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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關鍵字： 新移民、華語教材、教材設計、華語教學 

 

目前在台灣的新移民人數已突破四十萬人，與新移民相關之議題在近幾

年獲得相當之重視。其中在華語學習方面，目前仍以成人識字教育領域為

主，且缺乏適宜的新移民華語教材。有鑑於此，本研究的目的在於以華語為

第二語言教學之視角，規劃、設計針對初級程度的新移民華語教材。本研究

之新移民採用較廣泛之定義，除了包括因婚姻關係而移居臺灣之外籍配偶之

外，也包括因工作或就學因素，長、短期居留生活在台灣之外籍人士。 

本研究以「發展研究法」為主要研究方法，並兼採訪談法及問卷調查法。

首先，研究者蒐集相關領域之文獻進行探討，包括成人識字教育、華語為第

二語言教學等，進行綜合歸納整理，截長補短，以做為教材設計之理論基礎。

另外，實際調查目前臺北市新移民華語課程的開班情況，以及對所使用的教

材進行評析，以瞭解其特色及缺失，並訪談了教學者以及對學習者實施問卷

調查，獲得教學者與學習者的寶貴建議，以求全面地瞭解新移民華語課程之

現況與需求。 

接著，本研究依據理論基礎、需求分析等結果，導出新移民華語教材之

編寫原則—針對性、實用性、趣味性、科學性、真實性，進行新移民華語教

材相關單元內容、活動之設計，並實際呈現一課之教材及作業本範例。 

最後就新移民華語課程及教材設計兩方面提出研究總結，在新移民華語

課程方面有 1.課程應兼具心理適應輔導與語言教學需求；2.新移民華語課程

分級之困難；3.專業師資之發展。教材設計方面，1.應先了解新移民的需求

及學習特性；2.設計新移民華語教材之必要性；3.新移民華語教材之設計準

則。另外從教材發展、研究範圍、問卷調查三方面說明研究進行過程之限制，

之後對提出後續研究之建議有三：1.規劃主題完整之進階式教材；2.發展新

移民課程運作模式；3.發展合適的測驗評量模式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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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Keywords：new immigrant,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teaching material design 

 

The amount of new immigrants in Taiwan has exceeded four hundred 

thousand so far. The topics related to new immigrants has been drawn a lot of 

attention in recent few years. Most researches o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focus on adult literacy education. And there are still not appropriate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new immigrants.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design a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 for basic learners from the viewpoint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his research takes a generalized definition of 

new immigrants, that is, besides those who stay in Taiwan because of marriage, 

we also include those who have longer or short-term residence because of work, 

study and etc. 

This research takes ‘development research’ as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 

and ‘interviewing’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are adopted as well. First, we 

review the literatures in all the related theories, including adult literacy,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etc. Their common characteristics are considered as the 

basis of designing the teaching materials. In addition, the Chinese courses in 

Taipei City at present are investigated along with the textbooks being used. Also,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teachers and learners’ needs, and to obtain the precious 

suggestions, we interview the teachers and collect questionnaires from Chinese 

learners. 

Subsequently,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s of the theories and the results of 

needs analysis, we come up with the criteria of new immigrant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Pertinence, practicability, interest, science and authenticity, we present a 

demonstr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and working book. 

Finally, we bring up some conclusions of this research, illustrate the 

limitations in the research process, and make suggestion for future resea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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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首先說明本研究的研究背景與動機，其次提出研究目的、研究方法

及研究範圍，最後將本研究中重要的名詞加以定義、解釋。 

 

第一節 研究背景 
 

臺灣社會具有多元、兼容並蓄的文化特質，且隨著國際交流的頻繁，生

活在臺灣的人們，除了主要的閩南、客家以及原住民族群之外，近年來，有

另外一族群也逐漸引起社會的重視—新移民1，他們為臺灣帶來了更多元的

文化面貌，目前異國婚姻在臺灣已經可說是很普遍的現象。曾幾何時，在你

我的街坊鄰居當中，就有著這些操著不流利國語或閩南語，並帶著家鄉口音

的「臺灣媳婦」。現今所稱的「新移民」，又或是較為大眾所熟知的「外籍配

偶」、「外籍新娘」等名稱，都指向同一個族群，即從越南、印尼、泰國、柬

埔寨…等東南亞國家以及中國大陸嫁到臺灣來的女性，這些人不同於一般的

異國婚姻，而是透過婚姻仲介管道來臺，形成了一種特殊的現象。 

那麼，臺灣是從何時開始出現這一批新興族群的呢？夏曉鵑（1997a）

指出，在 1970 年代末期至 1980 年代初期，一些退伍老兵面臨擇偶困境，東

南亞的歸國華僑於是媒介印尼、菲律賓、泰國和馬來西亞的婦女，其中以華

裔貧困婦女為最多。臺灣資金外流現象早在 1980 年代中期就已出現，到了

1994 年，政府才宣布「南向政策」，公開鼓勵臺商到東南亞投資（夏曉鵑，

1997b）。隨著臺商到東南亞投資，以及許多鄉村地區的男性，因為從事以工、

農、漁業為主的工作，社會與經濟權力的相對弱勢，造成他們難以找尋臺灣

的結婚對象，轉而至東南亞地區覓尋配偶（張貴英，1996）。到了 1990 年代

以後，臺灣政治與經濟環境改變，資金外移以及引進外籍勞工，使得許多本

國勞工失業且就業困難，再加上臺灣女性教育程度逐漸提升、工作能力增

加、女性意識的抬頭等因素，直接衝擊並改變了臺灣地區的婚姻模式。低社

                                                 
1 本研究採用「新移民」一詞，但在引用有關文獻、研究、統計資料等時，為求忠於原意，

仍會使用「外籍配偶」、「外籍新娘」等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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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地位的男性擇偶更加困難許多，因而遠渡重洋向外拓展機會，尋覓合適的

伴侶，以完成傳宗接代的任務，所以也就是在此時期，大量新移民進入臺灣

社會（夏曉鵑，2000；鐘重發，2004）。 

由此可見，臺灣新移民現象的形成，實與臺灣經濟發展的國際化息息相

關。來臺的新移民人數眾多，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的統計資料2，截至 2008 年

7 月為止，臺灣地區的外籍配偶（包括大陸、港澳地區）總人數，已經突破

40 萬，高達 40.7 萬人，若不採計大陸、港澳地區配偶，則人數達 13.9 萬人，

佔外籍配偶總人數的 34.09％。外籍配偶人數當中，又以越南籍人數最多，

達 80,431 人，其次依序是印尼 26,071 人、泰國 8,558 人、菲律賓 6,233 人、

柬埔寨 4,455 人、日本 2,714 人、韓國 843 人、其他國家 9700 人。從統計中

我們可以清楚發現，目前在臺灣的新移民國籍以來自東南亞國家的所佔的人

數最多。 

這些來到臺灣的新移民，首先要面臨的是生活上語言溝通的問題；在一

個文化背景、生活習慣…等與自己國家全然不同的地方，再加上語言溝通的

障礙，往往會產生許多生活適應的困難。而且除了自己本身適應困難外，教

養子女也是一大難題。這些新移民女性一結婚就立即移居到語言、宗教、文

化、價值觀、生活型態等各方面與自己母國不同的新環境，常有生活適應困

難及情緒無處宣洩等問題（呂美紅，2001）。而在早年，由於東南亞各國的

排華風潮，政府明令禁止華語教學，多數東南亞新移民女性只能講些方言，

如客家話，來臺灣以後，因為語言的隔閡造成她們人際溝通、互動的困難。

於是在 1995 年，有一群關懷新移民女性的人士在高雄縣美濃鎮開設「外籍

新娘識字班」，這是臺灣第一個以「外籍新娘」之需求為考量而開設的課程，

協助美濃地區的新移民女性們逐漸融入社區生活（夏曉鵑，1995）。這可說

是臺灣針對新移民實施語言教學之濫觴。但當時政府對於人數日益增加的新

移民，並未訂定相關政策，更遑論給予任何實質、具體的輔導協助措施。直

到 1999 年立法院內政及民族委員會審查內政部預算之附帶決議：「內政部應

積極規劃辦理外籍新娘生活適應及語文訓練，輔導其融入我國生活環境」，

                                                 
2 資料來源：內政部戶政司網站http://www.ris.gov.tw/gateway/stpeqr01.cgi；統計時

間自 1987 年 1 月至 2008 年 7 月底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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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美濃外籍新娘識字班為試辦基礎，全面執行「外籍新娘生活適應輔導實

施計畫」（吳美雲，2001）。此外，教育部於 2002 年一月十一日通函各縣市

政府，讓具有「臺灣地區居留證」、「中華民國護照」的外籍配偶進入補習或

進修學校就讀，取得正式學歷，並要求加強外籍配偶的學習與親職教育（曾

秀珠，2004）。 

教育部也於九十二年度開始編列一千五百萬元補助各縣市政府，在全國

開設三百九十一個「外籍配偶成人基本教育班」，約七千八百二十人參與學

習；又於 2003 年十二月九日草擬「建立外籍配偶終身學習體系中程計畫」

方案，投入一億元辦理此一計畫，預計十年後將新移民納入終身教育體系，

希望藉由教育，讓他們能順利融入臺灣社會、生活，並建立其自信及自尊，

這樣亦有助於對下一代的教育（吳美菁，2004）。2005 年，教育部推出「發

展新移民文化計畫」，主要目的是希望透過教育及活動等方式，讓國人認識

新移民並建立新移民的終身學習體系。「發展新移民文化計畫」內容當中與

新移民識字教育相關的部分有：全臺各地設置新移民學習中心、辦理新移民

教育觀摩會、外籍配偶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依程度開設初、中、高級班、以

及鼓勵進入國中小補校或進修學校就讀（教育部，2005）。從以上各項計畫

的推動，不難看出新移民的各項輔導工作已獲得政府之重視。 

到了現在，為新移民所辦理的各類輔導課程，內容多樣，學習內容包括

如生活適應輔導、機車考照、多元文化參與、語文學習、美食文化、電腦研

習、親職教育等。其中語言學習方面，目前實施的方式主要可分為專班及混

合班兩種。專班形式的有內政部辦理的「外籍與大陸配偶生活適應輔導專

班」、教育部辦理的「外籍與大陸配偶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及其他由各縣

市政府和民間機構辦理的如「外籍新娘生活成長營/華語訓練班/識字班」…

等；混合班形式則是指新移民與本國失學民眾一起同班就讀，包括國小補校

或成人基本教育班（盧宸緯，2006）。 

 

第二節 現存問題與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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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來政府及民間機構已經十分重視新移民教育，為新移民廣開學習的管

道，積極輔導新移民，使其能順利融入臺灣的家庭與社會。而在這些課程當

中，華語的學習是相當重要的基礎，因為語言是一種工具，具備華語能力才

能讓新移民更順利地適應臺灣生活。許多有關新移民的研究也都指出，語言

及識字是他們融入臺灣社會的最大阻礙（吳美雲，2001；夏曉鵑，2002）。

因此華語學習對新移民個人、家庭及整體社會而言，都有正面的影響，不僅

能促進與家人的和諧，更有助於下一代的教育，並拓展其人際網絡（邱琡雯，

2000）。 

不過，綜觀現今新移民的語言學習課程，除了專為新移民開設的班級之

外，另外就是與本地不識字民眾一起上課；從目前開設班級之課程內容來

看：外籍配偶適應輔導班以提供語言、生活輔導及技能為主，而國小補校上

課內容除國語科之外，有數學、社會、自然等科目，對新移民未必適用（吳

美雲，2001）。而語言課程之教學是以識字教育為主，但是這些新移民並非

「不識字」，且與自幼生長在臺灣的失學民眾能聽說、不會讀寫的情況完全

不同，因此不少第一線教學者建議，新移民識字課程設計應有別於本國民眾

的識字課程（陳源湖，2003）。根據邱琡雯（2000）的研究發現，新移民語

言課程所使用的教材包括國小補校或成教班的課本、授課老師自編教材、或

直接使用國小注音符號教材、僑委會的雙語課本、東南亞外勞學習中文的教

科書等。另外，有的縣市則自行為新移民編寫、設計教材，如：嘉義縣、臺

北縣、桃園縣等；教育部亦從 2003 年起，編印外籍配偶成人基本教育教材

「快樂學習新生活」與進階教材「終身學習好生活」共六冊，供各辦理單位

參考（汪素娥，2005）。 

雖然已有這麼多看似多樣化的教材，不過這些教材的適切性仍是值得探

討的問題；小學課本內容不適合背景差異大的學習者；教師的自編教材實用

性高，但缺乏系統；而專為外籍配偶編寫的教材也有缺失，目前尚無教材能

滿足學員的需求（張慧貞，2008）。 

新移民來到臺灣，成為臺灣的一份子，生活的一切都必須使用中文，但

畢竟中文對他們而言並非母語，外籍人士學習語言與本國成人的學習特性、

學習方式等應不相同，外籍人士學習第二語言另涉及語音、語法、漢字等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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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華語教學層面的問題，因此新移民語言課程之師資、教材、教法等等，仍

應依據第二語言教學的理論原則來設計、規劃，才能真正符合新移民的學習

需求，達到語言學習之成效。 

另一方面，針對新移民識字教育的研究主題，近年來也逐漸受到重視，

探討此一主題的文獻、論文已相當豐富，包括課程規劃、實施現況、師資、

教材分析、學習態度等，所涉及的面向相當廣泛，不過，這些研究絕大多數

都是成人教育或社會教育領域，因此對新移民的語言學習之探討一直以來也

就屬於「識字教育」的研究範疇。但隨著華語熱的興起，臺灣華語教學相關

系所在這幾年相繼設立，新移民語言學習之研究，也逐漸受到華語教學領域

注意3，目前已有兩篇碩士論文，分別是「臺北市新移民華語學習班課程規

劃之行動研究」（張慧貞，2008）及「外籍配偶漢字學習經驗與需求之研究—

以高雄市為例」（陳蓓婷，2007）。 

綜合上述，研究者發現新移民的華語教學研究仍有極大的發展空間。又

語言課程的安排通常取決於教材的內容，雖然在成人教育、社會教育以及語

文教育領域已經多篇教材分析與研究4，但本研究擬從華語教學，也就是以

華語為第二語言教學的角度，來探討新移民教材的使用現況，進而針對其缺

失及特性，設計合適的新移民語言教材。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教材是教學和學習所依據的材料，是課堂教學和測試的依據，在教學活

動中佔有重要地位（劉珣，2000）。因此，教材編輯水準的高低，不但體現

教學理論和教學法的深度，而且更能展現教與學之成效。 

是故，基於上述的研究背景及發現的問題，研究者擬以「新移民初級華

                                                 
3 如 2008 年於高雄師範大學舉辦之華語文教材編寫研討會，會議中提出了「新移民」議

題，探求新移民華語教學之課程規劃與教學政策。 
4 薛淑金（2003），汪素娥（2005），陳永成（2006），許明騰（2007），張瑜芬（2007），

邱怡雯（2007），劉孟甄（200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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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教材」進行規劃、設計，選擇透過第二語言教學與教材編寫理論基礎，並

結合成人教育、識字教育等相關理論，研擬出更符合新移民需求及特質的初

級華語教材，本論文研究之主要目的以及待研究之問題如下： 

一、了解現行新移民華語課程教材使用之現況。 

1.現行使用之新移民教材版本、內容為何？ 

 2.現行使用之新移民教材特色為何？ 

 3.現行使用之新移民教材之缺失為何？ 

 4.教學者及學習者對現行新移民教材之使用問題與建議為何？ 

二、建立以第二語言教學理論為基礎之新移民初級華語教材編寫原則。 

 1.第二語言教材編寫理論、發展步驟、設計模式、編寫原則等有哪些？ 

 2.適合新移民初級華語教材之設計模式、教材編寫原則為何？    

三、根據第二語言教學理論設計、規劃新移民初級華語教材。 

 1.新移民初級華語教材應如何規劃？ 

 2.新移民初級華語教材內容、主題類別應包含哪些？ 

 3.新移民初級華語教材的具體雛形為何？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名詞釋義 
 

一、 研究範圍 

本論文旨在研究、設計新移民初級華語教材，所涉及的各層面可從以下

三個方面來看： 

（一）就研究地區而言 

本研究因研究者地緣之便，故以臺北市為主，探討包括臺北市地區各單

位針對新移民所開設的華語課程及使用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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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研究對象而言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主要有二：參與新移民華語課程的上課學員以及授課

教師。 

（三）就研究內容而言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以第二語言教學的觀點來探討目前新移民華語

學習課程及教材的現況，進而設計符合需求的華語教材。其他非以華語學習

為目的的課程，如手工藝、衛生保健、生活適應輔導等，以及課程營運、經

費、招生等行政問題，不在本研究的討論範圍。 

 

二、 名詞釋義 

（一）新移民 

早期對於來自東南亞地區與臺灣男性結婚的女子，媒體、社會大眾多以

「外籍新娘」、「外籍配偶」稱呼她們。夏曉鵑（2002）指出「外籍新娘」一

詞具有臺灣人排斥第三世界婦女的心態。故內政部於 2003 年將「外籍新娘」

一詞修正為「外籍配偶」，而在「臺北市新移民照顧輔導政策及實施方案」5

（2003）中指出，因為我國人民與東南亞地區女子的婚姻多為交易或買賣形

式，使得「外籍配偶」被物化，故將外籍與大陸配偶正名為「新移民」。本

研究亦採用不具歧視意味的「新移民」一詞，且不以東南亞地區的女性為限，

而採廣義的定義，包括所有經由合法婚姻管道而居住在臺灣的外籍男女性，

以及因工作、就學等因素短期或長期居留在臺灣的外籍人士，但不包含大陸

港澳籍人士。 

（二）華語 

即臺灣所稱的「國語」、中國大陸的「普通話」、香港的「普通話」、新

加坡的「華文」。在臺灣以中文為第二語言教學時，稱做「華語」，在中國則

稱做「漢語」。因新移民都是非以中文為母語的外籍人士，將中文以第二語

言來學習，故本研究認為以「華語」稱之為宜。 

                                                 
5 資料來源為臺北市政府民政局網站：www.ca.taipei.gov.tw/ci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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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初級 

因新移民之語言程度未有明確的檢核標準，且在一般華語教材編寫時，

對於「初級」之定義及應使用的詞彙、句型等目前皆未有明確的規範。本研

究所稱之「初級」係參照《漢語水平等及標準與語法等級大綱》，選用甲級

範圍之句型。另外以學生程度而言，係指適合未學過華語之初學者；或是學

過但未持續學習，在生活中使用華語有困難者；或是會聽說但識字量少，欲

從基礎開始學起的學習者。 

（四）華語教材 

針對以華語為第二語言學習的學習者所設計或使用的語言教材。本研究

所指華語教材尚包括目前各開辦單位為新移民所編輯、出版使用的識字教

材，但因版本、名稱不一，必要時仍以原有名稱稱之。 

（五）華語課程 

在非華語地區，以華語為外語教學的語言課程；或在華語地區，以華語

為第二語言教學的語言課程。而目前在臺灣針對新移民所開設的語言課程名

稱不一，有稱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國語班、中文班或識字班…等，皆為本

研究所指稱之華語課程，但在論述需要時仍會沿用原有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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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探討相關理論與文獻。第一節先就成人識字教育領域中針對新

移民語言學習的部分進行探討，希望瞭解對新移民語言教育的觀點及理念；

第二節探討美國移民的語言教育，以及日本對外籍配偶語言課程之發展；第

三節以華語為第二語言教學理論之視角，導出新移民語言之教學與本國母語

者教學之不同，為新移民語言教學提供理論基礎；第四節則探討第二語言教

材編寫原則、設計模式等，做為新移民教材編寫之設計依據。 

 

第一節 新移民識字教育理論 
目前新移民的語言教育問題多屬成人識字教育領域之討論議題，因此本

節先從成人識字教育領域中如何定義識字，探討其內涵、功能，並從成人識

字教育觀點來看新移民語言學習之意義與重要性。 

 

一、 成人識字教育 

識字教育屬於成人教育的範疇，以下就「識字」的定義、識字教育之目

的、內容以及缺失等，以對成人識字教育有一概略性的認識。 

（一）識字的定義 

關於「識字」（literacy）的定義，隨著時代的演進，也賦予了不同的意

義，黃富順（2001）認為「識字」是變動的、抽象的，具有特定時間、空間

和文化。Hunter & Harman（1979）將「識字」之定義分為兩類：傳統的識

字（conventional literacy）與功能性識字（functional literacy）；「傳統的識字」

是指個人具備適應生活環境之讀、寫、算的能力；「功能性識字」則指個人

在學習某些技能之後，能適應社會生活如家庭、工作、社區等情境中的各種

角色。Scribner & Cole（1981）亦認為識字不只在於知道如何讀、寫文字，

更要能應用在特定的脈絡中。功能性識字的概念，擴展了原本侷限在基本讀

寫能力的識字意涵，使個體之任務目標能因應社會變遷，進而解決生活所遇

到的問題（黃富順，2001）。由此可知，「識字」不再只是單純地識、讀、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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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而已，而是以此為基礎，增進個人適應生活中各種情境之能力。 

（二）識字教育之目的 

關於識字教育（literacy education）的目的，Paulo Freire 認為識字教育

主要在於幫助學習者能實際運用知識，經由實踐，即反思和行動的過程，使

個人有能力改變社會上不合理的事務。識字教育能使學習者「意識覺醒」

（conscientization），成為認知的主體，可以覺察社會文化，並具有轉變社會

的能力，而非只是接受者而已（王秋絨，1999）。Habermas 則認為識字教育

之目的具有三個層次：一是技術層次（technical），在於對學習者基本語言

技能的培養，此為最基本的識字目的；二是實際層次（practical），讓學習者

能將語言運用在日常之中，此目的為功能性的；三為解放層次

（emancipatory），學習者將語言能力應用於詮釋各項外在事務，以達到批

判、創新的作用（邱琡雯，2000）。 

綜上所述，可歸納出識字教育之目的不只是讓學習者獲得基本語言技

能，更要能有自覺地將其識字能力運用在日常生活中，進而批判、轉變不合

理的社會。 

（三）識字教育的功能 

實施識字教育對於個人有何影響與作用呢？Heath（1986）將識字的功

能分為以下七類（引自黃正治，2004）： 

1.工具：識字可獲得實際日常生活中的各項訊息，例如：價格、帳單、

廣告、交通號誌、街道標示等。 

2.社交：識字能提供有關社交的訊息，如：問候卡、信件、收據、海報

等。 

3.新聞訊息的提供：識字可提供跟生活、政治所發生的事件有關的訊

息，如：新聞報紙刊載的事件或政治傳單等訊息。 

4.幫助記憶：識字能幫助記憶的能力，如：將重要訊息記在簿本上。 

5.替代口語訊息：當情況不允許或不適合用口頭溝通時，可利用識字的

技能來替代口語，如：寫各類便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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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永久紀錄之保留：識字技能可提供於法律紀錄以做為證明。如：出生

證明、借據、稅單等。 

7.確認：可藉由識字技能表達支持某種態度或概念。 

Heath 將識字的功能放在工具性及社會互動的用途上，另外還可取代口

語、關於新聞性的、確定性的，並且也跟個人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有關，

如做孩子的榜樣、找工作、通過考試等等。而臺灣的成人識字教育也已發揮

了以下的功能：協助學習者適應各種文字的需求，提升個人的視野，發揮親

子溝通、親職教育功能；此外，提昇休閒生活品質，增進自我內在的滿足感，

並建立學校與社區間的溝通管道（何青蓉，1995）。 

從以上識字的定義可以得知，識字並非侷限在單純的認識字，也包括了

可運用文字的各項能力，以達到適應社會、提昇自我的功能。 

二、 識字教育對新移民的意義與重要性 

許多新移民在自己的原生國家時，並非完全不識字，與國內不識字的人

口不同，有相當多具有高中以上學歷，甚至具有專業能力，但是由於婚姻而

移居到不同語言的地區而成了「功能性文盲」（薛淑今，2003）。所謂「功能

性文盲」是指在團體或社會中，不能有效地從事各種活動，亦無法使用讀、

寫、算等能力以促進自我及社區發展的人。 

新移民因為來到異鄉國度，必須適應新的生活以及面對各方的挑戰，再

加上語言、文字的隔閡，不僅在日常生活中有所不便，教育第二代更是一大

問題（夏曉鵑，1997a；Ishii，1996）。在一針對亞美跨洲婚姻研究中指出，

因語言能力不足，造成個人與社會互動關係不佳；另外，生活習慣、與家中

成員的溝通及對外的人際關係等，都是必須面對、調適的問題

（Kitano,Yeung,chai, &Hatanaka,1984）。 

因此，新移民接受識字教育的重要性可從五個面向來看（陳源湖，

2003）：家庭溝通、親職教養、人力資源、文化傳遞及自我發展；吳美雲（2001）

研究發現，識字教育不只是增強個人能力，如教育子女、工作等，不再依賴

他人，同時也可增進對臺灣文化的認識，生活上也能有尊嚴、安全感。 

因此，識字教育對新移民而言，是幫助他們適應異國新生活的重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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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除了個人語言能力的提昇之外，還能獨立處理日常生活事務、增進家人

關係，進而能教育下一代，參與社會各項活動，語言學習對新移民的必要性

是不容忽視的。 

 

三、新移民識字教育教材 

（一）現行識字教材之缺失 

成人基本教育教材及小學國語課本常被用做新移民之語言學習教材，不

過即使做為本地失學民眾之教材亦存在著一些問題，主要缺失可從下列幾點

來說明（黃富順，1991；魏惠娟，1997；何青蓉，1995；黃明月，1997）： 

1.未符合成人生活經驗、需求。 

2.缺乏結構性、連貫性。 

3.缺少可供教師參考之教師手冊或教學指引。 

4.課文體裁以韻文為主，課文淺顯但生字艱澀。 

若將成人基本教育教材做為新移民的識字教學材料，是否也存在同樣的

問題？因為新移民的語言學習應該與一般失學之成年母語者不同，但是採用

國小的語文教材，並強調識「字」，而非學習「語言」，那麼，使用這些教材

來教授新移民就值得商榷。 

（二）新移民識字教材之相關研究 

「新移民」主題在近年來十分受到各領域矚目，以此為研究對象之論文

亦相當多，不過本研究旨在設計、規劃新移民之華語教材，因此也需對前人

之相關研究有一全面之瞭解，因此研究者查詢了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6，

分別以「外籍新娘」、「外籍配偶」、「新移民」、「新住民」等關鍵字搜尋之後，

因為篇數相當眾多，因此再加以篩選出與本研究主題「教材」最相關之論文，

共計有 8 篇。以下將各研究結果分述如下： 

薛淑今（2003）探討嘉義縣外籍新娘使用之識字教材，除自編教材外，

                                                 
6 檢索日期 2008 年 9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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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嘉義縣成人基本教育補充教材為主要教材。教材內容以基本識字及技術

性功能為目標，教材沒有系統化及進階性的設計；強調語文的學習，不強調

運算或符號的學習，課文以念冊歌為主要形式。教材的文化素養強調介紹自

己的基本背景及發揮家庭角色的功能。而教學者認為注音符號的教學有助於

學習本國語文，而學生的程度不齊是教師在選編教材時的困難，希望編製統

一教材時能兼顧地方性，並且發展教師手冊、生字筆順簿等補充教材。 

汪素娥（2004）是以多元文化教育觀點分析外籍配偶成人基本教育的教

材內容。其研究結果發現，教材編輯目的及目標主要為識字與生活適應，取

材具「生活化」與「鄉土化」，但課文結構鬆散，教學活動也未完全符合成

人學習心理。教材內涵缺乏原生文化，且存在性別及族群偏見等現象。 

陳永成（2006）探討使用「外籍配偶成人基本教育教材」與「國小康軒

版教材」兩組在聽、讀學習成效上之差異，並瞭解教學者與學習者對教材之

意見。其結果顯示「聽」、「讀」及「聽與讀」三方面無顯著差異，但在「讀」

方面使用「外配版」教材的學生進步幅度顯著高於使用「康軒版」的學生。

多數受訪者認為「康軒版」之編排先注音、再國字，成效較好，「外配版」

教材則圖片多、生活化。 

許明騰（2006）以「部編本外籍配偶成人基本教育教材」為研究對象，

分析單元架構、習作與教師手冊等。研究結果指出，該教材語文活動型態均

以國小習作型態出現，與成人學習有落差。教材主題強調「同化」與「融合」，

但忽略學員原生國文化。另外形式上，從注音符號開始，漸進學習生字、語

詞、句型…等，也顧及日常生活及環境適應需求。 

邱怡雯（2007）以多元文化教育觀點，探討宜蘭縣外籍配偶識字專班現

行使用之教材，對編輯教材提出幾點建議：教材編輯者應包含學者專家、教

學者及學習者，注音符號獨立於識字教材之外，編輯初、中、高三級教材，

發展教師手冊及習作等教學輔助工具。另外亦兼顧地方特性及原生文化，納

入性別思考、族群平等等，並以學習者之學習需求為優先考量。 

張瑜芬（2007）研究了新移民識字班教師選用教材之考量因素，分析了

教師選用教材因素的意見與看法。選用教材之考量因素可分為：1.教師教學

層面包括注音符號、便利性、教學目標、教學彈性、活動設計、內容豐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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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嘗試等七項因素；2.教材層面包括新的內容、適合初學者、具地方文化特

色、提高學習興趣、適用性、教材的數量及教材專業性等；3.學員需求層面

因素包括適合個別差異、符合生活與學習需求、可做為親子教材等。 

劉孟甄（2008）針對「桃園縣外籍配偶成人教育教材」的單元架構、習

作、教師手冊與中英手冊進行分析。在教材方面建議：1.注音符號教學；2.

增列字頻表；3.增加識字量；4.課文內容、文體多樣化；5.增加短文以培養

作文能力；6.教師手冊對照課文內容；7.中英手冊應針對讀本中的課文或語

詞對照；8.互動學習光碟可供自學、複習或評量用；9.提昇教材 CD 與教材

相關性；10.編製中文與外語之對照本。 

（三）成人識字教材編選原則 

針對成人所編製之教材與兒童語文教育不同，設計適宜之成人教育教

材，應有其可供遵循的原則，做為編寫時的重要參考， Brady（1990）曾提

出六項成人教育教材內容在編輯選用上之規準： 

1.有效性（validity）：是否涵括該主題的基本知識、能否達成教學目標。 

2.有意義的（significance）：選擇教材內容能否更廣、更深；是否符合

研究的精神與方法。 

3.興趣的（interest）：是否能引起學習者興趣。 

4.可學習性（learnability）：是否易於學習。 

5.與社會現實一致性（consistency with social realities）：能否對世界有正

確認知和態度。 

6.實用性（utility）：是否對生活有用。 

不過，新移民識字教育對象雖為成人，但不宜以本國成人識字教育、補

習教育的觀點來設計教材，需要考量地更審慎，教材的研發亦應另外設計，

否則就淪於工具性地學習識字、使用中文，甚至被迫適應臺灣文化習俗（吳

美雲，2001）。因此這也是本研究所要發展、設計新移民華語教材之目的，

不只是從成人識字教育來看新移民的中文學習，更應全面性地考量，新移民

最主要之特點為非本國籍人士，應融合各相關領域之專業，才能為新移民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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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出最適切的華語教材。 

 

四、小結 

隨著識字定義的演進，「識字」已非侷限在傳統的識、讀、寫字，而是

更進一步將識字的功能拓展到生活中的各個面向。不只讓學習者學習基本的

語言技能，且能將識字能力發揮、運用到個人、親子、親職乃至於社會性的

功能上。 

新移民在原生母國的教育程度不一，但並非都不識字，而是因為移居而

造成的「功能性文盲」，使得在家庭、教養、自我發展等方面無法有效發揮

功能，因此也凸顯除識字教育對新移民的重要性。 

而目前識字教育所使用的教材不完全適合新移民需求，且識字教材本身

也存在一些缺失，例如不符合成人生活經驗、缺乏結構性、缺少可參考教材、

課文生字偏難等等，若選用這些教材做為新移民的學習材料，同樣會造成他

們在學習上的困難。 

 

第二節 美、日移民識字教育概況 
台灣在近幾年所出現的「新移民」遷移之特殊現象，早已在美、日等國

出現，美國為一移民國家，因提供移民者語言教育而發展出 ESL；而日本也

有著與臺灣類似的「外籍配偶」現象。本節將探討這些國家對移民第二語言

教育之起源與發展。 

 

一、美國的移民識字教育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許多亞洲人、中南美洲人移民至美國，使得

美國的大學出現了大量以英語為第二語言的學習需求，但教學師資卻不足。

1964 至 1967 年間，移民學習以英語為第二語言的學習方案，開始獲得美國

大學的重視，但是主要的對象是以具基本讀寫能力的大學留學生或綠卡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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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主，這些移民在原來的國家都是識字的，是因為移民的關係而在美國成

了不識字的人。隨著來美的移民人數逐漸增加，ESL（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成為一個重要研究領域（Klee,1994）。 

1980 年美國國會通過成人識字行動方案，提供成人及家庭學習第二語

言—英語的機會， 1988 年在美國華盛頓州成立 NCLE（The National Center 

for ESL Literacy Education）是美國華盛頓州的一個非營利組織，是一全國

性的資訊中心，為低識字成人、非在學年輕人、關心難民、移民教育的教師、

研究者…等提供語言教育或識字教育資訊，也提供 ESL 課程。此外，也提

供諮詢、教師培訓、英語檢驗、發展成人 ESL 教材、課程發展等服務

（NCLE,2003；轉引自薛淑今，2003）。該單位目前由 Center for Adult English 

Language Acquistion（CAELA）取代其功能7。 

在美國提供相當多的英文學習管道給移民人士，一般不會說英文的孩子

可以在學校學習，由學校提供協助和指導，而成年人可以到公立的成人和社

區教育機構或私立語言學校上課，有些圖書館和宗教團體也提供免費或低收

費的語言課程，亦提供相關語言教材、CD、錄音帶等輔助學習工具給學習

者8；另外，社區學院也提供新移民學習 ESL 的課程，亦屬於成人教育課程，

這類課程主要教授聽、說、讀、寫技巧，且多為免費（鍾宜興、廖容辰，2006）。 

而這些協助移民的英語學習課程型態，可以分為幾類：生活技能或一般

給其他語言的英語課程（English for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ESOL）、給

其他語言的英語課程家庭識字方案、英語識字和公民教育（English 

Literacy/Civics Education program）、職業性英語作為第二語言方案，及職場

上給其他語言者的英語課程（何青蓉，2006）。美國政府提供多元及彈性的

課程，並從學習者的各種角色需求做考量，包括一般性的英語學習、教導美

國歷史和政府知識、協助移民通過公民資格測驗、職場及職業技能相關語言

的學習等，已為移民者發展出相當完善的語言政策及措施。 

 

                                                 
7 資料來源：http://www.cal.org/caela/about_caela/，檢索日期：2009 年 3 月 3 日。 
8 資料來源：歡迎來到美國：新移民者的指南，

http://www.uscis.gov/files/nativedocuments/M-618_c.pdf，檢索日期：2009 年 7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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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的外籍配偶識字教育 

經由仲介管道與日本男性結婚之外籍女性，主要以亞洲地區國家為主，

這一現象開始活躍於 1970 年代。依據厚生省的統計，在 1970 年代，日本的

國際婚姻，每年平均只有六千件左右（佔全體通婚比率的 0.7%），到了 1983

年突破了一萬件，1997 年達到二萬八千件（佔 3.6%）。以 1997 年來看，與

日本男性結婚之外國籍女性依序是：中國籍佔 32%，菲律賓籍佔 29%，韓

國朝鮮籍 21%，泰國籍 8%（鈴木伸技，1998；轉引自邱琡雯，2003）。 

笹川孝一（1994）指出在日本農村地區為協助地方未婚男性，由地方行

政組織辦理跨國婚姻業務。以日本最上地區的大藏村為例，由於該地區之行

政組織體認到外籍女性配偶也應該和一般日本人享有同樣的權利，她們的識

字教育也是社會教育的重要一環，因此開辦了日語教室。1990 年先依國籍

分成韓國、菲律賓兩組，之後又再分出中國組。該日語教室運作的主要目標

有以下五點（轉引自邱琡雯，2005）： 

1.促進亞洲外籍女性移民與日本社會之雙向交流，而非只是單方面要求

她們適應當地社會。 

2.尊重其原有的文化、習慣和母語等。 

3.提供母國資訊，如報紙等。 

4.若因故中輟學習，亦隨時歡迎她們復學。 

5.協助說服夫家及職場老闆讓她們接受教育。 

除了學習日語以外，還有茶道、花道、和服穿著等日本文化的研習，參

觀報社、托兒所、學校等，並加入醫療、保健等課程。而授課的日語老師，

不僅研發教材，也提供生活相關知識。 

 

三、小結 

在美國因為二次大戰後各國移民增加，以英語為第二語言之學習需求大

增，師資卻相形不足，使得移民者的語言學習需求逐漸獲得重視，並促成以

英語為第二語言（ESL，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的發展。美國政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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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完善的語言政策，提供便利、多元的語言課程方案，幫助移民者解決生活

中使用英語的各種問題，值得國內參考。 

而日本與臺灣的移民狀況較為類似，都是因為婚姻仲介的關係，而形成

此一特殊之異國婚姻現象，但不同的是，在日本是由地方行政組織負責辦理

婚姻仲介相關業務，並開辦日語教室，不僅提供語言學習，還有文化、醫療、

保健等生活相關知識，是以促進雙方交流、尊重原有文化等為主要目的。 

 

第三節 以華語為第二語言教學理論 
 

一、 第二語言習得理論 

第一語言與第二語言之學習過程不同，第一語言教學是以母語做為教學

媒介，教學目標主要在訓練並增進語文能力；而第二語言教學則必須依照學

生語言程度，提供合適的詞彙、語法等，以習得聽、說、讀、寫等語言技能。

兒童習得母語與成人學習第二語言最大的差異在於所處的語言環境不同，兒

童處於自然的語言環境中，而成人學習第二語言常常是在非自然的語言環

境，如課堂；所以即使到了中國、臺灣等地去學習華語，但因為各種主客觀

因素，作用仍不如兒童從小處在當地語言環境中所受到之影響（王魁京，

1990）。Krashen（1983）曾說明語言習得（language acquisition）與語言學

習（language learning）兩者之差異；語言習得是個體在自然情境中獲得語

言能力，類似於嬰幼兒學會語言的過程，而語言學習是經由規劃過的課程與

教師的指導等刻意安排的情境，有目的地、有系統地學會語言。要獲得語言，

必須有「輸入」（input），然後才能「吸收」（intake），最後「輸出」（output），

他也強調所謂的「輸入」必須是可理解的、有趣的、跟學習者相關的、不是

以語法為大綱的，另外必須是大量的（Krashen,1985）。 

另外 McLaughlin（1990）從心理角度來看學習語言的過程，McLaughlin

認為人腦是有容量限制的信息處理機制（capacity limited mechanism），無法

在同一時間處理不同的信息，所以需要較多的時間和精力來處理新的信息或

任務，當新的任務熟練後，處理過程就會自動化；但新信息和技能尚未熟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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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大腦處理的過程是「被控制的」（controlled processing），而熟練以後

則是「自動的」（automatic processing）。 

 

二、 第二語言教學觀與教學法 

從第二語言習得理論當中，可以瞭解到第二語言的學習不像學習第一語

言那樣地容易，因此許多學者致力於第二語言學科領域的研究，發展出第二

語言之教學觀與教學法等。 

（一）第二語言教學觀 

Richards 和 Rodgers（2001）指出教學觀（approach）是指語言的本質

以及語言學習中依循的不同理論。不同的教學信念對於語言教學的方法與目

的會有不同的影響，進而也會影響到教材與教學法，因此應在規畫、設計教

材之前，先對教學觀有所瞭解，並確立所應遵循的觀點。 

目前大部分的語言教學法主要可分為三種語言觀（Richards & 

Rodgers,2001）：  

1.結構觀（structural view）：認為語言是一種跟意符元素相關的結構系

統，語言學習的目的在於熟練音韻、語法、字彙等元素。 

2.功能觀（functional view）：認為語言是對於功能性意義傳達的媒介，

強調語義和溝通，而不只是結構和語法。 

3.互動觀（interactional view）：認為語言是進行人際關係互動以及個人

社交的媒介，是創造與維持社交關係的工具。 

結構觀、功能觀及互動觀提供第二語言教學法之理論架構，但除了語言

教學觀之外，要建構一種教學法仍需要藉由其他的語言學習理論，才能使之

充實、完整。 

 

（二）第二語言教學法 

早期語言教學以文法翻譯法為主流，之後隨著第二語言教學的發展，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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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學者依據不同的教學理念而發展出各種教學法，如直接教學法、自然教學

法、聽說教學法、全身反應法、啟示頓悟法、溝通式教學法、任務型教學法……

等，不同的教學方法有其不同的教學觀。但是語言學習涉及到聽、說、讀、

寫四種技能，且每位學習者的個人特質皆不相同，語言教學無法只採用一種

教學法，因此林壽華（1991）提出了「折衷教學法」。Brown（1995）也提

到要證明哪一種教學法是最好的，仍缺乏有利的實證，融合各家並依照實際

教學情況做應用才是最佳的方式。 

以下列舉幾種與第二語言教學相關的教學法。 

 

表 二-1 第二語言教學法 

第二語言教學法 年  代 特色及理念 

文法翻譯法 

Grammar-Translation Approach 
1780-1920

透過閱讀資料，比較標的語及

母語的文法規則。 

直接教學法 

The Direct Method 
1780-1960

直接使用標的語，提供語境，

培養交談能力。 

聽說教學法 

Audio-Lingual Approach 
1950 

認為語言有層次組織，以教師

為本位，注重對話的反覆練

習。 

全身回應法 

Total Physical Response 
1960 

聽命令同時做出動作，聽力理

解應先於說的能力，學習語言

結構及字彙。 

啟示頓悟法 

Suggestopedia 
1970 

減少心理障礙，配合音樂，學

生自由交談、作業少、重朗讀。 

自然教學法 

Natural Approach 
1977 

重視溝通，提供大量可理解語

料的輸入，營造高動機、低焦

慮的學習環境。 

溝通式教學法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1981 
強調語言結構與詞彙的習得，

以學習者為中心，師生互動及

學生間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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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移默化法 

Silent Way 
1983 

教師給予充分提示，由同儕間

互相改正，教師掌握教材內

容，避免干預。 

任務型教學法 

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 
1983 

以完成語言任務為目標，在用

中學，鼓勵學生創造性地使用

語言。 

折衷教學法 

Eclectic Approach 
1991 兼採各派教學法的優點。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自林壽華，1997；葉德明，1999；Richards & Roders,2001） 

 

這些教學法，可依其語言教學特徵分為以下四種派別（劉珣，2000）： 

1.認知派：強調自覺掌握，如文法翻譯法。 

2.經驗派：強調習慣養成，如直接教學法、聽說教學法等。 

3.人本派：強調感情因素，如潛移默化法、全身回應法、啟示頓悟法等。 

4.功能派：強調交際運用，如溝通式教學法，其中自然教學法兼顧感情

因素與交際運用，可同時歸於人本派和功能派。 

 

三、華語為第二語言教學之特點與原則 

不同語言在其語音、語法、字形、詞彙等方面，各有千秋，雖然語言教

學的教學觀、教學法、原則等可相互沿用，但仍各有其獨到之處。黎文琦、

林克辛（1996）即指出華語為第二語言教學的特點包括：漢字書寫的特別、

語音聲調的特殊、詞彙及語法的特色等因素，這些特點也可說是華語為第二

語言教學的重點與難點，這些重點與難點構成了教學內容和順序安排的特殊

性，最後由教學順序的特殊性形成了教學原則和教學方法。唯有瞭解一種語

言之特點，才能在教學方法設計、教學活動安排、教材編寫等各項層面，做

出更合適、合宜的考量，達到語言教學之效。 

教學原則可提供教學者在設計、安排課程時，做為參考依據之準則。葉

德明（1999）指出華語教學之原則有以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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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標（why）：為什麼要教？所要達到的教學目標為何？學生能力達到

什麼程度？ 

2.學生（who）：所教的學生是誰？包括年齡、性別、教育程度、背景都

要了解。 

3.地點（where）：在國內或在國外教，因語言環境不同應有不同的調適。 

4.時間與程度（when）：做課前測驗（placement test）進行適當的分級。

應注意同儕的程度。什麼時候教什麼，要有詳盡的計畫。 

5.教什麼（what）：每位學生的學習目的不同，教師因各種學習的目的

選定教材與教法。 

6.教學方法（how）：語文教學的方法最為人重視的約分為兩類，一是「行

為學派」，主張不斷地做機械式練習就可以產生語言。另一派為「認知學派」，

認為學習靠內在認知的能力及知覺力，不能只靠機械式練習。以認知學派為

主，行為學派為輔，才能在教學上達到目標與效果。 

在更早之前，Nunan（1989）則是針對語言教學，根據構成語言技能溝

通技巧的八項要素，提出了以下的原則，亦可做為實施華語教學課程之前的

參考。 

1.目標（goals）：考量課程目標，是否能反映教學理論、適合學習者能

力。 

2.輸入（input）：根據目標選擇或創造輸入的形式，並強調其真實性。 

3.活動（activities）：應考量是否與真實世界有所聯繫、是否具有訊息溝

通可做意義協商的條件、是否能帶動團體合作等。 

4.角色（roles）：考量學習者與教師角色之相對關係。 

5.設置（setting）：教室內的佈置需符合活動形態。 

6.實施（implementation）：觀察學習者使用語言的情形，包括學習興趣、

溝通互動，是否超過預期等。 

7.分級（grading）和整合（integration）：觀察任務難度是否適當、編排

是否具有遞進層次，是否納入學習策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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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評量（assessment）與評鑑（evaluation）：包括學習者的自我評量、對

活動設計的評鑑、教師的自我評鑑等。 

綜合上述得知，在進行實際教學活動之前，應先經過縝密的規畫與考

量，從教學目標、教學對象與程度、教學活動等等，有計畫且全面的詳加考

慮，才能達到有效的教與學。 

四、小結 

華語對於新移民而言，並非他們的母語，研究者認為他們學習華語的過

程應視為第二語言之學習模式，不同於母語者的「語言習得」過程。因此要

設計新移民華語教材之前，應先對教學對象及其背景有全面性的認識，亦即

應事先考量教學目標、學生是誰、教學地點、教學時間與程度，以及教什麼

等等，進而選擇合適的教學觀與教學法。 

在教學觀方面，主要有三種第二語言之教學觀：互動觀、結構觀及功能

觀。教學法方面，各種教學法皆有其長處及缺失，教學者應實際情況，綜合

評估考量之後，選擇合適的教學法進行教學，或者更能將各種教學法綜合運

用，以達到語言學習之成效。 

 

第四節 以華語為第二語言之教材編寫理論 
本節欲探討語言教材編寫之相關理論。基於本章第一節所論述，新移民

對於語言學習有其迫切之需要，成人識字教育領域對新移民語言學習所做的

相關研究已在該節做一回顧，但新移民華語之教與學皆和本國語文之教學方

式不同，教材教法應以第二語言教學之理論為基石。是故，在此節將探討以

華語為第二語言之教材編寫理論，期能為之後編寫新移民華語教材奠定完備

的理論基礎。 

 

一、第二語言教材發展理論與步驟 
（一）教材發展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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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wn（1995）認為語言教材的設計應考量四個層面，分別是教學法、

課程大綱、教學技巧和活動練習等，這也是教材編輯成書之前最主要的因

素，他認為此四項因素的定義為： 

1.教學法：在於確立學生應該學什麼以及如何學。 

2.教學課程大綱：是課程以及教材的組織方式。 

3.教學技巧：是教材以及教學的呈現方式。 

4.活動練習：是對於學過的語言內容所設計的練習。 

在教學法的統領之下，課程大綱是教材具體實行的依據，課程大綱呈現

出語言課程的具體內容，對於大綱的看法，各家學者亦有所不同

（Yalden,1983,1987；Dubin& Olshtain,1986；Nunan,1988）。以 Brown 的論

點來看，他將大綱歸納為七種： 

1.結構大綱（structural syllabus） 

2.情境大綱（situational syllabus） 

3.主題大綱（topical syllabus） 

4.功能大綱（functional syllabus） 

5.主旨大綱（notional syllabus） 

6.技能大綱（skills syllabus） 

7.任務大綱（task syllabus） 

大綱可被視為教材的骨架，與教學法共同呈現教材編寫之精神。教材編

寫者在編寫之初，就應掌握所欲採用的大綱與教學法，因為這將影響到教材

的呈現方式以及教學活動的安排。 

（二）教材規畫與設計 

教材在規劃、設計之前必須有依循的具體項目與程序，語言教材設計需

要根據需求分析、目標設定、課程發展等階段規劃出教材藍圖，在籌畫教材

規劃的藍圖前必須注意以下幾點（Brown ,1995）： 

1.教學單位背景資料：了解教學單位的特色、教學條件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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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體課程概況：說明課程架構及所採用的教學法。 

3.需求分析：分析教師與學習者雙方的各種情況。 

4.總體目標與教學目標：教學類型與課程目標。 

5.測試：對學習者的語言程度進行如能力測驗、分級測驗、診斷測驗、

成就測驗等測試。 

6.教材：包括教材類型、分析類項、所含括之範圍與順序、時程表等。 

7.教學：包括所採行的技巧與練習活動。 

8.評估：須評估教材的效益，並研議修定或更新教材的辦法。 

教材的發展是一不斷循環的系統，環環相扣，而在大原則之下，不同的

課程需各自配合不同的需求與差異，有彈性地並經由審慎地規畫與設計，才

能發展出最合適的教材。 

（三）教材發展的步驟 

詹秀嫻（2002）將教材的設計分為以下三個層次，分別表示教材設計所

歷經的不同階段： 

1.哲學層次：選擇教學觀，語言教學的教學觀及教學法的使用可看出編

纂者對教學的信念。 

2.學理層次：屬於語言學習理論，以掌握該語言的核心與外圍。例如就

華語的特性來看，語音、漢字、詞彙、語法、篇章等語言知識必須有次序地

編排呈現出來。 

3.實踐層次：是指可以促進語言學習的活動、練習與習題的設計。不同

特性的教材有相異的設計模式與適用方法。 

要進教材的籌畫，有三種教材來源與形式可供參考，一是選用既有教

材；二是自行研發編寫教材；三是改編現有教材（Brown,1995）。本研究所

欲進行的新移民教材規畫設計，在現行教材大多非針對新移民需求設計的情

況下，教材將以自行研發編寫的方式進行。Brown（1995）提供了明確的編

寫步驟與細節，見下表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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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2  從起點開始的教材發展步驟 

步  驟 內                  容 

a.理論基礎 
1.教學觀 

b.修訂 

a.組織原則 
A.整體課程 

2.教學大綱 
b.修訂 

1.界定需求 
B.需求 

2.修訂 

1.界定 C.總體目標及

教學目標 2.修訂 

1.能力分級-以整體課程考量 
D.測驗 

2.診斷性或成就性-以教學目標的適合性為考量 

1.找出願意編寫、發展教材的教學者 

2.確定所有的教材發展者有相關文件的影印本 

3.工作分配 

4.獨立或團體合作方式進行 

E.創造 

5.考慮發展成套教材的工作模式 

1.試用教材 

2.成效討論 F.教學 

3.修訂 

1.評鑑教材 

2.修訂教材 

3.以具有相關性、持續性的格式製作教材 

4.考量出版教材 

G.評鑑 

5.教材永無完成之時 

（資料來源：Brown(1995).The Elements of Language Curriculum：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Program Development. Heinle & Heinle Publishers. P.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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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教材形成方式，適用於任何語言教材發展的程序（Brown,1995），

因此也可做為發展華語教材之依據。另外，楊家興（2000）把教材的製作區

分為分析階段、設計（規畫）階段、發展（製作）階段以及評量階段，詳細

項目如表二-3 所示。 

 

表 二-3 教材設計階段 

1.分析階段 

1.1 學習者分析 

1.2 目的分析 

1.3 資源分析 

2.設計（規畫）階段 

2.1 目標設計 

2.2 內容設計 

2.3 策略設計 

2.4 媒體規畫 

2.5 環境規畫 

3.發展（製作）階段 

3.1 撰寫說明與範例 

3.2 撰寫活動與回饋 

3.3 撰寫作業與評量題 

3.4 撰寫媒體配合指引 

3.5 調整讀取結構 

3.6 決定印刷樣式 

4.評量階段 

4.1 專家評量 

4.2 前驅測試 

4.3 總結性測試 

（資料來源：楊家興。2000。自學式教材設計手冊，頁 26） 

 

比較上述兩種發展模式，可以發現兩者的步驟程序基本上是相同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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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歸納整理如下表二-4： 

 

表 二-4 教材發展步驟比較 

楊家興（2000） Brown（1995） 

1.分析階段 
A.整體課程 

B.需求 

2.設計階段 

3.發展階段 

C.總體目標及教學目標 

D.測驗 

E.創造 

F.教學 

4.評量階段 G.評鑑 

 

綜合以上教材設計的步驟與程序，可以了解到教材設計必須經過分析、

設計、發展、評量四個階段，呂必松（1999）亦認為總體設計、教材編寫、

課堂教學及成績測試四大環節構成了華語教學的全部過程及教學活動，並強

調總體設計的重要性。 

 

二、教材設計模式 

教材是各種教學理論、方法和手段的體現，並且與教育思想、教學原則、

教學方法、學習理論和實踐有直接的聯繫，教材也是教學的依據與基本方

法，對教學成敗起著關鍵作用（陳冰冰，2004）。因此，以下將探究教材設

計的模式。 

Huntchinson 和 Waters（1987）指出教材的編寫設計模式是由輸入、內

容、語言及任務等四項要素所組成，如圖二-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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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1 Huntchinson 和 Waters 之教材設計模式 

（資料來源：Huntchinson & Waters（1987）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09） 

 

Huntchinson 和 Waters 提供了基本框架，並整合各種不同的學習層面，

其對於各項要素有如下的說明： 

1.輸入（Input）：經由分析過程中所獲得的需求，如短文、對話、影像、

圖表等，可以提供活動的內容、新語言的學習內容、語言使用的正確形式、

話題、讓學習者使用訊息處理技巧、既有語言及專業知識的機會等。 

2.內容焦點（Content Focus）：除了語言，非語言內容如訊息傳遞、個

人感受等，亦應在課堂裡被運用，輸入有意義的交際內容。 

3.語言焦點（Language Focus）：教學的目的是讓學習者能運用語言，教

材應提供學習者綜合運用的機會，輸入必要的語言知識。  

4.任務（Task）：以任務為導向的教材設計，引導學習者所建立語言知

識來運用語言。 

輸入 
（Input）

內容 
（Content Focus） 

語言 
（Language Focus）

任務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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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McDonough 和 Shaw（1993）指出語言素材需考量學習者的需求、

年齡、語言程度等特質與學習所在的場所，接著擬出教學目的與教學大綱，

最後設計出教材（見下圖二-2）。 

 

 

 

 

 

 

 

 

圖 二-2 McDonough 和 Shaw 之教材設計模式 

（資料來源：McDonough & Shaw(1993).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ELT.Blackwell.） 

 

三、教材編寫原則 

關於以華語為第二語言教材編寫的通用原則，許多學者提出相關見解，

如趙賢州（1996）、束定芳及莊智象（1996）、劉珣（2000）的「五性」說等，

研究者整理如下表二-5： 

表 二-5 教材編寫原則 

趙賢州（1996） 劉珣（2000） 束定芳及莊智象（1996） 

科學性原則 針對性 系統原則 

針對性原則 實用性 交際原則 

實踐性原則 科學性 認知原則 

循序漸進原則 趣味性 文化原則 

趣味性原則 系統性 情感原則 

 

語言材料 

學習者 

教學環境 

教學目標 

教學大綱 

教材、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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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原則，研究者認為可以劉珣的「五性」為依據，將各編寫原則

在分別加以整合歸納如下： 

1.針對性：包括語言知識、語言材料、文化知識的針對性。在進行編輯

教材之前，要先確定所適用的教學類型、課程類型和教學對象為何。不同母

語、文化背景與目的語、目的語文化對比的教學重點不同，也應考量學習者

的年齡、國別、文化程度特點，學習目的、學習起點、學習時限等（趙賢州，

1996；劉珣，2000）。另外束定芳及莊智象（1996）提出的「文化」原則表

示應選擇代表目的語主流文化的語言材料，研究者認為亦可歸為此項。 

2.實用性：從學習者需要出發，用生活化的語言材料，讓學習者利於開

展交際活動（劉珣，2000）。束定芳及莊智象（1996）提出「交際性」及趙

賢州（1996）提出「實踐性」，研究者認為皆與「實用性」理念相仿，教材

內容和語言材料必須有助於培養語言交際能力，盡可能符合真實情境的場

合。 

3.趣味性：內容要能反映現實、多樣化。包括功能、題材的廣泛性，風

格體裁的多樣性，語言生動活潑、練習形式靈活多樣，才能延續和激發學生

的學習動機（趙賢州，1996；劉珣，2000） 

4.科學性：包括編排、數量和比例的科學化，規範的語音、語言，準確、

嚴密的注釋，順序的安排宜循序漸進，注意詞彙和句型重現率題材內容由近

及遠，新詞語和語法點要分佈均勻等（趙賢州，1996；劉珣，2000）。趙賢

州（1996）另外提出「循序漸進」原則，指詞彙、語法點、課文難度、練習

的設計與安排上，應由簡而繁、由易而難、由淺到深的方式編排。束定芳及

莊智象（1996）提出的「系統」原則，認為教材應有系統地介紹語言相關知

識，亦與此項相仿。 

5.系統性：教材內容宜平衡協調，初、中、高級等不同階段教材之銜接，

各語言技能課程間教材之配合（劉珣，2000）。 

此外，束定芳等人（1996）還提出認知原則及情感原則。認知原則是指

語言材料的編排和練習的設計，必須考慮到語言學習的規律以及人腦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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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點；情感原則指出教材必須考慮學習者的感情及心理。 

不過，李泉（2004）指出上述教材的通用原則大同小異，其在以上原則

之外，又加入不同的看法，認為教材編寫的基本原則有下列十項： 

1.定向原則：確定教材的基本方向。 

2.目標原則：根據需求分析，參照教學目標及教學環境等因素，研究並

制訂教材的預期目標。 

3.特色原則：考量教材與同類教材不同之處。 

4.認知原則：考量在語言習得過程中的認知因素。 

5.時代原則：應體現研究的新成果、水平和需要。 

6.語體原則：包括口語語體和書面語語體的確定和風格的選定，以及介

紹語體知識、識別語體風格及訓練語體轉換。 

7.文化原則：增強目的語文化教學，並善加處理目的語文化和學習者母

語文化間的關係。 

8.趣味原則：教材內容和形式都要緊扣著趣味性，使學習者產生持久的

興趣。 

9.實用原則：應考慮教材的實際應用價值，課文內容、詞彙語法、練習

等，均要利於實現教材總體目標、滿足學習者當前及未來各方面的實際需要。 

10.立體原則：除了教科書外，考量配套的教學用書及多媒體等素材。 

由於本研究之對象—新移民，為成年學習者，為成年學習者發展教材

時，與兒童、青少年等不同年齡層的準則有所差異，因此，王曉鈞（1997）

特別針對成年外國學習者提出編寫教材時，須注意的五點事項： 

1.成年人的認知能力已發展成熟，應考慮學生的認知能力，設計能讓學

生可以將所學的生詞和句型靈活運用在生活中的教材。 

2.從學生的母語影響出發，將學生母語運用在華語的學習上，協助掌握

與母語相似的句型，利於學習記憶，與母語不同的句型，則增加練習機會。 

3.利用成年學生的抽象思維和邏輯推理能力，進行句型操練與替換，以



第二章  文獻探討 

33 

提高學習的效率，使學生能舉一反三。 

4.將教材與學生的學習目的結合，加強情景對話，補充真實語料，使能

學以致用。 

5.分別設計互相聯繫聽說讀寫四種語言技能，但重點不同的練習，使學

生的四種技能都能得到充分發展。 

綜上所述，新移民的華語教材亦應遵循這些原則來設計，研究者於第五

章部分，將歸納適合的教材編寫原則，進一步設計出新移民華語教材。 

 

四、教材設計類型 

在探討過教材發展的步驟、確立原則之後，最後所呈現出的教材類型也

可因教學方式、課程類型、程度、學習者背景、學習者母語等做劃分；研究

者歸納呂必松（1993）、趙金銘（1997）、劉珣（2000）等所提出的教材類型，

主要可分為七種類型，並整理成表二-6。 

 

表二-6 教材類型 

類型 主要概念 優點 缺點 適合程度 

課文型 

以講授課文為

主 

培養說話和綜

合運用語言的

能力 

語言要素和語

言技能訓練不

突出 

不適合初級 

結構型 
以語法或句型

結構安排 

反覆操練句型 不重視語言交

際 

 

功能型 

以功能—語言

完成的交際任

務安排 

培養語言溝通

能力 

不考慮結構的

難易順序 

 

結構—功能型 

以 結 構 為 基

礎，同時考慮

所表達的功能

兼顧結構型和

功能型之優點

 適合初級 

功能—結構型 在功能項目下  難顧及結構的 適合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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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結構 系統性 

話題型 

以話題安排內

容 

綜合功能和結

構，利於培養

交際能力 

  

文化型 

文化知識結合

語言教學 

 易流於文化教

材而非語言教

材 

 

 

1.課文型：以講授課文為主，透過課文來學習語言結構和詞語。在一定

的語境、文化背景下學習語言，有助於說話能力和綜合運用能力的培養。不

過，缺點是不容易將語言要素和語言技能訓練突出，因此，不適合初級教材。 

2.結構型：即以語法結構為綱要，教學內容是根據語法或句型的難易、

詞語的分佈等安排，並加以排序。最能體現此類型特點的教材即為聽說法的

教材，強調反覆操練句型，使成習慣。不夠重視語言的交際運用為其缺點。 

3.功能型：以功能為綱，根據功能項目（交際任務）的常用程度安排教

學內容及其順序，結構的先後順序則較不考慮。溝通法教材為典型的教材，

強調語言溝通能力的培養。 

4.結構—功能型：結合結構與功能，以結構為基，亦須考慮結構所表達

的功能。較適合做為初級階段的教材。其形式可兼取純結構型和純功能型教

材之優點，並彌補其不足。 

5.功能—結構型：結合結構與功能，但以功能為主軸，在功能項目下教

結構，因此較難顧及結構的系統性，適用於已掌握語言結構的中級學習者，

而不適宜初級。 

6.話題型：以話題為綱，話題是指會話的中心內容，如天氣、家庭、職

業、愛好等。在話題中亦具有功能和結構，但因為話題大於功能，能同時包

括數個功能，因此選題較為靈活。課文因能顯示出特定的情景和文化，在此

類教材中有重要作用，可培養交際及綜合運用語言的能力。 

7.文化型：以文化知識結合語言教學而編寫的教材，文化知識是指跨文

化交際中與母語文化對比所顯露出的文化差異。不過此類型教材必須跟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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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做良好搭配，否則易流於文化教材而非語言教材。 

不同類型的教材，所依據的準則各不相同，應以學習者的背景及需求為

出發，並與教材設計模式、原則等結合，在接下來的教材編寫過程，研究者

將依據所探討過的理論、文獻為基礎，進行教材編寫，期能發展出最合適的

新移民華語教材。 

 

五、小結 

一套語言教材之發展包含了多項要素以及發展步驟，設計規畫新移民華

語教材亦然；依據本節所提到的各項要點，總結如下：  

1.教材發展的要素包括教學法、教學課程大綱、教學技巧、活動練習等。

教材發展的步驟，整體而言，可以分析、設計、發展、評量等四個階段進行。 

2.教材設計模式是由輸入、內容、語言及任務等四項要素所組成，教材

規畫與設計為一循環之系統，從了解教學單位背景開始，接著說明整體課程

概況、分析需求、設立總體及教學目標、測試、教材編寫、教學活動，最後

做評估。 

3.教材編寫時應有據以遵循之原則，綜合各學者所提出之原則可歸納

為：針對性、實用性、趣味性、科學性與系統性等主要五項，另外可再依教

材屬性、類別等不同需求，調整或增加適當的原則。本研究在後續欲進行新

移民華語教材規畫設計，將根據各需求分析結果，擬定出發展新移民華語教

材之原則。 

4.教材設計之類型可分為課文型、結構型、功能性、結構—功能型、功

能—結構型、話題型、文化型等七種，每種類型各有擅場，同樣應以需求分

析結果，選擇適合的教材類型做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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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主要分為四節；第一節介紹本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為「發展研究

法」、「內容分析法」以及「問卷及訪談調查法」；第二節說明研究進行的相

關歷程；第三節說明蒐集各項資料，包括文獻、訪談記錄、問卷等進行過程；

第四節則說明本研究如何保持信度與效度的方式。 

 

第一節 研究的方法 
 

本論文的研究方法是採質化研究之形式。高敬文（1996）指出一般質化

研究報告包括三個部分：緒論、本文、結論與建議。「緒論」是對研究源起

和問題提出說明；「本文」是將蒐集到的各種資料加以整理後予以呈現；「結

論與建議」是整個研究的總括性回顧，並分析研究發現，最後提出建議及應

用。本論文研究架構將涵蓋此三個主要部分。 

為規劃、設計新移民的華語教材，必須分析歸納相關理論及文獻資料，

蒐羅各種目前在各新移民華語課程中所使用之教材，並探究教材的缺失與特

性，進而研擬出教材編寫原則，再據以設計新移民初級華語教材範例。為此，

本論文採用的研究方法為「發展研究法」，根據已設定好的教學目的、某種

教學方式或工具，以實務性的需求來進行。進行程序是先從相關文獻、研究

報告或理論中歸納、分析，推衍出該方法或工具的優異之處，再運用、發揮

其優點，最後採用其原則編製出示範模型，並予以修正。 

另以進行的細節來看，本論文也運用了「內容分析法」及「問卷法及訪

談調查法」。許多研究常透過文獻獲得有價值或可採用的資料，因此，「內容

分析法」又稱「資訊分析」或「文獻分析」，意即將有關研究問題之文獻資

料，加以探討或評述、綜合與摘述；這些文獻資料可包含期刊、摘要、評論、

圖書、雜誌，及其他研究報告等（王文科，1996）。是故，研究者將本論文

有關的各類資料，包括成人識字教育、以華語為第二語言教學等理論、文獻

中關於教材設計的部分進行分析、歸納，雖分屬不同領域的文獻，但經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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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深入探究後，統整歸納並發展出對於本研究之研究對象最合宜的教材編

寫原則。 

本論文研究認為發展適宜的新移民初級華語教材有其必要性，並需要藉

由第二語言教學的理論基礎來建構。因此，研究者將從語言教材的設計和編

寫著手，從相關文獻、理論當中，整合並歸納出教材編寫之要素，再將其運

用於研究上，並研擬出具體的範例。 

此外，「問卷及訪談調查法」是本論文做需求分析的主要研究方法，「問

卷」和「訪談」是客觀、有系統的科學方法，皆為溝通的過程，「問卷」是

經由文字溝通，即填答者先「讀」後「寫」，而「訪談」則是透過受訪者先

「聽」後「說」的言語溝通，藉由問卷和訪談可蒐集到所需的實徵資料（吳

明清，2004）。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針對新移民設計問卷，並訪談目前從

事新移民語言教學工作之教學者，以了解目前使用語言教材之需求與問題，

希望輔以學習者與教學者的見解，編擬出更合宜的新移民華語教材。 

 

第二節 研究的過程 
本研究進行之過程主要可分為以下幾個部分：首先在決定研究題目之

後，開始進行相關文獻資料的蒐集與分析，接著擬定本研究之大綱、現況探

查、設計訪談及問卷實施、資料彙整、資料處理與分析，最後做教材規畫設

計之模擬。茲將各階段分述如下。 

 

一、文獻探討 

分析所蒐集的相關文獻，將以第二語言教學為核心，輔以成人識字教育

之研究，截長補短，歸納出適合新移民華語教材的教學規範與編寫原則。研

究者將所蒐集的文獻資料分為四大部分做探討，分別為「新移民識字教育理

論」、「美、日移民識字教育概況」、「以華語為第二語言教學理論」、「以華語

為第二語言之教材編寫理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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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班課程及教材使用現況 

將針對臺北市地區為新移民所開設的華語課程及使用教材之現況進行

調查，包括臺北市國民小學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社區大學、區公所等單位

之開班現況，並一一調查各單位所使用的教材版本，再進一步評析各教材之

適用性及優缺點。 

 

三、需求分析 

為獲得第一線教學者與學習者的想法及意見，因此需實際對教學者進行

訪談以及對學習者實施問卷調查，研究者依據本論文研究目的，事先設計好

訪談題目，再與任課教師進行訪談；而問卷則參考相關論文、華語教材等編

制而成，並翻譯成英文、越南文、泰文、印尼文等四種語言版本。需求分析

之主要目的在於瞭解其需求並獲致寶貴之建議，以做為設計、規畫教材之基

礎。 

 

四、教材設計 

藉由文獻探討及教材評估、訪談調查等結果，據以擬定教材編寫原則，

包括教學理念、教學目標、教材設計原則、教學者的角色、學習者的角色、

教材的角色等，並實際設計出一課之教材範例。 

 

五、結論與建議 

最後，總結本研究的發展與研究結果，討論研究過程中的限制因素，並

對於未來相關研究提出建議。 

 

茲將本研究之過程以下圖三-1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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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1 研究流程 

確定研究方向及主題 

提出研究大綱 

文獻探討 

現況調查 

教材蒐集 訪談教學者 問卷調查 

教材及需求分析 

提出教材設計原則 

新移民華語教材規畫 
及設計範例 

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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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料蒐集 
本研究主要蒐集的資料包括文獻、課程及教材現況、教學者訪談與學習

者問卷調查等四個方面。 

 

一、文獻之蒐集 

蒐集與新移民語言學習之相關專書、研究論文、期刊等，包括成人識字

教育、以華語為第二語言教學、華語教材編寫等中英文文獻資料。 

在成人識字教育方面，從成人教育、社會教育等領域著手，搜尋了專書、

相關研究論文、期刊以及相關報導等，因成人識字教育領域範圍廣泛，研究

者再篩選出與本研究最相關的「新移民」、「識字」等有關主題進行探討。 

以華語為第二語言教學及華語教材編寫方面，大部分蒐集自華語教學及

語言教學專書、期刊等。 

二、新移民語言課程現況調查 

（一）臺北市新移民課程開課現況 

研究者欲瞭解臺北市目前各單位為新移民所開設的華語課程現況，主要

透過網路及電話訪問臺北市教育局社教科承辦人員，以取得開課資料。開課

資料來源主要有以下兩個網站： 

1.臺北市教育局（http://www.edunet.taipei.gov.tw/default.asp）：社教科為

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主管單位，可查詢最新之開課資訊。 

2.臺北市新移民會館（http://www.ca.taipei.gov.tw/civil/imm/index.htm）：

由臺北市民政局規畫，提供各種有關新移民的各類資訊，資料包括諮詢服

務、課程、法令、統計表、研究資料等等，並匯集各相關單位包括教育局、

社會局、民政局等單位開設的各類課程，資源相當豐富，為一整合性之網路

平臺。 

（二）教材使用之現況 

在編寫新移民華語教材之前，研究者應先對臺北市現行使用於新移民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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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學習課程之教材進行評估分析。研究者以電話訪問9臺北市政府教育局相

關主辦人員，欲瞭解目前臺北市由教育局所主辦的新移民語言課程，是否提

供教材給教學者與學習者使用。根據該受訪人員表示，目前主管單位並無強

制規定所使用的教材，而是由各班任課教師依其需要自編，或參考臺北市教

育局編印之《成人基本教育教材》10再據以自編。 

因此研究者再查詢臺北市新移民會館網站11，獲得市政府教育局及民政

局等單位所主辦之開班資料，在 2009 年 4 月 6～10 日間一一調查正在進行

課程之單位，以瞭解使用教材之現況。教材調查結果將在第四章第二節詳細

說明、分析。 

 

三、訪談 

本研究訪談對象為目前正在教授新移民語言課程的授課老師，授課單位

包括國小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社區大學及區公所。訪談內容及進行方式詳

述如下。 

（一）訪談內容 

研究者在進行訪談之前，先依據本論文研究目的，並參考相關文獻資

料，擬出訪談大綱，最後再與指導教授討論內容之後，確立訪談內容。訪談

實施方式採半結構式訪談12。本研究之訪談大綱內容包含對教材使用、編製

之看法與建議，詳見附錄一。 

（二）訪談實施方式 

本研究訪談方式為立意取樣，研究者先取得開班資料，然後於 2009 年

3 月 31 日至 4 月 17 日間，先以電話聯絡一一聯絡開課單位，詢問接受訪談

之意願，在取得同意之後，與受訪者約定時間、地點，再親自前往進行訪談。

                                                 
9 研究者於 2009 年 1 月 17 日以電話進行訪問。 
10 此套教材目前不再出版，需自行向臺北市教育局社會科訂購。 
11 檢索日期：2009 年 3 月 20 日。 
12 半結構訪談為研究者事先準備訪談大綱，將欲探討之問題具體呈現，訪談者可依據實

際訪談情況進行修正，受訪者也可提出自己的看法（陳向明，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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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進行之時，研究者事先徵得受訪者同意，將訪談內容錄音，之後再將錄

音內容整理成文字，做資料之分析。 

（三）訪談對象資料 

研究者共訪談六位擔任新移民華語課程之任課教師，受訪者資料如表三

-1，為保護受訪者隱私，訪談對象之姓名以代號稱之，所屬單位亦不列出全

名。 

 

表 三-1 受訪者基本資料 

代

號 

性

別 
年齡 

所屬單位 

類別 

教授新

移民經

驗 

是否參加

過新移民

教育相關

研習？ 

是 否 參

加 過 華

語 師 資

培 訓 相

關 課

程？ 

目前使用之 

教材 

A 女 25-30 
小學 

（現任教師） 
半年 是 否 

自編教材、 

《快樂學習新

生活》 

B 女 35-40 
小學 

（現任教師） 

一個多

月 
是 否 

《快樂學習新

生活》、《成人基

本教育教材》

C 男 50-55 社區大學 三年半 是 否 
自編教材、 

國小課本 

D 男 30-35 社區大學 三年 是 是 自編教材 

E 女 50-55 區公所 三年 是 否 
《新移民中文

教材》 

F 女 50-55 區公所 四年 是 是 
《新移民中文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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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 E、F 為同一區公所之不同班級13任課老師，其他受訪者皆任教

於不同學校。另外，六位受訪者教授新移民經驗最短為 B 教師一個多月，

最長者為 F 教師四年。六位皆參加過新移民教育相關研習，至於華語師資

培訓課程則只有 D 教師及 F 教師參加過。 

 

四、問卷調查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旨在探求學習者，也就是新移民對於目前所學習華

語及學習主題之需求。問卷內容編製、實施問卷對象之背景資料，以及發放

方式等分述如下。 

（一）問卷調查內容 

問卷內容為研究者參考相關文獻及根據教材設計的原則，再經過指導教

授討論、確定之後編製而成，詳見附錄二（中文版）。主要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為基本資料：包括國籍、性別、年齡、學歷、來臺時間、來臺灣

以前之華語學習情況、以及在臺灣學習華語的時間等；第二個部分是華語學

習需求：瞭解新移民在學習華語上之困難，以及了解什麼樣的教材內容呈現

對其華語學習有幫助；第三個部分為教材主題需求：此部分所列出的情境主

題，為研究者參考相關論文、成人基本教育教材、華語教材等，歸納整理出

二十六個情境主題，並考量區域性的生活條件，盡可能涵括新移民在臺灣日

常生活中需要面對的情境，請受訪者依其個人看法，勾選出需求性。 

因顧及許多新移民之華語能力尚無法獨力完成中文問卷，故研究者另將

問卷翻譯成越南文、印尼文、泰文、英文等四種語言14。 

（二）問卷實施方式 

本研究於 2009 年 3 月 31 日至 4 月 17 日間進行問卷調查。研究者先蒐

集臺北市地區所開設之課程資料，再一一以電話詢問是否能接受問卷調查，

                                                 
13該區公所之班級大致可分為東南亞班（包括中國籍配偶）和歐美班（除東南亞以外皆屬

之）兩種，研究者訪談之 E、F 兩位老師分別任教於此二班別。 
14根據內政部統計資料顯示，新移民當中以越南籍所佔比例最高，其次為印尼、泰國，故 

本研究之問卷翻譯成此三種語言，再加上英文版，盡可能達到問卷可施測之普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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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樣方式為立意取樣。在獲得該校或單位同意之後，研究者發放問卷方式有

二： 

1.研究者與負責老師或聯絡人約定好時間後，親自前往該班發放，並立

即回收問卷。施測過程中，學員若有疑問，研究者在旁隨時提供說明。 

2.有些班級的上課時間因研究者無法配合，因此研究者將問卷交給任課

老師發放，由任課老師協助學員填寫，填寫完畢之後，再寄回給研究者。 

本研究共發出問卷 46 份，回收 46 份，回收率 100%，其中有些問卷因

受限於學員本身的教育程度，有的人因為小學未畢業或未接受過教育，又加

上來臺以後，久未使用母語，造成即使問卷之語言文字以其母語呈現，仍無

法完成問卷，故將此類未完成之問卷歸為無效問卷。因此無效問卷計有 12

份，有效問卷共計 34 份。 

 

第四節 保持信度與效度的方式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為得到嚴謹且有意義之研究成果，信度與效度以下

列方式檢核： 

（一）三角檢核法（triangulation） 

三角檢核法為綜合運用訪談、觀察、問卷、文件檔案等方法蒐集不同資

料後，根據所蒐集之多種資料再進行歸納、比較與交叉檢核，以確認資料的

可信度（吳明隆，2001）。本研究除研究者本身之外，尚包括指導教授、新

移民語言班教師的訪談及新移民的問卷結果等，具有多元的資料來源、資料

蒐集方式及參與者，可使本研究結果更具意義及有效性。 

（二）同儕檢核（peer debriefing） 

同儕之間常有團體討論與資料的回饋，有助於釐清個人的偏見以增加正

確性。在資料整理、蒐集、分析的過程中有疑惑時，同儕間的討論有時可導

引不同的思考方向、引發新的思緒，也可對自己的研究方法與過程做一省

思，以察看是否有所缺漏（陳向明，2005）。因此研究者在進行本研究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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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會與同樣進行教材設計研究的同學以及從事華語教學工作的老師一起

討論，藉此發現自己在研究中的盲點，進而提出修正。 

（三）參與者檢核（member checking） 

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可將所蒐集之資料或所做的分析、詮釋與結論交

與參與者檢視（潘慧玲，2003）。在訪談進行當中，研究者適時重複受訪者

所提供的內容，可藉此對訪談內容做修正或補充，並對訪談內容做總結，供

受訪者確認，這樣的做法可確保資料的正確性及可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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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新移民華語課程之現況與需求

分析 
本研究以臺北市新移民華語課程為研究對象，為瞭解現行課程與教材之

使用情況，本章先介紹目前臺北市新移民語言相關課程現況，並對所使用之

教材進行評析。最後分析訪談教學者以及對學習者問卷調查之結果。 

 

第一節 臺北市新移民華語課程現況 
根據臺北市新移民統計資料顯示15，至 2008 年九月底為止，新移民人

數共有 31,466 人（含大陸港澳配偶），若排除大陸港澳配偶，則外籍配偶之

比率為 9.26%。而新移民參加臺北市政府開辦各類課程之比率，如表四-1

所顯示，由社會局、民政局、教育局、勞工局等各相關單位，開設了包括語

言學習、生活適應與成長、就業等課程，其中以 2007 年來看，參與語言學

習課程的比率高達 48.13%。 

 

 

表 四-1 新移民16參加各類課程結構比率 

2006 年（底） 2007 年（底） 參加各類課程總人次 
2,309（人次) 3,742（人次) 

辦理單位

新移民參加各

類課程結構 

比率 

新移民參加中文

輔導暨生活適應

研習班人次比率 

32.05% 33.35% 社會局 

                                                 
15臺北市新移民統計表及執行數據統計表彙整表 1，資料來源：臺北市新移民會館網站

http://www.ca.taipei.gov.tw/civil/imm/page/page_09.jsp?id=292；搜尋日期：2009 年 2 月 14

日。 
16 此表之數據為官方統計資料，所指「新移民」包括大陸港澳配偶及外籍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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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參加生活

成長各類研習課

程人次比率 

40.93% 44.98% 民政局 

新移民參加成人

基本教育研習班

人次比率 
6.93% 8.02% 教育局 

新移民參加語言

學習班人次比率 - 6.76% 教育局 

新移民參加就業

研習班人次比率 20.10% 6.89% 勞工局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自「臺北市新移民統計表及執行數據統計表彙

整表 1」17） 

 

目前政府為新移民所開設的課程，主要由教育局、社會局、民政局等單

位辦理，學習資源相當豐富。因此研究者經由政府政策資料18、網站、及電

話訪查等，調查臺北市目前所開辦之各類識字、華語學習之相關課程，以下

分別介紹各班別之概況。 

 

一、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 

臺北市政府教育局委請臺北市國民中小學辦理「成人基本教育研習

班」，接受教育部補助。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之辦理方式19，每班以十五至

二十人為原則，分初、中、高級班三種，每期每班研習二個月至三個月，每

週授課六節至九節，每期授課共七十二節。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又可分為本

                                                 
17資料來源網站及搜尋日期同註 15。 
18臺北市新移民照顧輔導政策及實施方案（2006）。資料來源：臺北市新移民會館網站

http://www.ca.taipei.gov.tw/civil/imm/page/page_08.jsp，搜尋日期：2009 年 2 月 14 日。 
19教育部補助辦理成人基本教育實施原則（2006）。資料來源：教育部網站

http://www.edu.tw/files/regulation/B0034/9512181.doc，搜尋日期：2009 年 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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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國民、新移民、混合班等20三種班別。以 2008 年臺北市開課情況為例，

共有 28 所臺北市國小開辦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主要分為新移民班及國民

班，其中新移民班共 16 班，包括初級班 9 班，中級班 8 班；國民班 34 班（含

初級班 15 班、中級班 15 班及高級 4 班），新移民亦可參加國民班，或因為

新移民招收人數不足時，也會跟國民班併班上課。截至 2008 年 6 月底計有

169 名新移民參加21。茲將各校開班情形整理如下（表四-2）： 

 

表 四-2 臺北市 97 年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一覽表 

國民班 新移民班 
行政區 校名 

程度 開辦班數 程度 開辦班數 

初級 1 
松山 民權國小 - 0 

中級 2 

初級 1 
三興國小 

中級 1 
- 0 

永春國小 - 0 中級 1 

吳興國小 中級 1 - 0 

信義 

永吉國小 中級 1 初級 1 

大直國小 初級 1 - 0 
中山 

吉林國小 - 0 初級 1 

中正 國語實小 中級 2 - 0 

大同 太平國小 中級 2 - 0 

萬華 龍山國小 中級 1 - 0 

                                                 
20臺北市新移民照顧輔導措施執行情形彙整表（2006）。資料來源：臺北市新移民會館網

站http://www.ca.taipei.gov.tw/civil/imm/page/page_08.jsp，搜尋日期： 2009 年 2 月 14
日。 

21外籍與大陸配偶照顧輔導措施 97 年 1 至 6 月外籍配偶輔導措施辦理情形。此表統計期間為 2008

年 1 月至 6 月，資料來源：移民署網站

http://www.immigration.gov.tw/OutWeb/ch9/f9b.html，搜尋日期：2009 年 2 月 14 日。 



新移民初級華語教材規劃設計與研究 

 

 50

高級 1 

新和國小 初級 1 - 0 

初級 1 初級 1 
華江國小 

中級 1 中級 1 

初級 1 
舊庄國小 

高級 1 
- 0 

初級 1 
南港 

成德國小 
高級（混） 1 

- 0 

興德國小 中級 1 中級 1 

萬福國小 初級 2 - 0 文山 

景美國小 初級（混） 1 - 0 

碧湖國小 中級 1 初級 1 

文湖國小 初級 1 - 0 

新湖國小 初級 2 - 0 

初級 1 
東湖國小 中級 1 

中級 1 

內湖 

康寧國小 - 0 中級 1 

社子國小 - 0 中級 1 

中級 1 
葫蘆國小 

高級 1 
初級 1 

文昌國小 初級 1 - 0 

平等國小 - 0 初級 1 

初級 1 

士林 

士林國小 
中級 1 

- 0 

初級 1 
北投 立農國小 

中級 1 
- 0 

合計 3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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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整理自「97 年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開班學校一覽表」，資料來源：

臺北市政府教育局網站 http://www.edunet.taipei.gov.tw/，搜尋日期：2008 年

12 月 24 日） 

 

二、 外籍配偶（新移民）語言學習輔導班 

「外籍配偶（新移民）語言學習輔導班」係為配合內政部「外籍配偶生

活輔導、語言學習及子女課後照顧實施計畫」之專案，委請學校及社區大學

開辦，以 96 年度為例，臺北市於國民小學及社區大學開辦新移民語言學習

輔導班共有 28 班（辦理期程自 2007 年 8 月至 2008 年 7 月），計有 341 人次

參加22。另根據研究者訪談臺北市教育局承辦新移民相關業務人員之結果
23，此專案在 97 年度上半年辦理最後一期之後，目前已停辦。 

 

三、 社區大學 

臺北市每一行政區各設有一所社區大學，加上一所原住民部落社區大

學，共有 13 所社區大學。研究者一一查詢今年度社區大學開辦新移民華語

課程之現況，98 年度第一期（約三月至七月間）共有中正、大同、中山、

松山、萬華、南港等六所社區大學開課，各班名稱不一，茲將各課程整理如

下： 

 

表 四-3  社區大學 98 年度第一期開設新移民語言課程一覽表 

社區大學 課程名稱 對象 課程內容 

中正 新移民中文識讀成長 

以 新 移 民 為

主、外傭外勞

亦不限 

配合圖片實物、結合

與生活有關之國字語

詞，提升聽說讀寫能

力。 

                                                 
22 資料來源同註 21。 
23 研究者於 2009 年 3 月 27 日以電話訪問。 



新移民初級華語教材規劃設計與研究 

 

 52

大同 新移民臺灣文化學習班 

十 八 歲 以 上

之民眾 

國語文識字教學，簡

易國語、生活用語解

說 ， 以 及 歌 曲 教 唱

等。 

中山 新移民中文與電腦 
外 籍 配 偶 及

外籍人士 

以國小課本配合生活

題材。 

松山 新移民學中文 
限外籍配偶 以國小課本配合生活

題材。 

萬華 
新移民姊妹班 

「新移民快樂學中文」 

新 移 民 女 性

為主 

學習注音符號與中文

拼音，運用對話、繪

圖 、 戲 劇 … 等 教 學

法。 

南港 新移民中文生活適應 
新移民 認識中文、說中文、

書寫中文。 

（資料來源：臺北市社區大學聯網http://www.ccwt.tp.edu.tw/List.asp，研究者

整理。） 

社區大學之課程一期共十八週，但各班上課總時數不一，有的每週上課

一次，有的每週兩次，各班每次上課時間為兩個小時至兩個半小時不等。上

課時間多為晚上，也有的在下午時段。 

 

四、 國民中小學附設補校 

政府鼓勵新移民進入國中、小補校就讀，以取得正式學歷。教育部同意

取得「臺灣地區（或外僑）居留證」、「中華民國護照」者，進入補習學校就

讀，於 91 學年度起實施24。臺北市之各級附設補校，小學部分有河堤、永

樂、中山、大龍、西松、建安、雙園、老松、永春、吳興、士東、社子、北

投、內湖、南港、木柵等；中學部分有私立強恕中學、弘道國中、民權國中、

私立中興中學、北安國中、中山國中、大安國中、萬華國中、興雅國中、士

林國中、北投國中、內湖國中、私立滬江中學等。只要從補校畢業，即能取

                                                 
24 資料來源同註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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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該階段之學歷，以 96 學年度為例，臺北市自國中補校畢業之外籍配偶（含

大陸配偶）人數共計 109 人25。會進入補校就讀的外籍人士，其學習目的也

各不相同，有的是為了生活上的需要、有的是為了申請身份證，也有雇主鼓

勵外籍勞工利用下班時間上補校學中文。目前新移民在補校上課之班級編

排，有與本國籍混合上課者，亦有獨立成班者，各學校做法不一。學習科目

主要是以國語為主，兼有數學、社會、音樂、生活等科目，所使用的教材為

小學課本（國小補校）及中學課本（國中補校），亦有少數為新移民自編教

材者。 

 

五、新移民生活成長營/國、臺語研習班 

另外尚有臺北市民政局所主辦，由區公所及戶政事務所辦理的語言課

程，其所開辦的課程主要分為兩類：1.新移民生活成長營，課程內容含本國

語文訓練、烹飪、手工藝、風俗民情介紹、優生保健、居留及設籍法令介紹、

心理諮商、戶外參觀活動、眷屬親子互動研討會等，又分為大陸學員班及外

籍學員班；2.新移民國、臺語研習班，課程內容為國、臺語基礎26。研究者

查詢 98 年度之開課資料27，課程多以閩南語、電腦等課程為主，而針對非

大陸地區之新移民生活成長營，有文山第二戶政事務所及士林區公所開辦。

另外士林區公所辦理的「新移民生活適應中文研習班」，開辦至今已有二十

六期，一期兩個月，每週上三次，每次兩小時，共 27 堂課，課程內容包含

中文、文化、及生活適應等，開設班級分為初、中、高三班及歐美班一班28。 

 

六、其他 

                                                 
25
 資料來源同註 21。 

26 資料來源同註 18。 
27 資料來源：臺北市新移民會館

http://www.ca.taipei.gov.tw/civil/imm/page/page_04_2.htm，搜尋日期：2009 年 3 月 31 日。 
28 資料來源：士林區公所網站http://www.sldo.taipei.gov.tw/，搜尋日期：2009 年 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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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尚有民間團體為新移民開辦的中文課程，如臺灣婦女展業協會的

「新移民中文成長班」29，為不定期舉辦之課程，課程內容除了中文之外，

還融合大眾運輸工具、政府及社福機構、就業環境等之介紹。 

 

第二節 臺北市新移民現行教材評析 
 

一、教材使用現況 

目前在臺北市，辦理新移民華語課程之主管行政機關並未規定使用統一

的教材，而是由任課老師自行編選。研究者調查臺北市 2009 年 4 月 6 日至

10 日間所開辦之課程，調查目前教材使用主要可分為六類，結果整理如表

四-4： 

 

表 四-4 新移民華語課程教材使用現況 

編號 教材名稱 主編 出版者 

1 快樂學習新生活30 教育部 教育部 

2 成人基本教育教材 曾雪娥主編 臺北市政府教育局 

3 新移民中文教材31 臺北市士林區公所編 未出版 

4 （舊版）實用視聽華語 I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正中書局 

5 國小國語課本 各出版商編輯委員 康軒、南一等 

6 
教師自編（包括運用報

章雜誌等） 

教師個人 無 

                                                 
29 資料來源：臺北市新移民會館網站http://www.ca.taipei.gov.tw/civil/imm/page/main.jsp 

，搜尋日期：2009 年 4 月 12 日 
30 本教材亦提供下載，可參「外籍配偶資源網」網站：

http://wise.edu.tw/foreignarea/index.php。 
31 本教材由士林區公所請專家學者為新移民所編纂，並可在士林區公所建置之「新移民 e

指自學網」下載，網址為http://www.slda.taipei.gov.tw/immigran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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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可知現行新移民華語課程所使用的教材不一，研究者更在調查中

得知，有許多教學者並非單一選用一種教材，意即可能將二至三種教材搭配

使用，例如國小國語課本搭配《快樂學習新生活》，再加上教師自編教材；

教學者會依學員的學習需求，彈性調整、搭配可行之教材。 

為瞭解各類教材所使用的比例概況，研究者將各單位所使用之教材做統

計，統計方式為：先將各教材編號，再計算各教材被使用的次數，同一班級

所使用的不同教材皆分別計算，不區分開辦單位，總計共調查 19 班。茲將

統計資料整理如下表四-5： 

 

表 四-5 教材使用類型比例統計（不區分開辦單位） 

編號 教材名稱 使用次數（班級數） 比例 

1 快樂學習新生活 5 18 ％ 

2 成人基本教育教材 2 7 ％ 

3 新移民中文教材 2 7 ％ 

4 （舊版）實用視聽華語 I 1 4 ％ 

5 國小國語課本 9 32 ％ 

6 
教師自編（包括運用報章

雜誌等） 
9 32 ％ 

合      計 28 100 ％ 

 

從上表可以看出，以臺北市地區整體而言，使用國小國語課本及教師自

編教材的比例最高，其次為教育部出版之《快樂學習新生活》。 

再以開辦單位做區分，本研究主要訪查之單位有三：一為國小成人基本

教育研習班；二為臺北市社區大學；三為區公所。其中區公所有兩班，皆使

用公所自編之《新移民中文教材》。另外分別統計國小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

和社區大學之教材使用比例，如下表四-6、表四-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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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6 教材使用類型比例統計（國小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 

編號 教材名稱 使用班級數 比例 

1 快樂學習新生活 5 28 ％ 

2 成人基本教育教材 2 11 ％ 

3 新移民中文教材 0 0 ％ 

4 （舊版）實用視聽華語 I 0 0 ％ 

5 國小國語課本 6 33 ％ 

6 
教師自編（包括運用報章

雜誌等） 
5 28 ％ 

合      計 18 100 ％ 

 

表 四-7 教材使用類型比例統計（社區大學） 

編號 教材名稱 使用班級數 比例 

1 快樂學習新生活 0 0 ％ 

2 成人基本教育教材 0 0 ％ 

3 新移民中文教材 0 0 ％ 

4 （舊版）實用視聽華語 I 1 12.5 ％ 

5 國小國語課本 3 37.5 ％ 

6 
教師自編（包括運用報章

雜誌等） 
4 50.0 ％ 

合      計 8 100 ％ 

 

從表四-6 及表四-7 分別檢視國小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和社區大學教材

使用之情況。在國小方面，使用比例最高為國語課本，這跟在國小授課的老

師們多為現任或退休老師有關，國小課本是他們最熟悉的教材，其次為教育

部的《快樂學習新生活》。在社區大學方面，使用比例最多者為教師自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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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為國小國語課本。 

綜合上述調查結果，我們可以發現國小國語課本是目前最廣為使用之新

移民華語教材，另外自編教材也佔有相當比例，原因除了跟授課老師的背景

有關之外，更可以看出目前針對新移民華語教材之匱乏。 

 

二、教材評析 

在進行新移民華語教材設計之前，擬就現行使用之新移民教材進行評

估、分析，一方面可瞭解其缺失，以做為之後發展教材之借鑑；另一方面取

其優點、長處，可供教材設計之參考。 

在對現有教材的進行評估時，評估過程可包括四個步驟：確定評估的規

準、對象分析、目標分析、符合性（Hutchinson ＆ Waters,1987），而更詳

細的評估細目，Brown（1995）提出五個主要評估項目：1.教材背景，如作

者、出版者等；2.配合課程與否，如教學法、教學大綱、目標、情境需求等；

3.具體的安排，如版面、圖片與內容、目錄、詞彙表、編排品質等等；4.教

學輔助，如視聽教具、作業本、軟體等等；5.專業能力，如教師手冊、活動

計畫等。信世昌（2001）的分析方式是分析每一本教材中的其中一課，條列

出每一課的組成部分，列出每個部分的內容，以清楚瞭解教材的架構，並從

針對層級、教學觀念、整體教材結構、策略安排、啟示與創新等方面來說明。 

綜合以上評析教材的方式，本研究欲評析現行的新移民華語教材，評估

向度包括針對層級、編輯理念、整體架構、每課結構、輔助教材、教材特色、

教材缺點等。以下將就目前已出版之教材進行評析，即教育部出版之《快樂

學習新生活》和臺北市政府出版之《成人基本教育教材》；又士林區公所之

《新移民中文教材》雖未出版，但亦編輯成冊，因此本論文亦進行評析，而

國小國語課本方面，因版本眾多，本論文只選用翰林版為例做評析。 

 

（一）《快樂學習新生活》（教育部，2007） 

1.針對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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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供外籍配偶專班及國民小學附設補校所編撰之識字補充教材，亦可

提供自修之用。 

2.編輯理念 

本教材選用之常用字係依據「我國失學國民脫盲識字教育字彙」。 共有

三冊，三冊均編排「對話時間」，可分享經驗，比較兩地生活與文化之異同，

尊重多元文化，並促進其生活適應。又如第一冊採用「看圖識字」，以生活

為中心，符合成人學習心理；第二、三冊以單元主題呈現，每課有課文，課

文之後編有語文活動，目的在於增進對語言之精熟程度及應用。另外也介紹

如何使用字典，加強自學能力。 

3.整體架構 

本教材共有三冊，共九個單元，第一冊為：吃出健康（上）、吃出健康

（下）及居家生活；第二冊為：我的證件、我的健康、我的人際關係；第三

冊為：民俗節慶、公民營服務機構、學習與生活。每一單元再分別以四至五

課呈現，在每一單元最後有複習，第二、三冊最後有一總複習。三冊單元主

題與各課內容如表四-8 所列： 

 

表 四-8 《快樂學習新生活》單元主題與各課內容 

單元 一、吃出健康（上） 二、吃出健康（下） 三、居家生活 

第

一

冊 課別 

1.食物 

2.蔬菜（上） 

3.蔬菜（下） 

4.水果（上） 

5.水果（下） 

複習一 

6.五穀 

7.油脂 

8.快樂購物 

9.飲食 

複習二 

10.我的家人 

11.家電 

12.資源回收 

13.生活 

複習三 

單元 一、我的證件 二、我的健康 三、我的人際關係 第

二

冊 課別 
1.居留證 

2.國民身分證 

5.懷孕 

6.我的小寶貝 

9.幸福婚姻 

10.臺灣的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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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健保卡 

4.駕駛執照 

複習一 

7.養生與看病 

8.認識醫療保健機構 

複習二 

11.我居住的社區 

12.開心過生活 

13.學習做父母 

複習三 

總複習 

單元 一、民俗節慶 二、公民營服務機構 三、學習與生活 

第

三

冊 課別 

1.歡喜過新年 

2.清明掃墓 

3.五月五慶端午 

4.花好月圓—中秋節 

複習一 

5.警消人員 

6.金融機構 

7.郵局 

8.諮詢機構 

複習二 

9.資訊學習 

10.就業服務 

11.休閒活動 

12.社會福利 

複習三 

總複習 

 

本教材選字以常用程度及單元內容為依據，第一冊介紹注音符號二十一

個聲母、十六個韻母、二十二個結合韻母，以及 139 個生字；第二冊介紹

236 個生字，第三冊介紹 323 個生字，三冊共計介紹 698 個常用國字。每冊

後面附有生字一覽表。 

4.每課結構 

每一冊每一課的結構安排大致相同，但因各課主題或教學目標而有些許

更動。第一冊每一課大致安排四至六個部分，每一課共同的部分為「看圖識

字」、「詞語和生字」和「對話時間」，又第一至九課主要為注音符號教學，

因此均有「注音符號表」及「拼音練習」兩部分，之後第十至十三課，還有

「生字造詞」、「同部首的字」、「讀一讀想一想」、「自我介紹」等。 

第二冊每一課約可分為五至六個部分，共同的有「看圖說話」、「對話時

間」、「生字造詞」，其他的有「最佳拍檔」（部件組字）、「同音字」、「一字多

音」、「讀一讀」…等，分別穿插在各課當中。 

第三冊每一課主要分為兩大部分：課文及「語文活動」，課文為短文形

式。在課文及語文活動之間有「對話時間」或「經驗分享」，而「語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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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有包括三至四個部分，如「生字造詞」、「字詞加長」、「同音字」、「一字

多音」、「認識部首」、「相似字」等穿插搭配在各課當中。 

茲將各冊各課結構安排整理如表四-9： 

 

表 四-9 《快樂學習新生活》第一至三冊各課結構安排 

冊別 結構安排 

第一冊 
看圖識字、詞語和生字、注音符號表、拼音練習、對話時間、

讀一讀想一想、自我介紹、生字造詞、同部首的字 

第二冊 
看圖說話、對話時間、生字造詞、讀一讀、同音異字、最佳拍

檔、同音字、一字多音、文詞加長、替換語詞 

課文、對話時間（經驗分享） 

第三冊 語文活動：生字造詞、字詞加長、同音字、一字多音、相似字、

認識部首、字詞加長 

（註：加底線者表示為該冊各課之共同部分） 

 

5.輔助教材 

除了讀本以外，另有習寫本、教師手冊及互動式學習光碟、範讀 CD 等。

另外編有中文與越南語、菲律賓語（英語）、泰語、柬埔寨語、印尼語等語

言對照之別冊，別冊內容只有生詞和課文的翻譯對照。 

6.教材特色 

此教材的特色可從幾個方面來說明： 

（1）教材內容安排大量實景、實物照片，全本為彩色印刷，照片本身

情景或在版面上的編排很清楚，能讓學習者很容易地將所要學習的詞語與照

片連結。插圖也相當活潑生動。 

（2）生活化的單元主題，涵括各類日常生活。 

（3）每一課的生字在該課課文或詞語中出現時以紅色字標出，清楚呈

現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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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一冊的課文內容主要為詞語、詞組或短句，第二冊為句子，第

三冊為短文，學習內容由少而多，漸進安排。 

（5）輔助教材完善，有教師手冊提供教師做為教學之參考；有習寫本

做為生字、語詞書寫之練習；其他還有互動學習光碟及 CD 等多媒體教材。 

（6）另外有翻譯別冊，讓學習者減少學習的困擾，可避免因為教材圖

片或教師說明所產生的誤解。 

7.教材缺點 

雖此教材編輯採用之詞語皆為常用字，但詞語的安排並未依照難易度進

呈現，例如，第一冊有五穀、油脂、索取、溝通等較書面且常用度在初級階

段較不會出現的字。另外此教材主要以「識字」為目的，第一冊課文大部分

以詞語的方式呈現在教學，雖有「對話時間」的說話活動，但為自由發表，

對於初級階段，聽、說能力未具基礎的學習者則有較大的難度，無法建構句

子的口表達能力。 

另外，從教材單元內容中可以發現，此教材內容取向是為女性所設計，

例如有「居家生活」、「懷孕」等單元主題或內容，但實際上，參與華語課程

的學員當中，仍會有少數的男性，因此教材在性別議題的取材上，應該要取

得平衡。 

 

（二）《成人基本教育教材》（臺北市政府教育局，1994） 

1.針對層級 

為配合中央教育政策，推動成人教育，臺北市教育局召集具成人教育實

務經驗之校長、主任、教師等編輯此套識字教材，為針對成人、提供失學民

眾所使用的識字教材。 

2.編輯理念 

以成人生活習慣、經驗和現代社會必備的知識，由淺入深，循序漸進方

式編排。 

3.整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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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套《成人基本教育教材》分為第一至五冊及第七、八冊是國語篇（共

七冊）、第六冊及第九至十二冊為英語篇（共五冊）、第十三至十六冊為數學

篇（共四冊）。本研究只就國語篇部分進行分析。 

此教材採單元方式編寫，以學習 1680 個常用字為目標，第一至五冊及

第七冊，每一冊有六個單元，每一單元有四課；第八冊有五個單元，每個單

元兩課。每一單元後均有一「習作與活動」。每冊最後附有生字一覽表，第

八冊後還有生字總索引。各冊所編排之單元及各課內容如表四-10 所列： 

 

表 四-10 《成人基本教育教材》單元主題與各課內容 

單

元 
壹、我 

貳、打電

話 
參、搭車 肆、上街

伍、社交

睦鄰 
陸、運動 

第

一

冊 課

別 

1.我是誰 

2. 我 家 在

臺北 

3. 我 的 家

庭 

4. 我 的 生

日 

習作與活

動（一） 

5. 電 話 禮

貌 

6.123 打電

話 

7. 長 話 短

說 

8.查號台 

習作與活

動（二）

9.搭公車 

10.搭車安

全 

11.坐火車

12.搭乘捷

運 

習作與活

動（三）

13.逛百貨

公司 

14.買衣服

15.觀光夜

市 

16.統一發

票 

習作與活

動（四）

17.守望相

助 

18.好鄰居 

19.喝喜酒 

20.社區活

動 

習作與活

動（五） 

21.做體操 

22.爬山 

23.打球 

24.常運動

身體好 

習作與活

動（六） 

單

元 
壹、守時 貳、存款

參、環境

保護 
肆、節慶 伍、休閒 陸、氣象 

第

二

冊 課

別 

1.看時鐘 

2.守時 

3.遲到了 

4. 時 間 真

寶貴 

習作與活

動（一） 

5.存錢 

6.提款 

7. 自 動 提

款 

8. 錢 財 不

露白 

習作與活

動（二）

9. 資 源 回

收 

10.購物袋

11.愛護動

植物 

12.大家做

環保 

習作與活

動（三）

13.元旦 

14.母親節

15.雙十國

慶 

16.臺灣光

復節 

習作與活

動（四）

17.逛花市 

18.參觀展

覽 

19.快樂時

光 

20.正當娛

樂 

習作與活

動（五） 

21.春夏秋

冬 

22.天氣變

了 

23.氣象報

告 

24.認識氣

象 

習作與活

動（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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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元 
壹、讀書 

貳、食品

衛生 

參、保健

常識 

肆、公共

服務 

伍、倫理

親情 

陸、觀光

旅遊 

第

三

冊 課

別 

1.讀書好 

2.查字典 

3.看報紙 

4.認招牌 

習作與活

動（一） 

5. 上 菜 市

場 

6. 牛 奶 過

期了 

7. 有 害 的

添加物 

8. 均 衡 的

營養 

習作與活

動（二）

9. 規 律 的

生活 

10.良好的

衛生習慣

11.用藥常

識 

12.健康檢

查 

習作與活

動（三）

13.郵局 

14.派出所

15.衛生所

16.戶政事

務所 

習作與活

動（四）

17.三代同

堂 

18.美滿的

家庭 

19.子女的

教育 

20.快樂的

人生 

習作與活

動（五） 

21.臺北的

名勝古蹟

22.美麗的

臺灣 

23.國外旅

遊 

24.觀光禮

儀與安全

習作與活

動（六）

單

元 

壹、各行

各業 

貳、語文

天地 

參、生活

禮儀 

肆、居家

安全 

伍、民俗

節日 

陸、民主

法治 

第

四

冊 課

別 

1. 行 行 出

狀元 

2.農家樂 

3. 繁 榮 的

工商業 

4. 我 是 好

主婦 

習作與活

動（一） 

5.諺語 

6.歌謠 

7.猜謎語 

8.說故事 

習作與活

動（二）

9.打招呼 

10.有禮貌

11.公德心

12.美好的

生活 

習作與活

動（三）

13.維護居

家整潔 

14.多預防

少災害 

15.安全知

識 

16.節約能

源 

習作與活

動（四）

17.春節賀

新年 

18.清明掃

墓 

19.端午吃

粽子 

20.中秋人

團圓 

習作與活

動（五） 

21.參加里

民大會 

22.選賢與

能 

23.大家去

投票 

24.人人守

法 

習作與活

動（六）

單

元 

壹、資訊

媒體 

貳、美化

綠化 

參、社會

福利 

肆、服務

工作 

伍、投資

理財 

陸、古詩

詞欣賞 

第

五

冊 課

別 

1.看電視 

2. 大 家 來

唱歌 

3.計算機 

4. 利 用 圖

書館 

習作與活

動（一） 

5. 美 麗 的

公園 

6. 認 養 花

木 

7. 大 家 來

種花 

8. 美 化 臺

北我的家

習作與活

動（二）

9. 愛 心 滿

人間 

10.快樂的

義工 

11.老人福

利 

12.安和樂

利 

習作與活

動（三）

13.司機先

生 

14.郵差先

生 

15.清潔隊

員 

16.白衣天

使 

習作與活

動（四）

17.儲蓄好

處多 

18.可靠的

投資 

19.知足常

樂 

20.施比受

更有福 

習作與活

動（五） 

21.登鸛鵲

樓 

22.誡子弟

23.回鄉偶

書 

24.滿江紅

習作與活

動（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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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元 
壹、童玩 貳、體育 參、音樂 肆、戲劇 伍、工藝 陸、繪畫 

第

七

冊 課

別 

1. 遊 戲 的

童玩 

2. 創 思 的

童玩 

3. 美 勞 的

童玩 

4. 體 能 的

童玩 

習作與活

動（一） 

5. 舞 龍 舞

獅吉祥如

意 

6. 中 國 武

術強健體

魄 

7. 車 鼓 陣

頭歡樂逗

趣 

8. 民 族 歌

舞愛美樂

力 

習作與活

動（二）

9. 傳 統 歌

唱美化人

生 

10.中華歌

謠鄉土情

懷 

11.傳統國

樂絲竹之

美 

12.民俗音

樂思古幽

情 

習作與活

動（三）

13.國劇—

中國國粹

14. 歌 仔

戲—粉墨

乾坤 

15. 皮 影

戲—掌籤

弄影 

16. 布 袋

戲—布偶

有情 

習作與活

動（四）

17.剪紙—

刀剪神工 

18.編織—

熟能生巧 

19.雕刻—

刻畫人生 

20.塑造—

泥土芬芳 

習作與活

動（五） 

21.書法—

氣勢磅礡 

22. 山 水

畫—意境

幽遠 

23. 花 鳥

畫—細膩

寫實 

24. 人 物

畫—栩栩

如生 

習作與活

動（六） 

單

元 

壹、學校

的生活 

貳、我們

的心願 

參、讀書

與家庭 

肆、快樂

的學習 

伍、美好

的一生 

第

八

冊 課

別 

1. 我 的 老

師 

2. 我 們 這

一班 

習作與活

動（一） 

3. 我 為 什

麼要識字

4. 我 為 什

麼又要上

學 

習作與活

動（二）

5. 甜 蜜 的

家庭 

6. 我 最 難

忘的一件

事 

習作與活

動（三）

7. 快 樂 的

老先生 

8. 天 天 都

是讀書天

習作與活

動（四）

9. 識 字 後

的新人生 

10.今後的

生涯規劃 

習作與活

動（五） 

 

 

4.每課結構 

各冊每一課之結構略有不同，相同的部分為每一課會先呈現課文，課文

下面會列出該課的生字。每四課為一單元，每一單元後有一頁的「習作與活

動」。 

第一冊的課文形式大多以一個短句為主，其中穿插對話及韻文；在課文

後有一簡短的練習，練習形式有填填看、連連看、讀一讀、問題討論、造句

等，接著為「認識注音符號」，列出該課所要學習的注音符號。每單元後的

「習作與活動」，內容有填寫個人資料、填填看、回答問題、照樣造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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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冊課文形式以韻文為多，另有對話、短文等。課文後有簡短的練習，

如填一填、念一念、造詞等，另外每一課皆有「教學說明」，提示教學者可

使用的教學活動、教學重點及目標等。「習作與活動」內容有念念看、拼拼

看、讀一讀、想一想、歌曲教唱等等。 

第三冊課文形式也是以韻文居多，另有短文、對話等，課文後有「教學

說明」，「習作與活動」內容有歌曲、問題討論、讀讀看…等。 

第四冊課文有韻文、短文、對話等形式，課文後有「教學說明」，「習作

與活動」的內容有問題討論、歌曲教唱、照樣造句、讀一讀等等。 

第五冊課文形式有短文、對話、詩詞等，內容字數也比前四冊較長。每

課有「教學說明」。「習作與活動」內容有照樣造句、讀讀看、造詞、填空等。 

第七冊課文皆為短篇文章，內容也較長，沒有「教學說明」。「習作與活

動」內容為與各單元主題相關的活動，如經驗分享、影片欣賞等。 

第八冊課文亦為短篇文章，內容較長，無「教學說明」。「習作與活動」

內容為造詞、造樣造句、問題討論…等。 

茲將各課結構安排列出如表四-11： 

 

表 四-11 《成人教育基本教材》各課結構安排 

冊別 結構安排 

第一冊 課文、生字、練習、認識注音符號、習作與活動 

第二冊 課文、生字、練習、教學說明、習作與活動 

第三冊 課文、生字、教學說明、習作與活動 

第四冊 課文、生字、教學說明、習作與活動 

第五冊 課文、生字、教學說明、習作與活動 

第七冊 課文、生字、習作與活動 

第八冊 課文、生字、習作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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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輔助教材 

每冊均各編有兩本習作，習作內容除國字、注音符號書寫練習之外，還

有照樣造句、造詞、選擇、改錯、填充、連連看、是非題、破音字及實際操

作等。 

6.教材特色 

此套教材共七冊，教材特色可從以下幾點來說明： 

（1）以單元形式安排，內容幾乎涵蓋日常生活所有主題，利於學習者

運用於生活中，具實用性。 

（2）配合單元主題搭配實物、實景照片，提供圖像與文字的連結。 

（3）教材內容由少至多，先從短句逐漸增加韻文、短篇文章。 

（4）附有習作，國字書寫也提供筆順。 

7.教材缺點 

此套教材原本為編寫給本國失學民眾之識字教材，若做為新移民之中文

教材，則有些不適宜之處： 

（1）因此在選用詞彙上，雖皆為常用字，但對於初學中文的新移民而

言，有些詞彙在初級階段不易理解，如幸福、問候、登高望遠等等。 

（2）課文形式多為短句、韻文，對於初學者，不易掌握及培養口語表

達能力。 

（3）生字、詞語沒有解釋或圖片輔助說明，未具中文基礎者不易理解

詞意。 

（4）練習內容為一般本國人學習語文之形式，如造詞、照樣造句，同

樣不利於初學者學習。 

（5）教材主題內容偏向女性及老年人，如第四冊第壹單元之「我是好

主婦」、第八冊第肆單元之「快樂的老先生」等，在做為新移民華語教材上，

其適用性亦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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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移民中文教材》（臺北市士林區公所，未出版） 

1.針對層級 

針對想學習中文之新移民。 

2.編輯理念 

為士林區公所特別為其所開設的新移民生活適應班所編寫之教材，並將

教材放置在區公所建置之「新移民 e 指自學網32」，以電子書方式，提供新

移民自學的另一管道。 

3.整體架構 

此套教材共有三冊，每冊各有十課。表四-12 列出各冊之每一課所編排

之內容。 

 

表 四-12 《新移民中文教材》各冊內容 

第一冊 第二冊 第三冊 

1.認識數字 

2.這是什麼？ 

3.是不是 

4.打電話 

5.今天、明天、年月日 

6.多少 

7.認識家族 

8.新年 

9.買水果 

10.買青菜 

1.學寫字/早餐 

2.喝茶/幾點 

3.數青蛙/買衣服 

4.猜一猜/生日 

5.端午節/做菜 

6.小寶上學了/問路 

7.動物園/好久不見 

8.請吃木瓜/寄信 

9.馬上小猴/懷孕 

10.中文真有趣/學習報告 

1.猜謎/買書 

2.美麗的風景/介紹家鄉 

3.健康很重要/生病 

4.逛夜市/夜市 

5.查字典/打掃 

6.說笑話/請客 

7.看地圖/買票 

8.中秋/中秋故事 

9.唐詩賞析/餐廳 

10.寓言故事/職業 

 

4.每課結構 

                                                 
32 為 2008 年 4 月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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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冊每一課的共同的結構為大致為課文、說話練習、注音符號/生字書

寫練習，但每一冊仍略有不同。其中再穿插各種類型的練習或相關主題的介

紹。三冊教材內容都以國字配合注音符號呈現。 

第一冊的課文部分主要在介紹注音符號，並配合插圖。每一課皆有說話

練習，為對話的形式，每一課最後有注音符號及國字書寫練習。每一課穿插

各種不同類型的練習，例如，歌唱、讀一讀、連一連、拼音練習等等，並依

據主題搭配相關資訊，如數字、身體部位、家族稱謂、青菜名稱、水果名稱

等等。本冊最後附有生字表。 

第二冊的課文是以短文為主，另有韻文、謎語或故事的形式。除短文形

式的課文外，每課均有對話形式的短文，以及生字書寫練習。在這些架構之

外，每一課還搭配各類的練習或資料，如字形的演變、詞語練習、照樣寫短

語、說話、歌唱、量詞、認識中國的節日、認識郵局等等。 

第三冊同樣有課文、會話練習等形式，但課文較長，也有唐詩、和短篇

故事等。也有各類型的練習活動與補充資料。但這一冊不是每一課後面都有

生字書寫練習。 

5.輔助教材 

沒有輔助教材。 

6.教材特色 

此套教材是針對新移民所編寫之中文教材，其特色可從以下幾點來說

明： 

（1）此套教材第一冊先由注音符號配合簡單的對話開始，第二、三冊

再逐漸加長、加深課文的內容，循序漸進，適合學習者按照程度依序學習。 

（2）每一課皆與生活化主題有關，具有功能性及實用性。 

（3）每一課除了短文之外，都有對話練習，兼具聽、說、讀、寫四種

語言技能的學習。 

（4）提供多樣的練習活動，且有不少的歌曲教唱，增加學習的趣味性。 

7.教材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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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套教材的缺點主要有： 

（1）雖有插圖，但為手繪形式，教材並無彩色印刷，多以影印方式提

供給學習者，因此有些插圖，較無法吸引人。 

（2）除了在每課之後的生字書寫練習之外，沒有其他如作業本等輔助

教材。 

（3）生字書寫練習沒有呈現筆順，較不利於學習者自學。 

 

（四）《國民小學國語課本》（翰林，1997） 

1.針對層級 

國民小學一至六年級學童。 

2.編輯理念 

依據兒童心理與認知發展編輯，以兒童生活經驗為主，課文生動活潑，

配合插圖，增進閱讀興趣。內容採單元方式，每單元以一個主題概念貫串各

課內容。 

3.整體架構 

教材包括首冊注音符號，總共十三冊，供國小一至六年級國語課程使

用。各冊教材內容架構如下表四-13 所示： 

 

表 四-13 《國民小學國語課本》翰林版單元主題與各課內容（以第一～二

冊為例） 

單
元 

壹、玩遊戲 貳、溫暖的家 

第
一
冊 課

別 

1.木頭人 

2.雲和花 

3.大風吹 

4.摺紙 

5.回家 

6.分水果 

7.我的家 

8.我愛爸爸媽媽 

第
二

單
元 

壹、成長 貳、朋友之間 參、感謝的心 肆、故事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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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 

課
別 

1.春雨 

2.找春天 

3.小草 

4.小山羊 

5.兩個名字 

6.過橋 

7.大樹喜歡交朋
友 

8.家 

9.爺爺的搖椅 

10.母親節 

11.誰的本領大 

12.小猴子種樹 

13.小松樹和大
松樹 

14.怎麼一回事 

 

4.每課結構 

翰林版國語課本之每課結構安排，以第一冊為例做說明，分為三大部

分：課文、語文花園、統整活動。每一大單元一開始，會有一「聆聽故事」

活動，讓學童先看課本圖片並聽老師播放的教學 CD，再回答問題。接著是

每一課課文，低年級課文大多是以詩歌形式為主，每一課會將生字呈現在課

文下方，並搭配全頁的插圖。每一課課文後面為「語文花園」，內容有「我

會寫字」、「看圖識字」、「念一念，比一比」、「讀一讀」等練習，為課文部分

之延伸學習。每一大單元之後有一「統整活動」，內容形式為「念一念，比

一比」、「看一看，比一比」、「看圖說一說」…等，主要做同聲符比較、同韻

符比較、詞語延伸及補充閱讀材料等。 

5.輔助教材 

每一冊搭配習作、教學指引，並附有教學用 CD、課文內容展示圖卡、

生字字卡、評量卷、注音符號教學組等教學輔助材料。另有網站33提供學習

單、各類教學資源給教學者。 

6.教材特色 

國小國語課本係針對本國兒童學習語文而編寫設計之教材，並依據教育

部公布的「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編撰，其特色為： 

（1）教材從首冊注音符號開始，課文內容從短篇詩歌，進而短文，包

括記敘文，應用文，議論文等，依照語文難易及兒童認知心理程度編排，並

涵蓋聆聽、說話、識字、閱讀、作文等語文能力。 

（2）為建立兒童之語文基礎，各冊內容逐漸加深、加廣，除了句型練

                                                 
33 翰林我的網，網址：http://www.hle.com.tw/，搜尋日期：2009 年 7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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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之外，還包括文體、修辭、資料蒐集等基礎之建構。 

（3）課文版面設計活潑生動，全彩印刷，配合各課主題的的圖片，容

易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引人入勝。 

（4）出版業者提供豐富的教學資源，除了作業本、教學指引之外，另

外還提供教具箱，包括各課教材聽力 CD、課文掛圖、生字卡、評量卷等等，

另外，也有網站資源可供教師使用，資源應有盡有。 

7.教材缺點 

國小課本的編輯經過教育主管機關的審核，內容嚴謹，且為配合教學，

各出版商也研發豐富的教學輔具，為教師及學生發展出完善的語文教材。但

若將此教材做為新移民的第二語言學習材料，則有幾點不妥之處： 

（1）國語課本之內容設計編排，是為了培養並奠定本國兒童語文能力

基礎，因此從課文、圖片、練習形式等，皆以兒童認知、經驗為出發，如遊

戲、童話故事等，所使用的口吻、語氣都以兒童語言模式來設計，與新移民

為成人學習者之角色不同。 

（2）因為針對對象之不同，國語課本課文多以韻文詩歌、短文的方式

呈現，如第一冊，在一開始即屬於語文文學層次的展現，較不適合培養初學

華語之新移民口語會話之能力。 

 

三、小結 

每套教材各有其優、缺點，茲將以上四套教材評析之結果比較如下表四

-14： 

 

表 四-14 四套新移民教材結果比較分析 
   

教材 

分析 

項目 

快樂學習 

新生活 

成人基本 

教育教材 

新移民 

中文教材 
國小國語課本 

針對 新移民 本國成年失學民 新移民 本國國小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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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級 眾 

編輯

理念 

以生活為中心，
從識字開始逐漸

增進語言之精熟
程度。 

以 成 人 生 活 習
慣、經驗、知識

等循序編排。 

提供做為新移民
語言學習教材。

依據兒童心理與
認知發展編輯。 

整體
架構 

共三冊，共分九
個單元。 

共七冊，每冊平
均六個單元 

共三冊，每冊十
課。 

含 注 音 符 號 首
冊，及一至十二
冊，共十三冊。 

每課
結構 

每 一 冊 各 不 相
同。 

每冊每課結構略
有不同，但皆有
課文、生字。 

每 一 冊 略 有 不
同。 

每冊每課結構略
有不同，但皆有
課 文 、 生 字 呈
現。 

輔助
教材 

有習寫本、教師
首冊、互動式學

習 光 碟 、 範 讀
CD 、 翻 譯 別 冊
等。 

各冊附有習作 沒有輔助教材 有習作、教學指
引、教具箱、教

學 CD、評量卷、
網路資源等等。 

教材
特色 

1.大量圖片、彩
色印刷 

2.生活化主題 

3.清楚標示生字 

4.學習內容由少
而多 

5.輔助教材完善 

6.有翻譯別冊 

1.單元涵蓋各類
生活主題 

2.搭配圖片 

3.學習內容有少
而多 

4.附有習作 

1.從注音符號配
合對話開始，適
合依序學習。 

2.具生活化與實

用性 

3. 兼 具 聽 說 讀
寫。 

4.多樣的練習活

動 

1.依照語文難易
及兒童心理編排 

2.全面建構兒童
語文基礎 

3.版面設計活潑
生動 

4.輔助教學資源
豐富 

教材
缺點 

1.詞語未照難易
度編排 

2.不符合初級第
二語言學習者的
學習能力 

1.詞彙未依難易
度編排 

2.課文形式不易
培養第二語言初
學者口語表達能

力 

1.教材為影印，
較不吸引人 

2.沒有作業本等
輔助教材 

3.生字練習沒有
呈現筆順 

課文內容不適合
成人及第二語言
學習者 

 

進一步將將四套教材對比分析之後可發現： 

1.版面設計方面：設計最精美的為《快樂學習新生活》及《國小國語課

本》，為彩色印刷，有插圖，也有實物、實景之照片，較易引起學習動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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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 

2.輔助教材方面：最豐富者為《國小國語課本》，除了提供實物教具之

外，還有網站資源可供教學者運用。《快樂學習新生活》也附有教師手冊、

習寫本、CD 等之外，另外也針對學習者的母語而編輯了翻譯別冊，有助於

外籍學習者瞭解語義，增加學習成效。 

3.教材單元內容方面：《成人基本教育教材》的單元主題範圍廣泛，共

有四十一個單元主題，幾乎涵括日常生活中所有可能遇到的情境。 

4.教材之針對性方面：《快樂學習新生活》及《新移民中文教材》都是

針對新移民所編寫的學習教材，其中以《新移民中文教材》的課文題型較多

元，有短文、對話等等，另外亦穿插句型練習的語文活動，例如，用「先…

再…然後…最後」的句型介紹做菜的步驟。 

5.教材之系統性方面：《國小國語課本》做為一套本國語文的教科書，

係依據教育部課程綱要編寫，將語文領域所應學習的知識系統循序建構而

成，因此可說是最具有系統性。 

不過這些教材的編排方式，即使是標榜針對新移民所設計的教材仍脫不

了教授本國人士學習國語的模式，練習題型大多為造詞、照樣造句，課文形

式也有許多以韻文呈現，此類型較適合中、高級程度之學習者。但每套教材

皆值得做為設計教材之參考，在後續規劃、設計的過程中，研究者將截長補

短，以編擬出適宜之新移民華語教材。 

 

第三節 需求分析 
本節將就訪談及問卷調查結果進行分析，並做歸納整理，以瞭解教學者

及學習者對於教材的需求，以做為規畫、設計教材的依據。 

 

一、訪談結果分析 

本研究共訪談六位目前正在教授新移民中文課程的教師，其基本資料如

第三章第三節所述。根據訪談結果，歸納出教學者對於教學的難點、教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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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以及建議等方面之看法，分別說明如下： 

（一）教學的難點 

根據受訪者的實際教學經驗，目前他們在教學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主要

有四個方面： 

1.發音方面 

中文的聲調對許多外國學習者而言是學習上的一大難點，在實際教學經

驗中，受訪老師們也遇到相同的問題，受訪教師 E 表示：「有些語言沒有發

那個音，譬如說越南的學生，第四聲好像發不太出來。」受訪教師 F：「發

音上比較有問題，他們的語言沒有一、二、三、四聲，所以在學聲調上就有

困難。」面對這樣的問題，老師們一般的做法是一再糾正學生的發音，但因

為上課時間有限，只要學生的發音不至於影響到語意，老師大致都能接受。 

2.教材方面 

有的老師認為教授新移民的困難在於教材的不適合，有些字詞的使用較

為抽象或較難，不容易直接用中文解釋，受訪教師 B：「有的時候他們不太

懂中文，或許懂英文，可以用英文解釋。」但若沒有其他可做為媒介的語言

之情況下，老師只能透過其他學員來協助，訪談教師 A 即表示：「教材沒有

很適合他們的…，遇到抽象的東西，還是很難理解，只好透過來比較久的姊

妹跟新來的解釋。」 

3.課程分級方面 

另外在課程方面，目前的新移民課程大多沒有分級的制度，根據研究者

非正式的訪談得知，其主因在於經費的限制，受訪教師 B：「礙於經費不可

能給他們分班，一個班裡面可能有人已經學了一期、兩期、三期了，也有人

可能是完全沒來過。」所以有很多課程是新舊學生或跟本國的老年民眾一起

上課。這樣的情況造成教學者很大的困擾。就如受訪教師 B 表示：「他們的

程度非常參差不齊，溝通上會有很大的困難。」 

C 教師認為：「不能分級的話，對於都不會講中文的同學，困難比較大，

因為這邊的班級沒有分級，現在的班級已經上很久了，現在也不是初級，所

以一句中文都不會的不適合來這邊，通常只能拒絕。」而 D 教師也提到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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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語言程度落差大，會影響教材的選擇。 

4.出席情況方面 

由於新移民在台灣大都必須負擔家裡的經濟，又或者因懷孕、家人支持

度等因素所影響，造成參與學習的狀況不佳，如 A 教師所言：「在教學上，

他們出席的狀況比較不穩定，他們很容易受到很多因素影響到他們學習，譬

如說家裡的人不是很贊成他來的，然後一個是工作上的關係，因為比較晚下

班，又要照料家裡的人，然後自己可能也累了，就會比較晚來，甚至就請假

了。」 

（二）選用教材之考量 

幾位受訪教師所使用的教材都各不相同34，對於為何會選用目前教材，

訪談後發現主要的考量因素有： 

1.系統性 

受訪教師 C 選用國小課本做為主要教材，其主要考量為：「國小課本比

較有步驟，循序漸進。」E 教師上課的教材雖不是使用國小課本，但與教師

C 有相同的看法，亦認為最好是使用國小課本做為教材。 

2.生活實用性 

教材的生活化及實用性也是教師選用時的考量因素，因此 C 教師之教

材安排除了國小課本以外，還自行設計生活化的教材，其表示：「我的教材

一個是課本教材，一個是生活教材，包括電視、報紙、雜誌、廣告、菜單這

些。」B 教師選用教材以《成人基本教育教材》為主，以《快樂學習新生活》

為輔，其認為「因為它（快樂學習新生活）大部分內容都是圖片，我們一堂

課大概是三小時，看圖片是很簡單，實用性上來說沒有那麼高，而且它內容

上對於那種稍具有中文程度的來講又太過於簡單了。」太過簡化的教材會讓

已上過課的學員覺得無聊、無趣。  

3.適用性 

由於目前可選用的教材並不多，且多為國小課本或成人識字教材，再加

                                                 
34 詳見第三章第三節表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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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生程度不一，使得教材的適用性問題也是教師在選擇教材上的一大考

量，D 教師是以折衷的方式處理，其表示：「我們現在的教材是混搭的，我

們以前也用過現成的，比如說台北縣新移民的那一套，我們用過一學期，後

來我們放棄了，放棄的原因是因為我們那時候用第一冊，第一冊就已經教水

果，我們覺得只有字詞沒有意義，所以後來我們捨棄了那一套教材，那後來

我們採用自編教材。」 

（三）目前教材之優、缺點 

每本教材都有其長處與缺失，以下分別以受訪者所使用的幾本教材來

看，受訪者所表示的看法如下： 

1.國小課本 

C 教師選用國語課本為主要教材，其認為好處是：「有筆順，因為外國

人常常寫筆順寫不好，第二就是它有語詞的增長，語詞的增進，慢慢擴大，

語詞的重疊，會把中文從簡單到複雜，從基層逐步延伸，按照年級逐步提昇。」

但是其缺點為：「離人間世界有點遠，離生活太遠，我想它是國小的東西，

所以我（使用）一半一半，現在用到二年級課本。」 

2.《快樂學習新生活》 

A 教師認為：「這本教材很生活化，而且上面都有圖片，這是它最大的

優點，就算剛來，他看到這個，旁邊有個詞寫紅包，他就知道這個國字是什

麼。」不過 A 教師也指出該教材所編排的內容情境，不太符合學員們的實

際生活情況，「譬如說課文寫說什麼一大早我和婆婆去逛街去買東西，然後

很和樂的樣子，他們會覺得不是那麼的貼切，…都是講光明正向的，但是他

們遇到的可能不是那麼一回事。」另外所使用的詞彙有些比較抽象，這也是

可以進一步改進的問題。 

3.《成人基本教育教材》 

B 教師主要使用《成人基本教育教材》，指出該教材之優點：「一課一個

單元，有主題式的，學生學起來比較有興趣。」缺點是：「版本有點舊，因

為這套教材年代有點久了。」 

4.《新移民中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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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和 F 教師皆使用《新移民中文教材》，關於該教材之優點，E 教師認

為：「初學者主要是注音嘛，這一本都有注音，除了注音以外，這一本涵蓋

地理歷史、民情風俗等，我覺得這是非常好。」F 教師認為：「比較生活化，

比較適合他們。」而缺點，E 教師指出：「章節有點混亂，難易也沒有循序

漸進。」F 教師則認為該教材：「範圍比較小」。 

（四）規畫新移民華語教材之建議 

要規劃一本合適的教材，除了有學理基礎之外，也應該瞭解第一線實務

工作者的需求與意見，才能發展出切合使用者需要的教材。對於規劃新移民

華語教材，研究者請受訪教師們提出他們的看法與建議，以為參考依據，以

下從幾個方面說明： 

1.內容方面 

大部分的受訪者認為應該用生活化的單元主題方式來安排教材內容，因

為學習者最迫切需要的就是在生活中用得到的中文，如 A 教師指出：「他們

（學員）比較喜歡跟生活有關、比較實用的東西。」D 教師亦表示：「我還

是覺得要以生活化的主題來安排，比如說我剛來臺灣的時候，我的人際關

係，會碰到居留證、身份證等問題。」除了生活化的主題安排之外，E 教師

還指出：「應該用單元主題做安排，然後盡量淺顯。」 

此外實用性也應該做為考量的因素，D 教師表示「我會希望教材是用得

到的，比如說，我要找工作，我希望有一課是教填履歷表，像很多這樣的東

西，實用的東西能夠編進課本裡面會很好。」 

2.語音方面 

在語音方面，大部分都認為應該教授注音符號，主因在於教育下一代的

需求，如 F 教師提到：「我會鼓勵他們學ㄅㄆㄇ，因為畢竟他們住在臺灣還

要教育下一代。」A 教師也指出：「他們希望對自己的小孩有幫助，可以教

自己小孩功課。」 

不過，D 教師表示應該看學員的身份而定，這是因為除了因婚姻關係而

嫁到臺灣來的外籍配偶之外，尚有其他因工作、就學等因素來學習中文的學

生，不一定每位學習者都想學習注音符號。特別的是，C 教師之看法與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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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教師不同，C 教師表示：「我覺得沒有必要教注音符號，對他們來講曠

日廢時，注音符號的教學環境第一個必須是長期時間，長時學習，而且學了

要能夠應用，否則教注音符號是耗費時間，而且經濟效果不大。」因此 C

教師的教學方式除了注音符號之外，針對越南籍學員會使用越南式的拼音，

若有歐美人士時則會使用漢語拼音。 

3.漢字方面： 

每位受訪者皆認為教材應該呈現筆順，尤其是初級。部首的呈現則看法

不一，例如 A 教師認為：「部首是讓他們認識字，他們很愛學部首，對於已

經入門的學員來說，對他們會更有幫助，能夠幫助他們聯想。」F 教師表示：

「部首可以等到高級再介紹，太難的不需要，他們覺得太難可能會放棄。」

因此部首的呈現，主要是幫助學習者記憶漢字，如果是較難不易理解的部

首，對於學習者反而可能造成學習負擔。 

4.詞彙方面： 

多位受訪者提到教材應使用常用的詞彙，並以難易度做安排。B 教師指

出：「我覺得要以常用程度或難易程度去做編排，有一些詞彙對他們來講是

比較不會用得到的，比如說「請稍候」，以他們的程度，他們可能會不清楚

為什麼這樣用。」D 教師也提出相似的意見：「以出現的頻率高，使用的程

度高為優先。」此外，E 教師認為：「有些詞彙超越他們的程度，生活化、

簡單化，舉例很重要。」 

5.句型方面： 

關於教材中句型的呈現方式，每位受訪者的看法以及目前的教法都不盡

相同。大部分的教學者都採用造句、句子加長、照樣寫短語等方式，例如 D

教師提到：「在教學中不斷地將句子延伸，比如說美麗、很美麗、什麼時候

很美麗、穿漂亮衣服的時候很美麗之類的，看同學的程度去把它拉長。」D

也認為教材中需要提出句型教學，但原則應是「以生活化為前提，因為有些

教材會在書面語跟口語之間跳來跳去，我們還是覺得口語為優先。」 

B 教師的教法則不會特別做句型練習，「我只會告訴他怎麼講，譬如說

有人打電話要找妳老公，妳可以怎麼講，不用過度強調句型，他們只是要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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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生活上，知道簡單的就好，他日常生活中會碰到的場景是最主要的。」 

6.課文方面： 

一般語言教材的課文有許多種形式，如對話、短文、韻文…等，根據受

訪者的實際教學經驗，多數認為以對話式的課文對學習者較有助益。A 教師

指出：「課文如果是韻文的話需要解釋比較多，對話對他們比較簡單。」，C

教師也提到他的教學經驗：「我覺得最好是對話方式，對話比較好…我的教

法是選一段影片，先把對話打下來，不管新舊（學生），有看影片的聲音，

又看字的拼音注音，寫字的字形，（加上）還有（影片的）動作，包括形音

義就都會了。」 不過，D 教師則認為「韻文或短文比較好，韻文的好處是

句子短，意思又蠻精簡的。」 

7.練習活動方面： 

教學者大部分會依照教材中所提供的活動或自身的教學經驗，讓學生做

練習，例如詞語接龍、唱歌、做對話、句子加長等等，例如 A 教師提到「就

是針對課文問他們一些相關經驗，從他們發表中，會告訴他們怎麼講比較完

整，像語詞接龍、句子加長是我們常做的。」D 教師認為「如果有一些練習

活動附在教材內是很好的，比如說引起動機的部分。」教材中能夠設計更多

元的練習活動，則可以提供教學者做為教學時的參考，也可讓學習者有較多

樣性的練習。 

8.翻譯方面： 

目前的教材除了《快樂學習新生活》附有各種語言的別冊之外，其他教

材都是以全中文呈現，大部分受訪者都認為教材中可應該加上翻譯，B 教師

指出：「有時候他可能不懂中文，如果可能附上他們的文字，老師不能用他

們的語言去教他的時候，有他們的文字他們就會比較容易理解。」D 教師也

認為：「需要附上翻譯，如果是初級的話很有需要，但是中級以後因為識字

量慢慢增加，可以減少。」不過翻譯也涉及到正確性的問題，如 F 教師所

言：「翻出來味道不一樣，感覺會跑掉。」D 教師則提到學生的反應：「翻譯

的難度蠻高的，像台北縣的教材（指《快樂學習新生活》）做到了，可是有

學生跟我反應說裡面錯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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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輔助教材方面： 

作業本是最常見的輔助教材之一，在規劃新移民華語教材上，除了作業

本之外，也有受訪者提到聽力及影像輔助教材的重要性。B 教師即指出：「我

覺得光老師這樣念是蠻無趣的，如果有情境的呈現，他們會很快理解課本在

講什麼。」另外也提到「聽力練習還蠻重要，因為畢竟他們在臺灣，聽跟說

的能力是適應生活最重要的。」 

10.評量方面： 

目前訪談的每位受訪者皆指出，課程中不會安排正式評量的活動，這是

因為會造成學習者的壓力，而可能導致他們不願意來上課，而 F 受訪者更

明白指出課程的主要目的：「這主要是鼓勵他們出來，認識朋友，知道他們

生活上有什麼困難。」因此，大部分是利用非正式的評量活動，例如寫習作，

或者把黑板上教過的字擦掉，請他們馬上寫寫看，但最重要的是以不造成學

習者的壓力為原則。 

（五）規畫新移民華語教材之必要性 

針對新移民需求規劃設計一套華語教材，多數的訪談教師皆持正面肯定

的態度，如 B 教師所言：「當然有需要，否則說不是他們所需求的，他們來

上課就沒有意義。」D 教師也認為：「我覺得設計一套教材是有必要的，為

什麼，因為我們在挑教材的過程中遇到非常多困難，如果多一套教材可供選

擇、可供參考那是好的，但不一定規定要用。」此外，D 教師更指出：「設

計者得要讓我們能夠瞭解這三本、五本設計的背後的原理是什麼，適合的學

生程度，讓我們知道可以怎麼教學，那我的學生來，我知道程度我可以提供

哪幾課出來教，我覺得這樣比較方便，讓我們有一個參考的依據。」這是第

一線教學者所反映的寶貴意見，更是研究者在後續規劃設計時的重要參考方

向。 

 

二、問卷結果分析 

生活中的事務繁雜，不可能有一本教材能夠含括所有主題，因此藉由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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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學習者的需求，來瞭解哪些是他們最迫切需要的。 

本研究問卷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份為基本資料，第二部分為華語學習

需求，第三部分為教材主題需求調查。以下就基本資料、華語學習需求及教

材主題需求調查三部分進行分析。 

（一）調查對象背景資料分析 

根據問卷之基本資料部分，茲將調查對象之背景資料分別進行分析如

下。 

 

1.國籍 

表 四-15 問卷調查對象國籍 

項目 越南 印尼 泰國 菲律賓 其他 總計 

人數 23 4 1 2 4 34 

百分比 67.6％ 11.8％ 2.9％ 5.9％ 11.8％ 100％ 

    本研究調查對象之國籍，以越南及最多，這與目前在臺越南籍配偶所佔

多數相關，其次為印尼籍，其他國籍所佔人數較少，另外有四名其他國籍者，

為韓國、西藏地區各一位，印度籍兩位。 

 

    2.性別 

表 四-16 問卷調查對象性別 

 

 

 

調查對象以女性居多，男性比例較少。這也與目前大多數來自東南亞地

區之外籍配偶多為女性有關。 

 

3.年齡 

項目 男 女 總計 

人數 4 30 34 

百分比 11.8％ 88.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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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7 問卷調查對象年齡 

項目 20 歲以下 21-25 歲 26-30 歲 31-35 歲 36 歲以上 總計 

人數 2 6 15 6 5 34 

百分比 5.9% 17.6% 44.1% 17.6% 14.7% 100％ 

本研究調查對象之年齡以 26-30 歲之間最多，其次分別為 21-25 歲及

31-35 歲。 

 

4.最高學歷 

表 四-18 問卷調查對象最高學歷 

項目 國小 國中 高中 大學 研究所 總計 

人數 8 11 10 5 0 34 

百分比 23.5％ 32.4％ 29.4％ 14.7％ 0％ 100％ 

調查對象之學歷普遍不高，以國中學歷者為最多，其次為高中學歷，國

小學歷也相當多。在調查中更發現，有一些新移民未完成國小教育，甚至未

接受過教育之比例也相當高，因無法填答本份問卷，故不計入在內。 

 

5.來臺時間 

表 四-19 問卷調查對象來臺時間 

項目 1 年以下 2-5 年 6-10 年 10 年以上 未作答 總計 

人數 7 6 12 5 4 34 

百分比 20.6％ 17.6％ 35.3％ 14.7％ 11.8％ 100％ 

調查對象來臺時間不一，最長者已有 35 年，最短者為 3 個月，就本調

查來看，以來臺 6-10 年者為多。 

 

6.來臺灣以前學習華語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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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20 問卷調查對象來臺以前學習華語情形 

項目 未學過華語 學過華語 總計 

人數 20 14 34 

百分比 58.8％ 41.2％ 100％ 

在來臺灣以前，學習華語的情況，以未學過華語的新移民較多，但也有

不少人來臺灣以前學過，學過華語者，可能是因為有些新移民是透過仲介公

司來臺，仲介公司會先安排華語學習課程。 

 

7.在臺灣學習華語的時間 

表 四-21 問卷調查對象在臺學習華語時間 

項目 6 個月以內 7 個月-1 年 2-3 年 3 年以上 未作答 總計 

人數 17 4 8 3 2 34 

百分比 50.0％ 11.8％ 23.5％ 8.8％ 5.9％ 100％ 

而來臺灣以後，調查對象學習華語的時間長短不一，最長的學過 6 年，

最短的只學了 1 個月，調查結果顯示以 6 個月以內者最多。從此一調查結果

也可發現，因為學員學習時間的不同，造成程度之間的差異，進而影響教學

者課程之安排，這也是許多任課老師所遇到的難題之一。 

 

（二）華語學習需求分析 

表 四-22 學習華語的難點（複選：N＝34 人） 

項目 聽力 說話 發音 認讀漢字 寫漢字 其他 

人數 10 12 27 7 14 2 

百分比 29.4% 35.3% 79.4% 20.6% 41.2% 5.9% 

 

表四-22 調查受訪者在學習華語上，覺得哪一方面比較困難，「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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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有將近八成的人覺得難，其次是「寫漢字」、「說話」、「聽力」、「認讀漢

字」。由此可見，華語的發音對於外籍學習者而言，在學習上造成相當大的

困擾，因為華語為聲調語言，母語為非聲調語言之學習者，在聲調的掌握上，

較容易顯示出困難。 

 

表 四-23 使用教材之難度 

項目 非常難 難 普通 容易 非常容易 總計 

人數 6 13 14 1 0 34 

百分比 17.6% 38.2% 41.2% 2.9% 0% 100% 

 

而對於目前所使用之教材之難易度，大部分的受訪者表示難易程度「普

通」，達 41％；另外有 38.2％的受訪者覺得「難」，17.6％覺得「非常難」。

覺得「難」與「非常難」的百分比總和達 55.8％，超過半數的人覺得目前所

使用的教材是偏難的。 

 

表 四-24 目前使用之教材對增進華語能力有幫助的部分（複選：N＝34 人） 

項目 人數 百分比 

發音 16 47.1% 

漢字 12 35.3% 

詞彙 9 26.5% 

句型練習 7 20.6% 

練習活動 4 11.8% 

作業 7 20.6% 

課文 5 14.7% 

輔助教材，如

CD、VCD 
6 17.6% 

其他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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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受訪者覺得目前所使用的教材，哪些部分對增進其華語能力有所助

益，有 47.1％的人認為「發音」部分最有幫助，其次為「漢字」、「詞彙」、「句

型練習」及「作業」等部分。 

 

以上表四-23 及四-24 調查目的在於瞭解學習者對於目前上課所使用教

材的看法。此外，再進一步調查受訪者對設計華語教材內容之建議，調查結

果可分為以下幾個方面說明： 

1.發音部分 

表四-25 拼音系統之看法(複選，N＝34 人) 

項目 注音符號 漢語拼音 其他 

人數 30 5 1 

百分比 88.2% 14.7% 2.9% 

 

有高達 88.2％的受訪者認為學習「注音符號」較有幫助。這樣的結果應

該與目前大部分新移民華語課程皆以注音符號教學有關，另一方面，有許多

新移民也認為學習注音符號可以達到教育下一代之需求。 

 

2.漢字部分 

表四-26 漢字相關內容之看法(複選，N＝34 人) 

項目 筆順示範 部首 字形演變 其他 

人數 19 12 7 2 

百分比 55.9% 35.3% 20.6% 5.9% 

 

在漢字部分，有 55.9％的受訪者認為教材若能有「筆順示範」，對於漢

字學習會有所幫助，其次是「部首」有 35.3％，也有 20.6％認為「字形演變」

的呈現也可對幫助漢字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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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詞彙部分 

表四-27 詞彙相關內容之看法(複選，N＝34 人) 

項目 英文或母語對照的翻譯 英文或母語的解釋 例句 其他 

人數 21 9 8 3 

百分比 61.8％ 26.5％ 23.5％ 8.8％ 

 

詞彙方面，高達 61.8％的受訪者認為在教材中如能加上英文或母語對照

的翻譯，可協助其更精確地瞭解詞彙的意義。 

 

4.句型練習 

表四-28 對句型練習之看法 

項目 
非常 

有幫助 
有幫助 沒有意見 沒有幫助 

完全 

沒幫助 
總計 

人數 24 10 0 0 0 34 

百分比 70.6% 29.4% 0% 0% 0% 100% 

 

教材中如果有「句型練習」，70.6％的受訪者表示將會非常有幫助，29.4

％的受訪者表示有幫助，從表四-26 結果中顯示，受訪者希望教材中有句型

練習的呈現，高度肯定「句型練習」的重要性。 

 

5. 課文部分 

表四-29 對課文形式之看法(複選，N＝34 人) 

項目 對話 短文 韻文 其他 

人數 28 11 1 0 

百分比 82.3％ 32.4％ 2.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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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研究者分析目前新移民所使用的教材，課文形式大多為韻文或短文

形式，再對照問卷調查結果發現，有八成以上的受訪者表示課文以「對話」

形式呈現對語言學習較有幫助，「短文」形式的課文亦有需求，佔 32.4%。 

 

6.翻譯部分 

表四-30 對翻譯之看法 

項目 
非常 

有幫助 
有幫助 沒有意見 沒有幫助 

完全 

沒幫助 
總計

人數 26 6 2 0 0 34 

百分比 76.5％ 17.6％ 5.9％ 0 0 100%

 

此部分在於瞭解教材內容若能加上英語或學習者的母語，是否對學習有

所幫助，調查結果顯示「非常有幫助」高達七成，若與「有幫助」一項合併

計算則共佔了 94.1%。由此可見學習者對翻譯輔助的需求甚高，不僅可協助

學習者理解學習內容，也可解決教學者在講解時，有些字、詞、語意無法充

分用中文解釋的困擾。 

 

7.練習部分 

表四-31 對練習之看法(複選，N＝34 人) 

項目 聽力練習 說話練習 閱讀練習 書寫練習 

人數 19 22 15 17 

百分比 55.9% 64.7% 44.1% 50.0% 

 

在華語教材中，受訪者表示希望增加的練習形式，以「說話」練習最多，

佔 64.7%，其次依序是「聽力」練習、「閱讀」練習、「書寫」練習；不過四

種練習型式的比例，除了「閱讀」練習之外，其他三種都達五成以上，顯示

教材中應包含各種形式的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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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其他 

表四-32 對增加其他教材內容之看法(複選，N＝34 人) 

項目 作業本 

輔助教材， 

如聽力 CD、

情境 VCD 

臺灣文化介紹 圖片、照片 其他 

人數 18 10 11 10 0 

百分比 52.9% 29.4% 32.3% 29.4% 0% 

 

除了上述幾個方面以外，調查受訪者認為教材中可再增加的部分，結果

顯示，以「作業本」的需求為最高，達 52.9%，這表示學習者希望能有較多

的機會可供練習。目前所使用的新移民教材雖多有作業本的設計，但練習的

形式對外籍學習者而言偏難，較不利於課後自學。 

 

表四-33  設計教材之需要性 

項目 非常需要 需要 沒有意見 不需要 
完全 

不需要 
總計 

人數 14 11 8 1 0 34 

百分比 41.2％ 32.4％ 23.5％ 2.9％ 0％ 100% 

 

最後，調查受訪者對於針對新移民的需求設計一套華語教材之需要，結

果顯示「非常需要」多達 41.2%，「需要」佔 32.4%，兩項共計達 73.6%，表

示有極高比例之新移民認為設計一套符合其需求之華語教材有必要性。 

 

（三）教材主題需求調查結果 

在教材主題需求調查部分，為瞭解新移民在哪些情境的華語需求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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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研究者將生活中會使用華語的常用情境，加以分類後列出 26 項35，請

受訪者依照個人需求勾選。結果之計算方式為，勾選「非常需要」為 4 分，

「需要」為 3 分，「不太需要」為 2 分，「不需要」為 1 分，計算每一個項目

之平均數，再依平均數大小排出順序。結果如表四-34 所列： 

 

表 四-34 新移民教材主題需求調查結果 

人數統計 

順序 項目 
非常需要 需要 不太需要

完全 

不需要 

平均數 

1 交通 21 11 2 0 3.56 

1 醫療保健 21 11 2 0 3.56 

2 親子教養 20 12 2 0 3.53 

3 購物 16 15 2 1 3.35 

4 各行各業 13 19 2 0 3.32 

5 人際關係 12 21 1 0 3.32 

6 地理 17 12 3 2 3.29 

7 生活法律常識 14 18 0 2 3.29 

8 故鄉 18 9 5 2 3.26 

9 金融理財 15 13 6 0 3.26 

10 公家機關 13 17 4 0 3.26 

11 家庭與親屬 13 17 3 1 3.24 

12 飲食 12 18 4 0 3.24 

13 科技 14 15 3 2 3.21 

14 學校生活 13 17 2 2 3.21 

15 居家生活 12 17 5 0 3.21 

                                                 
35 各項目之情境舉例，詳見附錄二之問卷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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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天氣和氣候 11 19 4 0 3.21 

17 臺灣傳統節日 10 21 3 0 3.21 

18 自我介紹 14 12 7 1 3.15 

19 旅遊 10 19 4 1 3.12 

20 歷史 9 21 3 1 3.12 

21 民間習俗 9 20 3 2 3.06 

22 環保 10 17 5 2 3.03 

23 休閒運動 7 22 3 2 3 

24 生活禮儀 8 19 5 2 2.97 

25 民主法治 4 17 8 5 2.59 

（註：各項情境之人數總計皆為 34 人） 

 

計算出之平均數若相同時，則依「非常需要」、「需要」、「不太需要」、「不

需要」等順序比人數；因「交通」及「醫療保健」兩項，算出之平均數相同，

各需求等級之人數統計也相同，因此排序並列為第一。 

進一步分析表四-34 的排序結果，新移民認為最需要學習的情境主題是

「交通」和「醫療保健」，需求性最低的為「民主法治」；「交通」方面包括

如搭乘各類交通工具、認識交通號誌、方為指示…等，「醫療保健」方面則

包括如到醫院診所看病、健康檢查…等相關內容，而此二項與排序第二之「親

子教養」平均數差異極小，排序第三為「購物」。從此結果顯示出，「交通」、

「醫療保健」及「購物」這三個情境是每個人且不分族群，只要是生活在一

個區域裡，一定會遇到的情境，其他類別可能會因人、因地而異，但是出門

需要搭乘交通工具、生病需要看醫生、購買日常用品等，都是每個人生活的

一部分；另外在「親子教養」方面，由於本研究所調查之新移民，大部分都

是因為婚姻關係而定居臺灣36，因此與親子教養有關的情境，例如管教子

女、與學校老師溝通…等就顯得特別需要。 

                                                 
36 本研究所調查之有效問卷共 34 份，其中 30 位係因婚姻關係來台，所佔比例為 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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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第四為「各行各業」與第五「人際關係」之平均數相同，「各行各

業」是指認識工作、找工作…等有關的情境，「人際關係」如交朋友、認識

鄰居等等社交情境。大多數來到臺灣的新移民都需要協助家庭的經濟，因此

許多受訪者認為與此情境相關之華語非常需要。而「人際關係」亦是生活中

不可忽視的一環，若語言不通，則會產生隔閡，使得他們更難融入在地生活，

故與此相關的情境，也顯示出相當的重要性。 

排序第六至第十分別為「地理」、「生活法律常識」、「故鄉」、「金融理財」、

「公家機關」。「地理」方面包括認識臺灣、臺北的地理環境、社區環境…等，

這也顯示出新移民想要多認識他們現在所居住、生活的土地；「生活法律常

識」包括身份證、駕照的取得、權利義務…等，跟新移民有切身的關係。除

了認識臺灣的地理環境之外，他們也對於分享、介紹自己的故鄉有表達的需

求。而在「金融理財」方面，生活必定跟金錢的使用脫離不了關係，例如到

銀行郵局存提款、使用自動提款機…等。排序第十的「公家機關」方面，是

指認識公所、戶政事務所、警察局…等，因為這些機關常與取得身份證或辦

理證件等有密切關係，學習與此類相關的華語亦有需要。 

之後的排序第十一至第十七，平均數差異不大，介於 3.24~3.21 之間，

依序為「家庭與親屬」、「飲食」、「科技」、「學校生活」、「居家生活」、「天氣

和氣候」、「臺灣傳統節日」等。綜合檢視這幾項情境類別，可以發現都與生

活密切相關；「家庭與親屬」包括與家人的生活互動、家族關係、稱謂…等，

「居家生活」則包括居家環境、買租房子、日常習慣、家庭設備…等，因為

大部分新移民的另一半為臺灣人，而且居住在台灣，如何用華語與臺灣的家

人互動以及瞭解家族關係，可增進與家人的情感，進而融入臺灣家庭生活

中。而民以食為天，「飲食」的重要性當然不能忽略，「臺灣傳統節日」、「天

氣和氣候」、「科技」等也都是生活中的一環。值得注意的是，受訪者對於「學

校生活」一項，也有不少的需求性，應與教養下一代相關。因此我們可以發

現，新移民的語言需求，除了與自身日常生活事務有關之外，更涉及到子女

教養、教育的需求。 

最後八項情境分別是「自我介紹」、「旅遊」、「歷史」、「民間習俗」、「環

保」、「休閒運動」、「生活禮儀」、「民主法治」。這幾項的需求性較低，如「自



新移民初級華語教材規劃設計與研究 

 

 92

我介紹」，自我介紹的學習主題通常會安排在課程的初始階段，又本研究大

部分的受訪者都已經或多或少學過一段時間的華語，可能因此認為較不需要

再學習。而其他「旅遊」、「歷史」、「民間習俗」、「環保」、「休閒運動」、「生

活禮儀」、「民主法治」幾項，需求性較低的原因可能是由於這幾項與個人生

活環境、經驗、信仰、興趣等相關，屬於個別化的情境，並非人人都一定會

遇到的，是有選擇性的，所以這些情境的結果顯示需求性較不高。 

 

三、小結 

透過以上的訪談及問卷調查分析，釐清目前教學者與學習者對新移民華

語教材之需求，並歸納整理出以下結論： 

 （一）教學者之需求 

多數的教學者皆肯定設計新移民華語教材之必要性，在選用教材時，教

學者主要的考量因素為教材之系統性、生活實用性及適用性等。而對於華語

教材設計之具體建議有： 

1.以主題式、生活化、實用性之內容做教材編排。 

2.大部分認為應以注音符號為主要標音符號，有的認為應視情況而定。 

3.教材中漢字應呈現筆順。 

4.教材中的詞彙應依照難易度及常用程度安排。 

5.不做文法解說，而是運用句型練習，如照樣造句、句子加長等方式。 

6.課文以對話形式為主，對學習者較有幫助。 

7.教材中能有多元的練習活動。 

8.教材內容可加上學習者母語之翻譯。 

9.輔助教材，如作業本、聽力 CD、情境 VCD 等有必要。 

10.為避免造成學習者學習壓力，不做正式評量。 

（二）學習者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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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目前使用之教材，有超過半數的學習者覺得偏難，而學習華語的難

點方面，大部分認為以「發音」最有困難，在使用目前的教材後，對改進「發

音」也有幫助。而多數的學習者都認為設計新移民華語教材有必要性。因此

學習者對教材之需求為： 

1.希望學習注音符號。 

2.漢字應呈現筆順示範。 

3.教材內容、詞彙等應有學習者母語對照翻譯。 

4.句型練習對語言學習非常有幫助。 

5.課文以對話形式呈現。 

6.希望練習之語言技能以「說話」最多，但其他「聽力」、「書寫」、「閱

讀」等仍不可偏廢。 

7.輔助教材以「作業本」的需求最多。 

最後學習者對教材之主題需求，最需要之前十項主題分別為「交通」及

「醫療保健」（並列第一）、「親子教養」、「購物」、「各行各業」、「人際關係」、

「地理」、「生活法律常識」、「故鄉」、「金融理財」、「公家機關」等與生活密

切相關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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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新移民初級華語教材規劃設計  
本章將根據第二章文獻探討中，關於新移民識字教育理論、第二語言教

學觀與教學法、教材設計模式、教材編寫原則、教材設計類型等，以及第四

章訪談及調查教學者與學習者的需求分析結果，進行新移民初級華語教材之

規劃設計。第一節綜合歸納出新移民華語教材編寫規劃設計之原則，第二節

教材設計之模擬過程，將針對新移民華語教材，設定適用對象、上課時數、

教材設計大綱。最後第三節將實際設計出一課之教材內容，包括課文、詞彙、

練習活動等等。 

 

第一節 新移民華語教材設計之理念與原則 

 

一、教材設計理念 

本研究欲針對新移民之需求規畫設計華語教材，並將新移民定位為第二

語言學習者，是故，本研究設計之教材將採用第二語言教學之相關理論做為

主要之基礎，關於教材設計之理念分為以下三個方面說明： 

（一）教學觀之考量 

由於新移民移居臺灣且長期居住於本地，其語言教學的目的自然與短期

來臺學習中文之外籍人士不同；新移民當中有許多人已來臺多年，在口語溝

通能力上沒有太大問題，卻仍無法認、讀、寫漢字。根據在第二章第三節提

到三種第二語言教學觀，研究者認為規劃新移民華語教材應融合三種教學

觀，並以互動觀為主，結構觀及功能觀為輔；以互動觀為主之目的在於強調

人際互動與參與社會之語言技能，但仍須以詞彙的建立、基本語法的運用為

基礎，即結構觀與功能觀，如此一來始能滿足大部分新移民學習者的需求，

以達到能在家庭、社會環境中處理各項生活事務，甚至參與職業工作、社會

團體活動的目標。 

（二）教學法之選擇 

在教學法方面，運用於新移民之第二語言教學法可採用直接教學法、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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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教學法、溝通式教學法及任務型教學法等，綜合運用各種教學法。直接教

學法是直接使用目標語，也就是中文作教學，因為許多新移民來臺灣已經一

段時間，聽與說的能力已稍具基礎，又任課老師多無法以新移民的母語做為

教學語言，因此建議直接使用中文，提供語境，培養交談能力，另外聽說教

學法也提供對話的反覆演練。除了直接教學法及聽說教學法之外，還可運用

溝通式教學法加強語言結構與詞彙之運用，並以新移民為中心，增加語言互

動的機會。而任務型教學法則鼓勵新移民將所學之語言加以實際應用，以利

於在日常生活中實踐。 

（三）語言層次之應用 

語文可分為工具、文化及文學等三個層次（江惜美，2003）。能說、能

寫中文，這是屬於「工具」層次，只能語言的基本要求，亦即日常生活中的

聽、說、讀、寫四項語言技能；但語言與文化、文學密不可分，要真正學會

一種語言，必須更深入探討其文化習俗，乃至於文學經典所表達的思想與內

涵。 

而本研究將所設計的新移民華語教材語言程度定為初級，是因為初級程

度的學員佔大多數。又根據研究者針對新移民所進行的教材主題需求調查結

果，所得出的主題內容偏向日常生活中的語言應用，因此，本教材語言層次

之界定，是以「工具」和「文化」層次所佔部分最多，每一課都有語言基本

技能的訓練（工具層次），每一課最後提出與該課內容相關的文化常識交流

（文化層次）。而「文學」層次所佔部分較少，依照主題需求融入相關文學

作品，例如「親子教養」主題可提供兒歌、童謠等做為補充材料。 

 

二、教學目標 

關於傳統識字與功能性識字的定義之不同在第二章第一節已明白闡

述，本研究也贊同功能性識字之觀點，除了語言之聽、說、讀、寫四項基本

技能之外，還能將語言活用於生活情境中，能獨立處理日常生活事務、增進

家人之情感，進而參與社會活動。 

教材之教學目標在於說明學習者在學習之後所應具備的語言能力。新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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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華語課程主要在提供新移民語言學習的機會，並提升生活適應能力。因此

新移民華語教材亦應以日常生活中使用得到之生活語言為學習目標，同時也

能從教材中獲得實用之生活資訊，教材設計選用與新移民生活高度相關的情

境。因此本教材之教學目標為： 

（一）培養學習者華語之聽、說、讀、寫四項基本語言技能。 

（二）提升學習者運用華語進行溝通交際、處理生活事務之能力。 

 

三、教材設計原則 

由於新移民背景差異大，因國籍、在臺居住城市、家庭環境…等不同，

因此需建立一共同性的教學設計原則，以做為編寫教材之依據。 

從第二章第一節指出的成人識字教材編選原則，以及第二章第四節所討

論的華語教材編寫原則，並輔以教學者及學習者之需求分析結果，綜合考量

適合編寫新移民華語教材之原則為針對性、實用性、趣味性、科學性，另外

研究者另提出真實性原則，茲將五項原則分述如下： 

（一）針對性 

此教材是針對在臺生活之新移民而規劃設計的，與一般來臺灣學習中文

之外籍人士之需求應有所區分。又許多新移民在原生國之教育程度不高，甚

至未接受過教育，在針對新移民設計教材時，內容更應簡單、明瞭，除了幫

助新移民建立華語基礎能力之外，並能運用於生活中，減少適應上的困難。 

（二）實用性 

新移民學習華語，不只是在於學習語言知識技能，更重要的目的在於能

將之應用於日常生活當中，因此教材內容需具備高度實用性，且需符合新移

民之需求，因此教材內容將以第四章第三節所作需求分析結果做編排，包括

各種日常生活情境，以提高實用性。 

（三）趣味性 

教材內容的趣味性可提升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及效果。又新移民華語教材

以生活化之題材為主要內容，不應過於枯燥、沈悶，因此內容編排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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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設計、題材等，以「趣味性」做為設計原則。 

（四）科學性 

科學性原則在於教材內容之詞彙、句型、課文、練習等在設計與安排上，

應由簡而繁、由易而難、由淺入深，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奠定學習者的語言

基礎，利於提高學習成效。 

（五）真實性 

全語言教學（Whole Language）要求在教學中提供「真實的聽說讀寫事

件」（Goodman，1986），而本教材之規劃係以生活情景為單元主題，學習內

容亦應盡可能提供真實性材料與語言結合，包括課文對話、圖片、練習活動

等，有助於在實際情境當中實踐，以達教與學之目的與成效。 

 

四、教學者的角色 

大部分的新移民是由於婚姻關係而定居在臺灣，比起一般短期居留的外

籍人士所面對的文化衝擊是更為深刻的，也不得不適應此一文化差異，甚至

於被迫接受。因此教授新移民語言課程的教學者，其角色功能不只是語言指

導者，更是心理輔導者。語言課程提供新移民一個在家庭之外，可以外出、

喘息的機會，而新移民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種問題，如婚姻、婆媳、工作、

生育、教養等等，藉由上課機會可以跟任課老師傾吐心聲，任課老師則予以

傾聽、安撫，或者提供其他必要資訊或管道，協助其抒解情緒，有助於生活

之適應。 

是故，不管使用哪一種教材，在這樣的課程當中，新移民語言教學者同

時應扮演著語言教師及心理輔導者的角色。 

 

五、學習者的角色 

本教材所訴求的學習對象，是因為婚姻、工作、就學等因素，長期定居

或短期居留在臺灣的新移民。又因為同一班級中新移民背景複雜，語言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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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一，常造成教學者在教學時的困擾。目前新移民華語課程最主要的問題在

於無法實施分級，亦即一個班級當中，可能同時有學過兩、三年的學員，也

有剛入班一個月的學員；有來臺灣七、八年的，也有剛來臺灣一個月的。另

外，研究者進行訪談之教師 A 也提到：「比如說注音符號，可能已經教過了，

但是因為他們回去沒有時間複習，通常都會忘記，所以必須一再重複」，而

且學員的出席率不佳及中輟現象亦極為普遍。 

因此，為顧及多數人的學習需求，本教材在學習者的語言程度設定上，

主要為已學過注音符號或漢語拼音之初級程度學習者，且應搭配相關彈性教

學策略，如： 

（一）對於從未學過華語，未具華語基礎的零起點學習者，教師應在課

程中適當安排注音符號的學習活動，一方面讓新學員奠定拼音之基礎，另一

方面提供舊學員複習之機會。 

（二）本教材雖為初級程度，但內容安排上亦有難易度之區分，例如以

「購物」為單元主題，將課文對話分為兩個部分，第一部份之對話內容較短，

用詞也較簡單，第二部分則較長、較難，亦即在同一主題內，又做了難易度

的安排，讓授課教師在教學時，可根據學生的需求與程度，彈性選擇所要教

授的內容，同時兼顧有基礎與沒有基礎的學習者。 

 

六、教材的角色 

本研究所設計之教材，主要根據幾個面向：1.在理論方面，根據第二章

第一節、第三節及第四節，分別探討了成人識字教育、第二語言教學理論及

第二語言教材編寫理論等，做為教材之理論基礎；2.教材評估方面，第四章

第二節評析了現有教材，找出各教材之特色與缺失，做為編寫教材之參考；

3.需求分析方面，於第四章第三節將訪談與調查結果做結果分析，綜合教學

者與學習者之建議，以及教材主題調查結果，做為決定教材主題的依據。 

本教材內容設計以「針對性」、「實用性」、「趣味性」、「科學性」、「真實

性」為原則，教學法根據第二章第三節所列舉之常用教學法，本教材適宜採

用直接教學法、聽說教學法、溝通式教學法、任務型教學法等教學法，另教

材內容以特定情景主題為編排，故教材類型屬話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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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需求分析結果指出，許多教學者與學習者希望教材能有作業本、

CD 等做為輔助教材，本研究受限於時間因素，僅就教材及作業本之內容進

行設計（見本章第三節及第四節）。其他輔助教材如聽力 CD、情境 VCD 等，

本研究暫不討論。 

在翻譯需求方面，因為每位學員之國籍不同，教育程度也不相同，最好

的方式是將教材加上幾種外語之翻譯，分成幾種語言之版本，如越南文版、

泰文版等，本研究之教材即以越南文版為範例呈現於第三節。但研究者了解

現行政策及經費之考量因素下，這樣的作法恐不易實行，因此《快樂學習新

生活》之做法亦值得參考，可將課文、詞彙的翻譯另行以「翻譯別冊」之方

式印行。該別冊只翻譯了生詞的部分，研究者建議可再加上課文部分之翻譯。 

拼音方面，教材內容文字除句型及練習活動之外，都會標示注音符號，

為顧及少數學習者有漢語拼音之需求，本教材採用附錄之方式，在課本後以

附錄方式呈現注音符號及漢語拼音對照表，形式舉例如表五-1： 

 

表 五-1 注音符號與漢語拼音對照表舉例 

聲母 Initials 

注音符號

MPS 

漢語拼音

Pinyin 

ㄅ b 

ㄆ p 

ㄇ m 

ㄈ f 

 

在漢字方面，因為此教材為針對居住在臺灣的新移民而設計，且從需求

分析中發現，尚未有教學者或學習者提出對簡體字之需求，故本研究之教材

只呈現正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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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材內容架構分為「暖身活動」、「課文」、「詞彙」、「句型」、「練習活

動」、「補充資料」做說明。 

（一）暖身活動 

每課一開始有與該課主題相關的圖片或照片，引起學習者學習動機，藉

由此活動協助瞭解該課的學習主題，引導學習者進入情境。另外，此活動之

設計，教學者也能引導學習者提出自身的生活經驗，如此一來，學習者能有

經驗分享、交流的機會，另一方面，教學者也能透過觀察，了解學習者對該

主題相關詞彙、語用知識等語言程度，有助於後續教學活動的實行。 

（二）課文 

根據第四章第三節之需求分析，大多數教學者及學習者都希望課文能以

對話形式呈現。課文是以情境對話方式為主，設計與該課主題相關之實用性

會話。會話內容都採用簡單、淺顯之口語語體，但有鑑於學習者程度不一，

因此課文分為兩部分，第二部分會話較第一部份難度較高，內容較深入。任

課老師可依學員的程度與能力，加以斟酌考量。 

（三）詞彙 

詞彙方面，將選用重要、常用之字詞，每個詞彙將提供例句，具體的詞

彙則輔以圖片或照片，不標示詞類。 

而詞彙的選擇上，研究者參考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語料庫詞頻統計及教

育部公佈之常用字37為選用基礎，有些詞彙較難，如：生活法律類詞語等，

但為因應主題需求仍會選用。 

（四）句型 

因新移民之華語教材不適宜做語法解釋，故本研究之教材，採取「句本

位」之教學觀，藉由句型並結合學過的詞彙做代換，必要時提供情境圖片或

照片，幫助學習者了解如何使用該句型。 

句型的選擇係參考中國大陸國家對外漢語教學領導小組辦公室所編寫

的《漢語水平等級標準與語法等級大綱》，選擇甲級之語法句型。 

                                                 
37教育部常用字索引http://www.edu.tw/files/site_content/M0001/mu/mua.htm?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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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練習活動 

練習活動以「針對性」、「趣味性」等做為設計原則，結合各課內容做實

際應用與練習。本教材之練習活動包含聽、說、讀、寫等四部分，盡可能提

供多樣性的語言任務。又因為本教材為初級階段，練習之設計亦應易於讓學

習者理解。而練習的主要目的在於將課文的重點、難點突出，在練習當中也

可發現學習者之不足之處，使學習者進而掌握語用功能、詞語用法、語法結

構等（方麗娜，2008）。 

以第三課38為例，練習活動部分之「多少錢？」、「你想/要買什麼？」、「你

要哪一個？」，提供圖片說明情境，學員可先依所提示的句型及情境內容寫

出答案，然後再分組做口頭的對話練習，此部分可達到聽、說、讀、寫之目

的。又如練習活動之「情境練習」部分，其中一項是請學員帶真實材料--廣

告單，可練習閱讀廣告單中的相關訊息，並利用廣告單的內容，討論買東西

的時候怎麼說，同時也實踐了聽與說的練習。 

（六）補充資料 

補充資料的部分，主要在於提供跟該課主題相關的資訊補充或真實性材

料，例如水果蔬菜名稱、提款單、火車時刻表、就業服務、公家機關電話…

等。 

（七）文化小常識 

文化小常識之目的不但介紹臺灣的風俗文化，也希望能藉由此一活動，

讓學員彼此分享、交流各國之文化，不是單方面地要求新移民接受臺灣文

化，而是能夠彼此尊重、經驗與傳承。 

（八）教學小錦囊 

此部分是提供給任課老師之參考，提示教學者教授此課時應注意的相關

事項，如教學活動、評量方式…等之建議，可讓未具有第二語言教學經驗的

老師有可參考之教學指引，並代替本研究未能進一步發展教師手冊之功能。 

七、評量 
                                                 
38 第三課教材範例請參本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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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章第三節訪談結果分析中即提到，為避免造成學習者的壓力，且

此種語言教學形式亦非正式課程，因此目前在課程中並不會安排正式的評量

活動，如紙筆測驗等。 

因此教學者要瞭解學習者的學習狀況，可採用非正式的評量代替，例

如：在課堂中隨時請學員練習學過的漢字；利用問題討論讓學員做口頭發

表；設計遊戲類活動讓學員練習聽、說、讀或寫等，教學者在旁觀察學習者

語言輸出的質量情況，再適時調整安排學習步驟與活動；或者若是班級情況

允許，更可以實地帶學員到超市、郵局等場合，將所學之內容於真實情境中

練習，更可立即驗收學習成效。 

 

第二節 教材設計之模擬過程 
本節根據第二章文獻探討、第四章對新移民華語教材評析與需求分析以

及本章第一節新移民華語教材設計之原則，於此節模擬教材編寫之過程。 

 

一、適用對象 

整體而言，本教材的適用對象為因為婚姻、工作、就學等因素長期、短

期在臺居留，亟需學習與日常生活溝通交際相關華語之新移民。適用之對象

又可細分為： 

1.本教材適用程度為初級，因教材內容不含拼音符號教學，適合銜接於

拼音符號教學之後，故本教材教學對象之華語能力需為學過拼音符號之初級

學習者。 

2.已在臺定居多年，能聽、說華語，但讀、寫能力需加強之外籍學習者。 

 

二、教材前言 

新移民移居臺灣，首先要面對的就是語言的問題，小至與家人、鄰居互

動，大至參與社區、社會活動等，更有教養下一代的重大責任。因此華語對

新移民而言，可以說是適應在地生活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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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材各單元主題之擬定係根據新移民問卷調查之結果，選取調查結果

中新移民最需要學習如何運用華語的十二項情境主題，針對性高且實用性

強。因為教材內容與新移民在臺灣之新生活息息相關，故本教材定名為《新

生活華語》。 

本教材全一冊，共 12 課。教材內容分類明確，包括交通、醫療保健、

親子教養、購物、各行各業…等，每一課均包含暖身活動、課文、詞彙、句

型練習、練習活動等，強調真實性材料的呈現。本教材聽說讀寫四項語言技

能並重，並希望以活潑、有趣的設計，達到學習成效。另附有一作業本。 

上課時數方面，每一課的教學時間約 4-6 學時，上完一冊最多約 72 學

時。以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為例，每一期的總時數即為 72 小時，但其他單

位則不盡相同，因此應由任課老師依據該班情況彈性調整。另外任課老師也

可不以本教材為主要上課材料，而是視學員學習狀況、程度、喜好、需求等，

任選教材中各課內容進行教學，或與其他合適教材自由搭配，這也是本教材

發展最主要之目的，在於提供教學者更多元、多樣的教材選擇。 

 

三、教材內容大綱 

《新生活華語》教材一課為一個主題，共 12 課，預計教學總時數為 72

小時。教材內容大綱以問卷調查結果之前十二項為依據，但各主題在教材中

呈現之順序則依據該主題與自身相關程度，即從自己開始，乃至於家人、社

區，由近而遠重新編排，以符合科學性原則，如表五-2 所示： 

 

 

表 五-2 《新生活華語》教材內容大綱 

需求主題調查 
課數 課名 內容大綱 

項目 排序 

第一課 認識新朋友 
自我介紹 

交朋友、認識鄰居 
人際關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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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我的家庭 
家族關係 

認識傳統家庭觀念 

家庭與 

親屬 
11 

第三課 買東西 
到菜市場、百貨公司買東西

認識數字、錢幣 
購物 3 

第四課 坐公車 

搭乘捷運、公車 

認識捷運、公車路線圖 

問路 

交通 1 

第五課 看醫生 

到醫院診所掛號 

病情說明 

健康檢查 

醫療保健 1 

第六課 找工作 
認識職業 

找工作 
各行各業 4 

第七課 到銀行去 
使用提款機 

到銀行、郵局存提款 
金融理財 9 

第八課 寶貝上學去 
管教子女 

與學校老師溝通 
親子教養 2 

第九課 臺灣新故鄉 
認識臺灣的地理環境 

認識社區環境 
地理 6 

第十課 故鄉的生活 
介紹原來的故鄉 

分享故鄉的文化 
故鄉 8 

第十一課 為民服務 
認識公所、戶政事務所、警

察局等 
公家機關 10 

第十二課 新臺灣人 
辦理身份證、駕照 

在臺灣的權利義務等 

生活法律 

常識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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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材設計之範例—課文（越南文版） 

第三課  買東西 
Bài học thứ 3   Mua Đồ 

 

暖身活動 
 

 
 
 
 
 
 
 
 
 
 
 
 
 
 
 
 
 
 
 
 
 
 
 
 

 

 

 

 

你覺得這是什麼地方？ 

你去過這個地方嗎？ 

你常去哪些地方買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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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文 

對話一 

（在菜市場 1） 

老闆：早，太太，要 2 買 3 什麼？ 

林太太：魚 4 怎麼賣 5？ 

老闆：一斤 6 一百二。 

林太太：老闆 ，我買兩條 7，可不可以便宜 8

一點？ 

老闆：兩條兩百塊，好不好？ 

林太太：好。我沒有零錢 9，給 10 你五百。 

老闆：找 11 你三百，謝謝你。 

 

對話二 

（在百貨公司 12） 

店員：歡迎光臨 13。請問需要 14 什麼嗎？ 

王小姐：我想看 15 看衣服 16。你們在打折 17 嗎？ 

店員：對，有的 18 打八折，有的打五折。 

王小姐：這件 19 衣服多少 20 錢？ 

店員：這件衣服打五折，六百塊。 

王小姐：我想買這三件。 

店員：好。這三件一共 21 一千八。 

請問刷卡 22 還是付現 23？ 

王小姐：付現。 

（王小姐給店員一千八百塊錢） 

店員：收 24 您一千八，這是您的發票 25 和衣服。

謝謝，再見。 

王小姐：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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Đối thoại 1 
 ( Ở chợ ) 

Ông chủ : Xin chào bà , cần mua gì đó ? 

Bà Lâm : Cá bán sao ? 

Ông chủ : Một cân một trăm hai . 

Bà Lâm : Ông chủ , Tôi mua hai con cá , tính rẻ một chút được không ? 

Ông chủ : Hai con cá bán hai trăm , được không ? 

Bà Lâm : Được rồi . Tôi không có tiền lẻ , đưa cho ông chủ năm trăm . 
Ông chủ : Thối lại cho bà ba trăm , cám ơn nhé ! 
 

 

Đối thoại 2 
 ( Tại cửa hàng bách hóa ) 

Tiếp thị : Hoan nghênh bạn đến cửa hàng của chúng tôi . Xin hỏi bạn cần mua 

những gì ? 

Cô Hoàng : Tôi muốn xem áo quần . Có khuyến mại gì không ? 

Tiếp thị : Dạ có , có thứ hàng khuyến mại 20% , có thứ hàng khuyến mại 50% . 

Cô Hoàng : Cái áo này tính bao nhiêu tiền ? 

Tiếp thị : Cái áo này khuyến mại 50% , sáu trăm đồng . 

Cô Hoàng : Tôi muốn mua 3 cái áo này . 

Tiếp thị : Dạ . 3 cái áo này tổng cộng là một ngàn tám trăm đồng . Xin hỏi quẹt 

thẻ tín dụng hay là trả tiền mặt ? 

Cô Hoàng : Trả tiền mặt 

 ( Cô Hoàng trả một ngàn tám trăm đồng cho tiếp thị ) 

Tiếp thị : Thu một ngàn tám trăm đồng của cô , đây là hóa đơn và áo của cô mua . 

Cám ơn , tạm biệt . 

Cô Hoàng : Tạm biệ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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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詞 

 

1.菜市場  Chợ 
我去菜市場買菜。   

Tôi đi chợ mua rau cải . 

菜  Rau cải 
這裡的菜很便宜。   

Rau cải ở đây rất là rẻ . 

市場  Chợ 
早上市場人很多。   

Buổi sáng rất đông người đi chợ . 

2.要  Cần 
  我要回家了。 

Tôi cần phải về nhà rồi đó . 

3.買  Mua 
  你買什麼東西？ 

Bạn mua gì đó ? 

4.魚  Cá 
  我要買三條魚。 

Tôi cần mua 3 con cá . 

5.賣  Bán 
  她先生在市場賣魚。 

Chồng của cô ấy ở chợ bán cá . 

6.斤  Cân (một cân bằng 600 gram) 
  魚一斤七十塊。 

Một cân cá bảy mươi đồng . 

7.條  Con 
  我買了三條魚。 

Tôi đã mua 3 con cá . 

8.便宜  Rẻ 
  這個東西很便宜。 

 Cái đồ này rất là rẻ . 

9.零錢  Tiền lẻ 
  我有一張一百塊，沒有零錢。 

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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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ôi có một tờ một trăm đồng , tôi không có tiền lẻ . 

  錢  Tiền 
   我沒有錢買東西。 

Tôi không có tiền để mua đồ . 

10.給  Đưa cho 
   我給他一百塊錢。 

Tôi đưa cho bạn ấy một trăm đồng . 

11.找  Thối tiền 
   我給他五十塊，他找我十塊。 

Tôi đưa cho bạn ấy năm mươi đồng , bạn ấy thối lại cho tôi mười đồng . 

12.百貨公司  Cửa hàng bách hóa 
   台北有很多百貨公司。 

Tại Đài Bắc có rất nhiều cửa hàng bách hóa . 

13.歡迎光臨  Hoan nghênh bạn đến cửa hàng của chúng tôi 
   歡迎光臨，請進。 

Hoan nghênh bạn đến cửa hàng của chúng tôi , xin mời vào . 

14.需要  Cần mua 
   你需要什麼東西嗎？ 

Bạn cần mua những gì ? 

15.看  Xem 

   你在看什麼？ 

   Bạn đang xem gì đó ? 

16.衣服  Áo quần 
   這是我買的衣服。 

Đây là áo quần tôi mua . 

17.打折  Khuyến mại 
   現在百貨公司在打折。 

Bây giờ cửa hàng bách hóa đang có khuyến mại . 

   打…折 

   這件衣服一千塊錢，打七折，是七百塊錢。 

Cái áo này là một ngàn đồng , khuyến mại 30% , là bảy trăm đồng . 

   一百塊，打九五折，是九十五塊。 

Một trăm đồng , khuyến mại 5% , là chín mươi năm đồng . 

台北的百貨公司 

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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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有的  Dạ có 
   我買的魚，有的大，有的小。 

Cá mà tôi mua , có cá lớn , có cá nhỏ . 

19.件  Cái 
   一件衣服三百九。 

Một cái áo 3 trăm chín . 

20.多少  Bao nhiêu 
   請問多少錢？ 

Xin hỏi bao nhiêu tiền ? 

21.一共  Tổng cộng 
   這三件衣服一共八百塊。 

Ba cái áo này tổng cộng là tám trăm đồng . 

22.刷卡  Quẹt thẻ tín dụng 
   我可以刷卡嗎？ 

Tôi có thể quẹt thẻ tín dụng không ? 

刷 Quẹt 
請刷這一張信用卡。 

Hãy quẹt tấm thẻ tín dụng này . 

信用卡  Thẻ tín dụng 
   你有信用卡嗎？ 

Bạn có sử dụng thẻ tín dụng không ? 

23.付現  Trả tiền mặt 
   我不要刷卡，我要付現。 

Tôi không quẹt thẻ tín dụng , tôi trả tiền mặt . 

   付 Trả 
   我付錢給老闆。 

Tôi trả tiền cho ông chủ . 

 現金  Tiền mặt 
   我的現金不夠，所以刷卡。 

Tiền mặt của tôi không đủ để chi trả , nên tôi quẹt thẻ tín dụng . 

24.收  Thu 
   我收你三千塊錢。 

Tiền của cô tôi thu là ba ngàn đồng . 

 

 

刷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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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發票  Hóa đơn 
   老闆給我發票。   

 Ông chủ ơi cho tôi xin cái hóa đơn . 

 

 

 

句型 
 

 

 
買 

你 要 
吃 
喝 

他 想 
看 

什麼 ？ 

 
買 衣服 

我 要 
吃 魚 
喝 水 

他 想 
看 書 

。 

 

 

 

 

1 2 3 4 5 6 7 8 9 10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七 八 九 十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六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十 二十 三十 四十 五十 六十 七十 八十 九十 一百 

 

 

 
 

 

22 31 43 55 69 

二十二 三十一 四十三 五十五 六十九

發票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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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 人/東西

兩 條 魚 

三 件 衣服 

 

 

 

 

 

一斤 

兩條魚 

三件衣服 

一共 

多少錢 ？ 

 

一斤 一百二十塊錢 

兩條魚 一百二十塊 

三件衣服 一百二十 

一共 一百二 

。 

 

 

 

 

 

74 87 101 111 120 

七十四 八十七 一百零一 一百一十一 一百二（十）

1000 1001 1100 1200 2300 

一千 一千零一 一千一（百）
一千兩百 

/一千二 
兩千三（百）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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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不要 這件衣服 

買不買 菜 

吃不吃 魚 

有沒有 零錢 

你 

可不可以 打折 

？ 

 

要/不要 （這件衣服） 

買/不買 （菜） 

吃/不吃 （魚） 

有/沒有 （零錢） 

（我） 

可以/不可以 （打折） 

。 

 

 

 

 

 

你 要 刷卡 付現 

你 想 吃魚 吃菜 

這 是 你的書 

還是 

他的書 

？ 

 

我 要 刷卡/付現 

我 想 吃魚/吃菜 

這 是 我/他的書 

。 

 

 

 

 

 

 

 

 

5 

6 



第五章  新移民初級華語教材規劃設計 

115 

練習活動 

 

一、說一說、寫一寫 

 

1.魚→一條魚→買一條魚→我要買一條魚 

  衣服→（         ）→（             ）→（            ） 

 （       ）→（         ）→（             ）→（            ） 

 

2.買魚→買魚還是買菜？→你要買魚還是買菜？ 

刷卡→（                ）？→（                      ）？

（        ）→（              ）？→（                       ）？ 

 

 

 

二、多少錢？ 

 

 

 

 

 

一共    百    十塊錢 

 

 

 

 

 

一共    百    十     塊錢 

 

 

 

 

 

 

一共    千    百      塊錢 

 

 

 

 

 

 

一共    千    百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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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你想/要買什麼？ 

1. 

 

 

 

 

 

    王太太 

2. 

 

 

1.老闆：你要買什麼？ 

  王太太：我                     。 

2.店員：你想買什麼？ 

  陳小姐：我                     。 

 

 

 

 

四、你要哪一個？ 

1. 

 

 

 

 

 

    刷卡？        付現？ 

2. 

 

 

 

 

 

 

      喝水？     喝茶？ 

1.店員：你要        還是         ？ 

  王先生：我要              。 

2.太太：你要                  ？ 

  先生：我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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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情境練習： 

 

（1）一個人演老闆，一個人演買東西的人，請和你的同學練習買東西

的情況。 

 

 

 

 

 

 

 

 

 

 

 

 

（2）請每個人帶一張廣告單（百貨公司、超級市場…）來，利用廣告

單的內容，討論想買的東西，買的時候怎麼說。 

 

 

 

 

 

補充資料 
 

肉 青菜 水果 服飾 

 

 

 

雞肉 

 

 

 

 

高麗菜 

 

 

 

西瓜 

 

 

 

帽子 

 

 

 

豬肉 

 

 

 

紅蘿蔔 

 

 

 

香蕉 

 

 

 

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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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花椰菜 

 

 

 

蘋果 

 

 

 

襪子 

 

 

 

羊 

 

 

 

蔥 

 

 

 

 

橘子 

 

 

 

鞋子 

 

 

 

 

 

文化小常識 
 

在臺灣的夜市、菜市場等地方買東西，如

果你覺得東西太貴了，可以跟老闆殺價，請老

闆算你便宜一點。但是如果在餐廳、百貨公司

這些地方就不可以殺價。 

Khi bạn mua đồ ở chợ hay chợ đêm Đài loan , nếu bạn thấy đồ quá mắc , thì 
bạn có thể trả giá với giá thách của chủ bán hàng , đòi hỏi chủ bán hàng phải tính 
rẻ một chút . Nhưng mà đi ăn ở những nhà hàng , mua đồ ở những cửa hàng bách 
hóa thì không họ không chấp nhận việc trả giá . 

 

 

經驗分享與交流 

1.在你的國家買東西可不可以殺價？在哪些地方買東西可以殺價？哪

些地方不可以殺價？ 

2.在臺灣你有殺價的經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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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小錦囊 
1.先藉由暖身活動部分，讓學員做經驗分享，導入本課主題。 

2.課文分為對話一及對話二，可依學員程度及需求做彈性選擇。 

3.生詞部分提供例句，教學時應讓學員瞭解使用情境，可提供不同的情境提問，

確認學員是否明白生詞的意思及用法。 

4.句型部分，讓學員用學過的詞語做代換練習，並可配合練習活動部分做練習。

5.可視情況帶學員實地到超市、市場等進行任務活動，或請學員帶真實材料如廣

告單，在課堂中模擬情境練習。 

6.補充資料可視學員需求彈性融入教學中。 
7.文化小常識可讓教師與學員間，互相分享臺灣及各國之文化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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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教材設計之範例—作業本 

第三課  買東西 

一、生字 

菜 市 場 要 買 

 

 

 

 

 

 

 

    

菜 菜 市 市 場 場 要 要 買 買

 

 
 

        

 

 

         

 

 

         

（生字範例僅列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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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寫出多少錢 

1.一百七十塊    $              

2.二百五十五塊  $            

3.八千三        $            

4.$599                      

5.$1265                     

6.$3200                     

 

三、句型練習 

（一）我 要 買 衣服。 

  1.       要                  。 

2.       要                  。 

（二）你 要 不 要 這件衣服？ 

   1.你     不                   ？ 

   2.他     不                   ？ 

（三）你 想 刷卡 還是 付現？ 

1.                        還是             ？   

2.                        還是             ？ 

 

四、請填入量詞 

1.一             魚 

2.兩             衣服 

3.三             人 

4.五             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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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選詞填空 

 

 

1.菜市場的菜很            。 

2.              ，請問你要什麼？ 

3.三件衣服           一千塊。 

4.我給老闆一百塊，老闆      我五十塊錢。 

5.這些衣服，        打折，       沒打折。 

 

 

 
 

 

 

 

 

 

歡迎光臨、有的、便宜、一共、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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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共分六章，第一章主要說明研究背景、研究問題以及研究目的；

第二章探討新移民識字教育理論、以華語為第二語言教學理論及教材編寫理

論等相關文獻；第三章說明研究的方法與過程，以及資料蒐集的方式；第四

章調查了臺北市地區新移民華語課程之現況，並評析現行使用之教材，另外

針對訪談及問卷調查結果進行分析；第五章基於第二、三、四章所得之結果

與啟示，進而設計出新移民初級華語教材之範例。最後於本章提出結論與建

議，除了研究所得之外，並對研究進行過程所遇到的瓶頸與限制，以及對未

來研究之建議方向做說明。 

 

第一節 結論 
對於新移民的照顧輔導已受到政府、相關學術單位等之重視，也使得跟

新移民有關之研究越來越豐富。一直以來，新移民華語學習多屬成人識字教

育範疇，所使用之教材也不脫成人識字教材或國小國語課本，教材之適切性

值得關注，但在華語文教學領域之相關研究卻仍剛起步。研究者從研究題目

之發想，到研究結果的過程中，對新移民議題也有了進一步的認識。 

本研究所進行之研究目的在於設計、規劃適合新移民之華語教材，以提

升其華語之聽、說、讀、寫等技能，並切合其生活需要。在一連串的文獻探

討、現況調查、教材評析及需求分析之後，獲致以下幾點結論： 

 

一、新移民華語課程方面 

（一）課程兼具心理適應輔導與語言教學需求 

在研究者實際訪談教學者後，教學者所提出的一項觀點，讓研究者深思

許久，原來設立新移民華語課程的目的，不僅僅在於增進他們的華語能力，

而更是提供一個讓他們走出家庭，身心壓力獲得紓解、喘息的機會，與一般

為了學習華語而來到臺灣的外籍人士相較，顯示出相當大的差異。因此教學

者的角色，除了是語言指導者之外，還兼具心理輔導的角色，在華語學習上，



新移民初級華語教材規劃設計與研究 

 

 124

就不能以如同在大學語文中心學習華語一樣的標準來看待他們。是故，對於

新移民華語課程的教學，應同時兼顧學習者的心理適應與語言學習需求。 

（二）新移民華語課程分級之困難 

目前新移民課程對教學者而言最大的難點在於將學員做語言程度分

級。與臺灣老年民眾、大陸外籍配偶一同上課，使得成員背景更加複雜，考

驗著教學者的教學功力，必須在眾多考量因素下取得平衡點，又或者甚至犧

牲了一些人的學習權益。但按照學員程度分級或依國籍分班，在現行政策制

度下實行仍有困難，最主要受限於經費的不足，這有賴於政府有關單位提出

解決之道。 

（三）專業師資之發展 

另外教學者的背景方面，以本研究之六位受訪教師為例，其中有五位為

現任老師或退休老師，而受過華語文師資培訓課程的只有兩位；現任老師或

退休老師有其教學專業能力，若能藉助其教育專長，再與華語教學專業結

合，相信更能提高政府開辦此類課程之成效。 

 

二、教材設計方面 

（一）應先了解新移民的需求及學習特性 

欲發展、設計一套教材，除了以理論為根基之外，更要了解學習者目前

的需求，以及其學習特性，而非以教學者本位之觀點來主導學習者的學習。

本研究在訪談及問卷調查後發現，幾位受訪教學者都指出教材生活化的重要

性，且從學習者的教材主題調查結果來看，學習者選擇最需要的情境主題都

與自身生活密不可分，因此高生活化、高實用性為新移民教材之特色。而新

移民之學習特性除了國籍之外，還受到包括家庭、經濟、動機等等因素的影

響，情況比一般學習者較為複雜，所以教學者在安排課程時，保持彈性的教

學空間是必要的。 

（二）設計新移民華語教材之必要性 

從訪談與問卷調查結果中皆顯示，設計一套新移民華語教材有高度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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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每一套教材都有其優缺點及特色，設計本教材之目的不在於取代現有的

教材，而在於提供更多元的選擇，讓教學者可以更彈性且靈活地安排教學內

容，就如 Woodward（2001）所言，一本好的教材可幫助學生進步，也可做

為學生的學習指南，除此之外，也幫助教師省去「教什麼」、「怎麼教」的煩

惱。 

（三）新移民華語教材之設計準則 

因缺乏華語專業為新移民所設計的教材，故本研究旨在將以華語為第二

語言教學之相關理論融入新移民華語教材設計中，並考量教學者與學習者之

需求，最後本研究歸納出新移民華語教材之原則為：針對性、實用性、趣味

性、科學性及真實性。針對性原則在於對象之區分，新移民華語教材與一般

外籍人士學華語不同，更與本國民眾學習識字有所差異；實用性是要讓學習

者能將所學在生活中運用；趣味性即編排活潑、有趣之學習內容；科學性在

於教學內容之設計與安排應循序漸進；最後真實性原則，即提供真實性材

料，以利於實際運用於生活中。 

 

第二節 研究發展之限制  
本研究在整個研究過程中，力求能全面蒐集各項相關資料，以獲得完

整、嚴謹的研究成果，但因為其他主、客觀因素，有以下幾項限制與困境： 

 

一、教材發展方面 

（一）Brown(1995）提到，在教材編寫的過程中，教學（teaching phase）

是很重要的，教材要經過教學、試驗，才能找出不足的部分。本研究為規劃

設計新移民初級華語教材，惟受限於研究之時程，又研究者本身沒有教授新

移民的實務經驗，因此未能實際測試教材成效，以取得第一手的教學驗證與

評估，實為本研究之不足之處。 

（二）本研究之訪談及問卷結果雖顯示對相關教學輔助資源，如多媒體

教材有高度需求，但未能進一步進行發展，實有缺漏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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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範圍方面 

本論文研究範圍只限於臺北市地區，而臺灣其他地區之現況與臺北市可

能有所差異，又訪談及問卷調查也會受到該地區生活經驗之影響而有所不

同，但因研究者人力、物力、時間等限制，無法做更全面性的研究探討。 

 

二、問卷調查方面 

（一）本研究問卷調查樣本數不多，要以此推論全體新移民之看法可能

會有所偏頗，造成問卷數不多之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是.研究者蒐集了四月

間臺北市各個開課班級之資料，再一一以電話詢問受訪意願，結果有將近二

分之一的開課單位表明不方便讓研究者進行問卷調查；其二，在少數願意接

受問卷調查的開課班級中，又因學員出席率不高，或因學員教育程度限制，

造成有效問卷之數量更有限。 

（二）在問卷調查的過程中發現許多受訪者因為教育程度不高，又離開

母國已久，對母語已經生疏，無法閱讀問卷。因此在問卷施測的方式上，應

盡量避免使用艱難、專業的詞語之外，研究者可採口述的方式，但如此一來

得花費更多的時間完成問卷，必須先與任課老師溝通。 

（三）因問卷調查樣本數不多，無法再深入分析學習者對各版本教材間

難易度的看法。 

（四）日常生活事務的主題範圍非常龐大，研究者在設計問卷教材主調

查時，盡可能以簡單、明瞭的方式且全面性地呈現出各種主題，但仍恐有疏

漏之處。 

 

第三節 對未來研究發展之建議 
因為本研究在研究過程中仍有未完備之處，最後，研究者提出幾點建

議，讓關心新移民的研究者，能繼續做進一步的研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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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規劃主題完整之進階式教材 

本教材僅規劃了十二個情境主題做為教材內容，無法涵蓋生活中的各項

事務，建議未來研究可再擴大範圍，並發展出完整的初、中、高級教材，使

教材更完整、充實，也讓有心學習華語的新移民，可循序漸進、持續地學習。 

 

二、發展新移民課程運作模式 

建議可發展一套適合新移民情況的課程運作模式。現行的新移民華語課

程混合了本國老年民眾、大陸配偶以及其他各國人士，又未做語言程度的分

班，使得教學上有很大的困擾。欲解決此一困境，建議可從政策、制度層面

著手，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研擬出新移民華語課程之運作模式，提供給決

策單位作參考。 

 

三、發展合適的測驗評量模式或工具 

新移民欲歸化為我國國籍，必須符合基本語言能力測試規定，最簡單的

方式之一就是持有七十二小時上課時數證明，所以一般新移民只要達到所要

求的上課時數之後，通常就不願意繼續上課。而大部分的華語課程都沒有評

量、測驗的要求，學習者的學習成效就無法有效評定。因此建議可考量新移

民的特殊需求，發展適合新移民的測驗評量模式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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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一「新移民初級華語教材規畫設計與研究」訪談大綱 
 

受訪日期：                  

一、受訪者基本資料                           

1.受訪者：                     

2.任教單位：                             

3.性別：□男  □女 

4.教學年資：新移民        年/期，其他：            ，        年              

5.是否參加過新移民教育相關研習？□是  □否 

6.是否參加過華語師資培訓相關課程？□是                       □否 

 

二、訪談問題 

1.您覺得在教授新移民語言課程當中，所遇到之困難為何？您的處理方式為

何？ 

2.您目前使用的教材為何？為什麼選用此教材或自編教材？ 

3.您覺得目前所使用的教材或自編的教材，教學效果如何？學生反應如何？ 

4.對於目前所使用之教材或自編教材，您認為優、缺點為何？ 

5.您覺得要規劃以新移民為對象之華語教材，有什麼樣的建議？ 

6.您覺得針對新移民的需求及學習特性，設計一套華語教材是否有其必要

性？為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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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新移民華語學習及教材主題需求調查」問卷 
 
 
 
 
 
 
 
 
 
 
 
 
第一部分  基本資料 

 

1.國籍：□越南  □印尼  □泰國  □菲律賓  □其他                    

2.性別：□男    □女 

3.年齡：□20 歲以下  □21-25 歲  □26-30 歲  □31-35 歲  □36 歲以上   

4.最高學歷：□國小  □國中  □高中  □大學  □研究所 

5.來臺時間：       年       個月 

6.來臺灣以前，學過華語嗎？□否      □是：      年      個月     

7.在臺灣學習華語的時間：      年      個月 

 

第二部分  華語學習需求 

 

1.您覺得在學習華語上，哪一方面對您比較難？（可複選） 

  □聽力  □說話  □發音  □認讀漢字  □寫漢字  □其他                 

2.您覺得現在所用的教材對您來說怎麼樣？ 

□非常難  □難  □普通  □容易  □非常容易 

3.您認為現在所用的教材，哪些部分對增進您的華語能力有幫助？（可複選） 

□發音  □漢字  □詞彙  □句型練習  □練習活動  □作業  □課文   

□輔助教材，如 CD、VCD  □其他                   

4.以下關於華語教材內容的問題，請問您的看法如何？ 

a.發音部分，您覺得使用哪種拼音系統對您有幫助？（可複選） 

□注音符號（ㄅ、ㄆ、ㄇ…）  □漢語拼音(b.p.m…) 

□其他                

受訪者您好： 

    非常感謝您撥空填寫本問卷。本問卷調查之目的是為了了解您在華語學習上

以及對課程教學主題的需求，您的寶貴意見將為研究者規劃、設計新移民教材之

重要參考。 

本問卷約需花 10~15 分鐘的時間填寫，請根據您的個人意見選擇適合之選

項。本問卷所得資訊只做為研究用，您的個人資料均保密，請您安心填寫，再次

謝謝您的協助！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研究生   許銘桂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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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漢字部分，您覺得有哪些內容對您會有幫助？（可複選） 

□筆順示範  □部首  □字形演變   □其他                

c.詞彙部分，您覺得有哪些內容對您會有幫助？（可複選） 

□英文或母語對照的翻譯   □英文或母語的解釋  □例句 □其他                    

d.您覺得如果教材中有「句型練習」，對您的華語能力是否有幫助？ 

 □非常有幫助  □有幫助  □沒有意見  □沒有幫助  □完全沒幫助 

e.課文部分，您覺得用哪一種方式呈現，對您在學習上會有幫助？（可複選） 

□對話  □短文  □韻文  □其他                  

f.您覺得教材內容如果加上翻譯（如英文或您的母語），對您在學習上是否有

幫助？ 

□非常有幫助  □有幫助  □沒有意見  □沒有幫助  □完全沒幫助 

g.您希望華語教材中能增加哪些練習？（可複選） 

  □聽力練習  □說話練習  □閱讀練習  □書寫練習  □其他                   

h.您希望華語教材可再增加哪些部分？（可複選） 

□作業本 □輔助教材，如聽力 CD、情境 VCD  □臺灣文化介紹   

□圖片、照片   □其他                        

5.您覺得針對你們的需求設計一套華語教材是否有需要？ 

  □非常需要  □需要  □沒有意見  □不需要  □完全不需要 

 

第三部分  教材主題需求 

 

以下所列出的主題包含各種在生活中會使用華語的情境，您覺得哪些情境是

您目前最需要學習的？請依照您的需求，在「非常需要」、「需要」、「不太需

要」、「不需要」四個選項中，用「ˇ」勾選出您的需求。若您有其他的需求建

議，請在「其他」一項後的空格中填入，謝謝。 

 

                    需求程度  

  

教材主題 

非常 

需要 
需要 不需要 

完全不

需要 

1.自我介紹（如：介紹自己姓名、住址、電

話號碼、興趣…等） 

    

2.人際關係 

（如：交朋友、認識鄰居…等） 

    

3.家庭與親屬關係 

（如：家人、家族關係…等） 

    

4.居家生活（如：買租房子、日常習慣、居

家環境、家庭設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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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程度  

  

教材主題 

非常 

需要 
需要 不需要 

完全不

需要 

5.飲食（如：食品營養、認識臺灣菜、小吃、

速食…等） 

    

6.購物（如：到菜市場、便利商店、超市、

百貨公司買東西…等） 

    

7.交通（如：搭乘各類交通工具、認識交通

號誌、方位指示…等） 

    

8.休閒運動（如：唱歌、畫畫、看電視、跳

舞、打球、游泳…等） 

    

9.旅遊 

（如：到知名的景點遊覽、訂房住宿…等）

    

10.醫療保健 

（如：到醫院診所看病、健康檢查…等） 

    

11.金融理財（如：到銀行郵局存提款、自

動提款機的使用…等） 

    

12.親子教養 

（如：管教子女、與學校老師溝通…等） 

    

13.臺灣傳統節日 

（如：春節、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等）

    

14.民間習俗 

（如：祭拜祖先、廟宇祭祀、宗教信仰…等）

    

15.天氣和氣候（如：認識臺灣的氣候、認

識常用氣象用語…等） 

    

16.各行各業 

（如：認識職業、找工作、做生意…等） 

    

17.生活禮儀（如：婚喪喜慶禮儀或禁忌、

與長輩親友之應對） 

    

18.民主法治 

（如：選舉、投票…等） 

    

19.學校生活 

（如：學校作息、認識臺灣學制…等） 

    

20.環保（如：垃圾分類、資源回收、環境

清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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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科技 

（如：認識電腦、網路、寫電子郵件…等）

    

                    需求程度  

  

教材主題 

非常 

需要 
需要 不需要 

完全不

需要 

22.故鄉 

（如：介紹原來的故鄉、回國探親…等） 

    

23.地理（如：認識臺灣、臺北的地理環境、

社區環境…等） 

    

24.歷史 

（如：認識臺灣的歷史…等） 

    

25.生活法律常識 

（如：身份證、駕照的取得、權利義務…等）

    

26.公家機關 

（如：認識公所、戶政事務所、警察局…等）

    

其      他 

 

 

 

 

 

 

 

～問卷結束～ 

感謝您的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