸顯課程目標 

    短期課程為三到六週，教學內容與教學進度量有限，要在短期內達成

語言學習與文化體驗的效果教學法就成了重要關鍵。教學法的運用可掌握

課程密度的高低，透過不同的方式與材料掌控師生間與生生間的互動，而

不同的方式所產生的互動效果與張力也不同。例如：點名提問式的教學教

學技巧容易造成學生緊張，但學生較能集中注意力；遊戲式教學的學習心

態較為開放與輕鬆，但知識傳達的量較少。教學法可以左右課程進行的節

奏，節奏越快，可進行的教學量越大，課程強度也相對提升；反之節奏越

慢，教學量越小，課程的強度也越低。由此推知教學法的使用可凸顯課程

的目標，用以區隔課程型態的不同。例如：以語言學習為重的課程可以在

教學法上強調節奏的速度，以增快課程內容進行，並增加課程內容的份

量；而強調文化體驗的課程則可在教學法上強調課室活動的互動性與學習

者親身實做的教學活動。 

（六）與課程大綱相應的作業與評量 

    由於多數的短期課程的目標非以取得語言證書或證照為主，作業與評

量方式也必須依照課程的目標而有所改變。筆測驗的方式不一定能測出以

口語操練課程的成效；角色扮演的方式也未必是公平的評分方式。作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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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量的方式必須依據課程的目標來設定，其最重要的目的與功能是促進學

習者學習，因此進行的型態可是預習性質或是複習性質。作業與評量的多

寡也是增加課程強度的方法之一，可說是輔助課程進行的方式，須依照課

程設定目標來安排。與常態課型相同，作業與評量同樣也可是結業評分的

依據。 

（七）文化課程的其他進行方式 

    文化課程以傳授中華文化與台灣文化為主，是知識傳遞的課程。從實

際案例中得知成年學生雖然語言能力尚處於初中級，但對於抽象的文化題

目卻產生濃厚的興趣，這股力量實為推動語言學習的助力。為解決華語能

力與文化知識需求不相對等的情況，雙語的文化講座、影片、座談等等可

以彌補華語能力的不足，滿足學習者對於文化知識的求知慾。但其在整體

課程中的份量不可過重，也不宜與語言課程主題脫離太遠，否則會造成課

程目標失焦，失去到台灣學習華語的意義。 

五、課餘活動與結業旅遊 

    課餘活動所指的是中心提供的核心課程之外的活動，校外參訪、語言

交換、半日郊遊、運動等等都屬於課餘活動的項目。課餘活動的安排最重

要的目的是增加學習者接觸標的語文化的真實機會與人真實的互動，滿足

學習者具體感受標的語文化的心理需求。從真實語言的表達感受書本之外

的語言知識，從眼睛所見的事物證實書本的或聽聞的文化圖像。這個由虛

轉實的過程能有效激發學習者的學習興趣與提升學習效能。然而課餘活動

的安排應該講究精緻而不在量多，在行程安排上留下一些空檔，就像國畫

中留白的效果一樣，給予學習者時間與空間沈澱、思考在標的語地區的所

見所聞，反而比將行程塞滿更具啟發性。活動安排過多則會造成時間上與

體力上的耗費，並非合宜的安排。 

    結業旅遊安排在台灣其城市或地區舉行，讓學員有機會參觀台灣的山

水風光，增廣見聞，是探索標的語文化的另一個機會，對於學員來說是一

項令人期待的活動。也由於學習者期待的心理作用，若組織完善，結業旅

遊對於整體課程的評價也有提升的功能，可收到正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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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華語短期文化課程之設計範例一 
    本節所設計的範例針對的對象是學過中文一年的德國學生，非漢學系

背景，語言課程為大學選修課程，語言強度低。有華語基本的發音與語法

知識。 
一、範例之學習者背景介紹：課程客觀條件 

1. 人數：共 16 個學生，分為 8人兩班。 

2. 語言背景：德語背景學生，在學習者本國已學習中文一年，非漢語專 

             業學生每週平均課時 4小時。首次到標的語國家旅行與學 

             習，尚未有台灣經驗或中國經驗。語言輸出較慢，需要大 

             量鞏固練習。能以英文和簡單的中文與教師溝通。 

3. 年紀與性別：18～22 歲，女 10 人，男 6人。 

4. 在台停留時間：3週，語言課程為期 2週，第 3週結業旅行。 

5. 在台課程時數：每天 10：00-12：00，並安排每週兩次課後個別輔導  

                 14：00- 16：00。每週語言課程共計 14 個小時。每週 

                 二與四下午有輔導課，如有學生需要更多個別輔導課 

                 程，可自行付費參加。 

6. 語言課程安排與課餘活動： 

第一週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0：00- 

12：00 

華語 

語言課 

華語 

語言課 

華語 

語言課 

華語 

語言課 

華語 

語言課 

14：00 - 

16：00 
書法課 

一對二 

輔導課 
故宮參訪

一對二 

輔導課 
淡水老街

18：00 – 

21：00 
自由活動 

頂泰豐中

國點心 
自由活動 客家美食 自由活動

 

第二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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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0：00- 

12：00 

華語 

語言課 

華語 

語言課 

華語 

語言課 

華語 

語言課 

華語 

語言課 

14：00 - 

16：00 
書法課 

一對二 

輔導課 

木柵茶園

品茶 

一對二 

輔導課 

鶯歌陶瓷

之旅 

18：00 – 

21：00 
自由活動 士林夜市 自由活動

龍山寺與

西門町 
自由活動

 

二、課程目標 

1.語言目標：在 2週的語言課程中，熟習 3項文化主題與相關詞彙。並能 

            作簡單自我介紹，並自行處理日常交通與購物的需要。午間 

            一對二的輔導課程針對學習者個別需求進行，兩個學生共 

            同與一個老師上課，以加強發音與基本會話為主。 

2.文化目標：了解中國人自我介紹的習慣說法與日常生活中購物、乘車等      

            進行方式。 

3.課程潛在目標：使學生養成開口說中文的習慣，能主動與台灣人建立人 

                際關係。 

三、華語課程大綱 

1. 課程類型：初級課程，以文化體驗為主的課程。課室活動強調口語與 

          聽力練習。 

2. 評鑑方式： 

測驗類型 分數比例 進行時間 評分方式 

課堂表現 25％ 隨堂 課程參與、預習程度、聽寫等 

平時作業 25％ 隨堂 預習單、活動單、設計對話等 

期末測驗 50％ 課程第三週 筆試與口試 

 

    每天課程開始前進行十分鐘生詞聽寫。期末考試評分方式為筆試 50

％，紙筆測驗滿分 100 分，內容包括語法選擇題 30 題（60 分）、作文（40

分）。口試 50％，兩人或三人一組表演對話小品，與本次課程文化主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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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每組人五分鐘。每人至少五句台詞，完成一個對小品。 

    課程評鑑方式應於始業式時說明，給予學生參與課程的心理準備，加

速進入課程狀況。 

四、範例設計 

（一）課程內容 

1.進行方式：此一個語言文化研習課程的語言課程為期兩週，每週上課時 

            數為 14 小時，每週規劃進行 1個課程主題。每天完成一個 

            單元為原則，進度由授課教師自行斟酌，但必須完成固定預 

            定的進度。課程大綱如下表： 

語 言 課 程 單 元 文化主題 

1.上中文課 2.認識新朋友 3.訪問 自我介紹 

4.搭捷運上學 5.坐計程車到台北 6.坐公車去陽明山 交通 

7.逛書店 8.到禮品店去 9.在便利商店裡 購物 

  

2. 主要教材：初戀台灣，國立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教學研究所 2004 出版。 

3. 課程範例內容：第二週，主題三購物之「到禮品店去」。 

   3.1. 語言課程內容：語言知識 

     3.1.1 生詞：共 13 個 

     3.1.2 語法：共 4個 

     3.1.3 課文：一段在禮品店的對話 

   3.2. 文化主題：購物與講價 

4. 學習進程：主題式語言課程與文化導入，由主題為核心向外發展其他 

             主題，擴大課程內容。主要目的為讓學習者能靈活使用語 

             言課程中的三個主題，並增加開口說中文的信心。 

 

（二）教師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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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時間 
任務內容 語文知識 

 

 

 

語 

言 

課 

程 

第 

八 

天 

1. 以實物(馬克杯、明信片等)進行暖

身，再以檢討預習單作為課程引入。

2. 語法功能練習 

2.1 描述東西，簡單的定語。 

      如「紅的衣服」 

2.2 量詞與數量詢問： 

      如「多少本書」 

2.3 選擇詢問，「還是」的用法 

      如「書還是筆」 

2.4 SV 程度增加 

         如「便宜一點」 

3. 進行角色扮演練習 

   情境：店員要客人買一件紅色的衣

         服，客人覺得那件衣服太 

         大，也太貴了。所以客人不

         想買。 

語法： 

1. A 還是 B 

2. Modifier 的
noun 

3. 多少 noun 

4. SV＋一點(兒) 

生詞： 

紀念品、衣服、賣、 

馬克杯、件、好看、

紅、八、百、五、

嗯、小 

補充詞彙： 

磁鐵、書籤、黑、

黃、綠、大、中 

 

    教師任務在課室中的任務主要為在 100 分鐘內引介語法點與文化主

題，在課室中必須對語言與生詞進行說明，使學習者了解語言知識，並透

過角色扮演練習熟習生詞與語法。課程結束後完成作業批改。 

    整體課程中教師準備的輔助教學材料如下： 

1. 圖片或實務準備：作用為表現生詞，作為課程引入。 

2. 預習單：依兩段課文的內容為隔天的課的內容而準備，見下頁。 

3. 課室活動：加強口語練習的實做活動。 

4. 聽寫考卷 

    上午主要課程教師若與下午輔導教師不同，必須做好聯繫工作，上午

主教師必須說明課程進度與下午教師必須進行的工作。下午教師也必須在

課室間了解學習者之學習狀況，協助學習者完成其學習工作，並與主教師

說明課程進行情況，這個過程提供調整課程進度與節奏的線索。兩位教師

的合作，必須溝通暢通良好。 

    在以文化體驗為重的短期課程中，預習單的作用主要在提醒學習者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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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學習的責任，而非給予大量的課後學習材料，增加學習的工作。因此

在設計學習單時應提供學習者完成作業的提示，以簡單易懂為原則。 

 
 
 
 
 
 
 
 
 
 
 
 
 
 
 
 
初級課程預習單 
 

 

 

 

 

 

 

 

 

 

預習單 
 
   一、這些東西是什麼？ 

          一  張   椅 子 

1.     一                 

2.       一                 

3.           一         可樂  

4.    兩        三明治 

5.     兩                 

二、 回答問題 
1.你想買什麼紀念品給你的家人？ 

 

 

2 你買了什麼紀念品給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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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者任務 

教學

時間 
任務內容 課後作業 

語之 

言第 

課八 

程天 

1. 先完成前一次上課所發的預習單。 

2. 準備聽寫考試。 

3. 參與課程。 

 

1. 完成備課

單。 

2. 準備聽

寫。 

 

    學習者必須了解評分的方式，並積極參與課程，完成作業。課程的設

計一方面也希望透過不同學習活動的安排，讓學習者了解語言的進步與本

身的努力有相當的關係。 

第三節  華語短期文化課程之設計範例二 
    本節所設計的範例針對的對象是已學過中文兩年中文的漢學系學

生，課程的型態是以密集形式的口語課程為主。並以文化活動融入課堂之

中，語言課程之外加入文化觀察的作法。 
一、範例之學習者背景介紹：課程客觀條件 

1. 人數：共 20 個學生，班級人數以 8人為限。 

2. 語言背景：德國漢學系學生，在學習者本國已學習中文三年，每週平 

             均課時 15 小時。首次到標的語國家旅行與學習，尚未有台 

             灣經驗或中國經驗。無華裔背景之學生。 

3. 年紀與性別：20～25 歲，女 12 人，男 8人。 

4. 在台停留時間：4週，語言課程為期 3週，第 4週結業旅行。 

5. 在台課程時數：每天 9：10-12：00，並安排每週兩次課後個別輔導  

                 14：10- 16：00。每週語言課程共計 19 個小時。每週 

                 二與四下午有輔導課，如有學生需要更多個別輔導課 

                 程，可自行付費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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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華語課程大綱 

1. 課程類型：中級課程，以學習中文為主的課程。課室活動以口語與聽 

             力練習為主，在輔以閱讀與書寫的作業，達成聽說讀寫均 

             衡的課程。 

2. 課程目標：在 3週的語言課程中，熟習 3項文化主題與相關詞彙。並 

             透過以文化主題相關之文化活動，觀察台灣文化之現象， 

             進行文化比較與語言練習。個別輔導課程以複習上午課 

             程、協助學生完成課本練習與課後作業、個別學習問題解 

             答。一對一的輔導課程針對學習者個別需求進行，雖有固 

             定教學工作，其最終目的在滿足學習者個別需求。 

3. 評鑑方式： 

測驗類型 分數比例 進行時間 評分方式 

課堂表現 10％ 隨堂 課程參與度、預習程度等 

平時作業 20％ 隨堂 預習單、活動單、作文等 

平時測驗 20％ 每課兩次 每課一次或兩次聽寫 

期末測驗 50％ 課程第三週 筆試與口試 

    期末考試評分方式為筆試 50％，紙筆測驗滿分 100 分，內容包括語法

選擇題 10 題（30 分）、申論題 3題（30 分）、作文（40 分）。口試 50％，

演講題目「我的台灣經驗」，學生自選主題，與本次課程文化主題相關，

每個人十分鐘。 

    課程評鑑方式應於始業式時說明，給予學生參與課程的心理準備，儘

快進入課程狀況。 

三、範例設計 

（一）課程內容 

1.進行方式：此一個語言文化研習課程的語言課程為期三週，每週上課時 

            數為 19 小時，每週規劃進行 1個課程主題。主題選擇以此  

            行的行程互相搭配為原則。以兩天或三天完成一課的進度， 

            進度由授課教師自行斟酌，但必須在一週內完成固定預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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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度。課程大綱如下表： 

時 間 課 程 主 題 文化主題 課餘活動 

第一週 
1.去公園學 

  功夫 

2.逛夜市 台北的市民生

活 

大安公園與永

康街夜市一遊 

第二週 
3.台北怎麼 

  那麼擠 

4.戴口罩的 

  騎士 

交通與環保 搭捷運淡水一

日遊 

第三週 
5.海峽兩岸 6.台灣的族 

  群與語言 

政治與歷史 北投與原住民

博物館一遊 

  

2. 主要教材：今日台灣，東海大學華語中心 2004 出版。 

3. 課程範例內容：第二週，主題四，今日台灣第十一課戴口罩的騎士 

   3.1. 語言課程內容：語言知識 

     3.1.1 生詞：共 46 個。 

     3.1.2 語法：共 8個。 

     3.1.3 課文：共分兩段。第一段課文包含 27 個生詞與五個語法。第 

                 二段課文包含 19 個生詞與 3個語法。 

   3.2. 文化主題 

     3.2.1 大主題台灣的交通問題與污染 

     3.2.2 小主題：大城市的交通問題、大城市的污染問題、交通工具 

                   與污染、大眾運輸系統、城市景觀、經濟發展與環 

                   境保護。 

4. 學習進程：主題式語言課程與文化導入，由大主題為核心，小主題向 

             外擴大課程內容。潛在目的為融合學習者在台四週的經 

             驗，透夠新詞彙的學習，表達對於台北的觀感，並進行文 

             化比較。達成學習語言與體驗文化同時進行。 

 

（二）教師任務 

教學 

時間 
任務內容 語文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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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天 

4. 以圖片作為課程暖身，再以預習單作

為課程引入。 

5. 以提問方式練習第一段課文中的生詞

與語法，並答疑。 

6. 問題與討論： 

   問題一：你覺得騎摩托車有哪些好處 

           和壞處？ 

   問題二：在你的國家的大城市裡有哪 

           些常見的交通工具？ 

   問題三：以環境保護的角度，你覺得 

           台北有哪些地方可以改善？ 

   問題四：看到台北街上那麼多摩托 

           車，你有什麼感覺？緊張、 

           還是沒有秩序？ 

7. 發給學生備課單作業 

8. 發給學生活動學習單37，並說明課程第

三天交紙本，並做口頭報告。 

語法： 

5. 對、、而言 

6. 以、、為 

7. 隨＋noun 

8. 使得 

9. 即使 

生詞： 

口罩、騎士、工具、

擁擠、充滿、廢氣、

淨化、過濾、作用、

骯髒、環境、污染、

噪音、垃圾、脾氣、

嚴重、引擎、隨手、

喇叭、一刻、暴躁、

煙、擴音機、郊區、

廢水、威脅 

 

 

 

 

第 

二 

天 

 

1. 施行聽寫考試。 

2. 以圖片作為課程暖身，再以預習單作

為課程引入。 

3. 以提問方式練習第二段課文中的生詞

與語法，並答疑。 

4. 組織學生角色扮演，表演後並糾錯。 

5. 關心學習者活動學習單進行情況，並

答疑。 

語法： 

1. 卻 

2. 給、、帶來 

3. 不只、、更、、

生詞： 

強調、發展、忽略、

保護、進步、付出、

代價、水準、整潔、

居住、意識、逐漸、

抗議、配合、關心、

公德心、掃、趕快、

以免、來不及 

 

 

第  

三 

天 

 

1. 施行聽寫考試。 

2. 學習活動發表口頭：單街頭訪談心得

分享。 

3. 進行課本 235 頁短文閱讀與課室活動。

4. 進行作文練習：一封給台北市長的信
38。 

 

 

                                                 
37 請詳閱附件五 
38 請詳閱附件六 



 120

    教師任務在課室中的任務主要為引介語法點與文化主題，在課室中必

須對語言與生詞進行說明，使學習者了解語言知識，並練習使用。再透過

課室活動的連貫，將語言知識與文化活動串連在一起。課程結束後完成作

業批改。 

    課室的進行為三部分，分別是暖身、語言知識練習、文化活動引入。

圖片引入與聽寫皆屬於暖身活動，引導學習者進入課堂狀態，再透過問答

的語言練習鞏固語言知識。第三個小時以討論、角色扮演、辯論等課室活

動讓學生親身實做。 

    整體課程中教師準備的輔助教學材料共有四項，如下： 

 1.圖片：依兩段課文準備兩套圖片，每套兩張，作為課程引入用。 

   第一天暖身圖片 

       圖片一：你覺得這個地方在歐洲嗎？ 

       
      圖片二：這張照片是幾點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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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暖身圖片 

       圖片三：在這張圖片裡你看到什麼污染？ 
 
 

 
       圖片二：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那個重要？怎麼保持平衡？ 
 

 

 

 

 

2.預習單：依兩段課文的內容為隔天的課的內容而準備。預習單的目 

          的在於促使學生預習隔日的課程，預先對課程的生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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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有所了解，有助於參與課室活動與語法練習。因此在設 

          計時應緊扣課程主題與內容，並向外增加延伸的方向。 

 

 

 

 

 

 

 

 

 

 

 

 

 

 

 

 

 

 

 

 

 

 

 

 

3.課室活動：加強口語練習的實做活動為主，練習的內容以該課的學 

            習材料為主。目的在學習了該課的語法和生詞之後，透 

            過活動再次加深對語法與生詞的印象。課室活動是語言 

            內化的過程，也能加強學生之間的互動。 

 

第 11 課預習單一：第 1～3題請看課文回答 

1. 口罩對機車騎士為什麼重要？ 

 

2. 機車和汽車對環境有什麼影響？ 

 

3. 住在城市的人為什麼容易緊張？ 

 

4. 在你居住的城市，你有什麼交通工具？ 

 

5. 你覺得有什麼方法可以減少噪音污染？ 

第 8 課預習單二：第 1～4題請看課文回答 

1.環保意識提高了對社會有什麼影響？ 

 

2.「自掃門前雪」是什麼意思？ 

 

3.關心環保的人怎麼給政府壓力？ 

 

4.污染有哪些種類？  

 

5.在你的國家怎麼做垃圾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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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作文：依該課主題準備的寫作課程。 

    上午主要課程教師若與下午輔導教師不同，必須做好聯繫工作，上午

主教師必須說明課程進度與下午教師必須進行的工作。下午教師也必須在

課室間了解學習者之學習狀況，協助學習者完成其學習工作，並與主教師

說明課程進行情況，這個過程提供調整課程進度與節奏的線索。兩位教師

第十一課室活動一：角色扮演 

情境：一個滿 20 歲的大學生想買一輛摩托車，於是打工存了一點

      錢。但是還是不夠，所以想請爸爸借他一點錢。可是爸爸覺

      得騎摩托車很危險，還有別的壞處，所以不想幫他，而且還

      要勸他別買。 

任務：請用本課的句型和生詞完成對話，每人最少六句台詞。 

 

第十一課室活動二：環保與經濟的辯論會 

一、內容主題：教師口頭說明  

    一個月後不止一個小鎮居民發現污染的問題，但是這個工廠提

供一半的居民工作機會，因此他們決定一起解決這個問題，大家一

起討論環保和經濟對小鎮的重要性。 

二、任務內容： 

1. 全班分成兩組，每組各三人，分別為支持環保派和經濟發展派。

2. 環境保護派的論點：賺錢雖然重要，但是給孩子們留下美麗的 

                     家鄉山水也很重要。（板書） 

3. 經濟發展派的論點：沒有工廠就沒有工作機會，大家必須到外 

                     地工作，對家鄉的影響也很大。（板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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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必須溝通暢通良好。 

（三）學習者任務 

教學

時間 
任務內容 課後作業 

 

第 

一 

天 

4. 先完成前一次上課所發的預習單。 

5. 已預習過當天課程的生詞與語法。 

6. 參與練習，並能回答與生詞、語法相關的問題。

7. 參與討論，並對同學提出問題。 

3. 完成備課

單 

4. 準備第三

天第一段

課文聽

寫。 

 

第 

二 

天 

1. 參與聽寫考試。 

2. 先完成前一次上課所發的預習單。 

3. 已預習過當天課程的生詞與語法。 

4. 參與練習，並能回答與生詞、語法相關的問題。

5. 參與角色扮演，並完成角色扮演活動單。 

1. 完成備課

單。 

2. 準備第三

天第二段

課文聽

寫。 

第 

三 

天 

1. 參與聽寫考試。 

2. 參與課室活動。 

 

1. 完成活動

單。 

2. 完成預習

單。 

    學習者必須了解評分的方式，並積極參與課程，完成作業。課程的設

計一方面也希望透過不同學習活動的安排，讓學習者了解語言的進步與本

身的努力有相當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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