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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編寫設計

之研究 
中文摘要 

 

關鍵字：專業華語、商用華語教材、教材設計 

 

隨著華語地區經濟發展，各國對該區投資增加，範圍日漸擴展。這種現象已

經從單純的貿易演變成直接投資設廠，而反映在華語學習上，商用教材的發展在

近十年成為一個熱門的項目。本篇論文旨在針對華語非母語之初級學習者設計商

用教材。第一，先蒐集與商用華語相關的研究文獻，建立學理上的支持；第二，

蒐集現有商用華語教材，分析整理其內容組織，編寫方式作為初級商用華語教材

的編寫設計參考，另外也藉由網路或是相關管道蒐集現有商用華語課程等資訊對

現有的課程以及教材使用做相關研究。第三，藉由外籍學習者以及教授商用華語

的教師訪談，理解使用教材的實際需求以及所面臨的困難。最後，結合蒐集訪談

的資料，進行教材範例的編寫設計。藉由本研究為初級的學習者尋找出新的教材

可能性。 

根據本研究，整合理論與需求分析後發現，商用語言作為最接近於一般交際

語言的專業語言，在編寫初級商用華語教材應該遵循下列原則：一、商用華語教

材的範圍內容，應隨著商業活動的複雜度從貿易談判等領域擴展至一般公司生活

的範圍，因此初級商用華語教材應以商業人士最切身的辦公室環境作為入門的開

始；二、應該以情境引導學習，由公司生活情境切合學習者立即的需求，符合商

業人士的特性；三、應著重口說與聽力練習，使學習者在課堂後，在職場生活中

能立即使用學習到的；四、教材編排應著重連結性，以適應商業人士課程時間短、

彈性大的型態；五、文化點的採用及取捨也應配合商業人士會接觸的情境，並且

不需要拘泥於單元，以隨時補充的方式取代單元。根據上列原則進行內容大綱的

設計並設計初級商用華語教材─「職場華語入門」的範例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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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Business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Beginner 

Level 

Abstract 

Keywords：Chinese for Specific purposes, Business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 Design of  

teaching material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speaking world and as the 

amount of global investment in this area increases,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has evolved from simple trade into direct investment in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Chinese economy. In light of this situation, Chinese learning for business purposes 

and design of this kind of teaching material has become the most popular issue in 

recent years. The main idea for this thesis is to design beginner-level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businesses.  Through “Development research”, the researcher  will 

first collect the papers concerning the issue to establish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Second, the researcher will collect the teaching material concerning business purposes  

to do the content and arrangement analysis. Also, the researcher will collect the course 

syllabus of several Business Chinese classes. From the internet and brochures to do 

the analysis. Third, the researcher will interview business Chinese learners who 

currently work in Taiwan and teachers who have experience teaching this kind of 

student. Through these interviews, the researcher will learn what difficulties they 

faced and what teachers and students need from their educational materials. At the end 

of this thesis, the researcher will take all information gathered, and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make an example demo of Business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 for beginners.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business language is a kind of specialized language 

which is close to general language. Therefore, the range of the Business Chinese 

content should expand to all aspect of business, and not only emphasize trade matters 

as dictated by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should also take the idea of “economy 

communication”, that business matters are from inside of a company to outside of a 

company, for reference. We come to the result that the office environment is the most 

suitable way to start Chinese learning for beginners. Cultural exposure should also be 

tailored to the needs of the students. Language skills should put a high premium on 

listening and speaking. With these conclusions, the researcher will design an example 

of Business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 for begin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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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節研究者針對研究主題闡述研究的背景及研究價值，針對相關主

題擬定研究問題，以作為建立本研究的架構之前導。並於本章節最後闡釋

本論文之寫作中常見但易於混淆名詞。 

 

第一節  研究背景 

由於中國大陸經濟力日益增強，全球對於中國大陸市場的依賴逐漸加

深，連帶引發了一連串學習中文的熱潮。曾經有商業雜誌針對中文熱背後

所蘊藏道的巨大經濟力指出中國大陸勢力的崛起逼得外國人不得不學中文1。

以往的華語學習教材都強調要傳遞中華文化，讓外國人瞭解中文之美，這

固然是語言學習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然而，我們不能忽略的是「中文熱」

背後所代表的，其實更有一大部分是各國對於與中國大陸經商貿易的需求，

更有甚者，希望能夠融入華人的商業圈，加入華人公司企業或是成立公司。 

中國大陸於 2003 年九月正式開始研發商務漢語考試2，原稱為“HSK商

務”，中間經歷了一系列工作分析，並研制考試等級標準等相關資訊，於

2006年十月在新加坡正式開辦。這項考試的開辦及海外考點3的增加更說明，

越來越多的學習者或是外籍人士是以商務為學習華語目的，最終目標是希

望能以華語從事商業活動。 

邱曉蕾(2006)在針對工作型趨向的留學生進行研究時，發現從九零年

代開始，來華留學之留學生人數明顯成長，而留學的專業也從學習漢語、

中華文化及傳統醫學大大擴展。而以經貿作為專業的留學生在 2004 年增幅

達到 58.8%，為所有專業之首。(見圖 一-1) 

                                                 
1 「海內外各地興起學中文的一波熱潮，正說明中國大陸勢力的崛起，逼得外國人不得不學中文，

以便更深入了解以往這張陌生的臉孔。」《今周刊》No.465 p.62, 2005.11 月 
2
 《商務漢語考試大綱》前言。2006 年 8 月，北京大學出版社 

3
 根據 BCT 商務漢語考試網站公布歷屆考試資訊 http://www.bcthome.cn/News_More.asp?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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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一-1 來華留學生人數與經貿專業人數對比 

(資料來源：邱曉蕾(2006)。面向”工作驅動型”留學生的商務漢語教學改革設想。

海外華文教育，40，59-63) 

王惠玲、遲煒(2009)針對海外商務漢語市場進行定量分析。以中國大

陸經濟發展水平與海外商務漢語市場規模兩項為變量4，進行兩者相關性的

迴歸分析。所得到結果發現，海外商務漢語市場的大小與中國大陸經濟發

展與對外經濟往來密切相關，每當實際出口額增加 1 %，海外的商務漢語市

場規模將增加 0.863，而兩者的彈性小於 1，可證實兩者的關係密切。 

近年來，雖然以商務為名的教材越來越多，但卻缺少一系列相關的專

業語言教材，因此多數學習者都必須從一般性的華語教材起步，然此類的

教材，內容場域多限制於學校，書中的主人翁多是一位留學生到中國大陸

或台灣進行語言學習。此一背景對於商用華語需求的學習者來說，在學習

的目標差距上可能會造成學習心態的隔閡。針對那些有志於進入華人企業，

或是為已經在華人企業工作的人士，尤其是針對零起點或是初級學習者，

現有的教材實在難以滿足其需求。 

                                                 
4
 王惠玲、遲煒(2009)〈海外商務漢語市場的定量分析〉中 HSK 海外報考人數作為市場規模的代

理變量；以中國大陸歷年 GDP、人均 GDP、出口額、外商註冊企業數、外商投資協議額、外商投

資實際額作為反應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與對外經貿往來的經濟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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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語言中心商用華語課程的設置，多限制為中級或中高級以上程度

學習者才能選修，此項限制可能是因為教材類型有限，造成課程設置或教

學設計上的困難，當然也不能排除因為課程安排造成教材編寫量稀少，這

兩者可能是互為因果的。然而這個現象對於時間精力有限的目標學習者來

說更是不利，使得他們只能求助於私人家教，有了家教卻沒有相應的教材，

不論是教學者或是學習者都是相當大的難題。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價值 

陳麗宇、楊藹瑩(2008)針對台灣與大陸兩岸商用華語教材的發展狀況

進行了蒐集考察，發現兩岸的商用華語教材發展本來就出現很大的分歧，

而 2003 年以後，大陸更因有商務漢語考試(BCT)的開辦，連帶使商用漢語

教材發展更為蓬勃，其中不乏為零起點學習者所設計的系列教材。 

筆者根據陳麗宇、楊藹瑩(2008)所提供的大陸編寫之教材資料，計算

當中為初級者或零起點設計的教材比例。以 2003 為界，2003 以前編寫的商

務漢語教材約有 15 冊，其中僅一套是系列教材，包含初、中、高三級，也

就是十五冊中僅一冊是為初學者設計編寫。2003年以後因商務漢語考試

(BCT) 的開辦，此時期的教材量遠比之前多，約為 58冊，其中為零起點或

初級學習者編寫的教材約有 5 冊。綜上所述，不分年份為零起點或初級學

習者所設計編寫的教材共 6冊，占所有商用教材比例為 8.2 %。若計算 2003

年之後所編寫的商務漢語教材，比例為 10.3 %。這些初級教材多為繞在商

務活動上，主題多為商務旅遊中會碰到的會話，少有針對公司內部，上司、

下屬間溝通或是同事間交流可能出現的對話，因此情境仍有所侷限。 

相較於大陸的教材開發情形，台灣常被使用的教材仍只有 2000 年以前

所編寫之教材，其餘都只能靠教師自行準備相關教學資料，更不用談為零

起點或初級學習者設計的專用教材。 

李泉(2004)彙整先前的研究並經由實際對外漢語課堂的類別將漢語教

材分成四類，其中商用華語屬於特殊用途語言教材，李隨後指出不管是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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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中的哪一類，根據需要，都可包含初、中、高不同等級5。由該原則加上

語言中心開設商用課程及教材發展的現況，可見為商業需求設計系列式教

材，尤其是針對初級學習者設計入門教材有其價值。若有這樣一份教材，

能更有針對性的讓有此需求的學習者選用，可以避免教學資源的浪費，同

時也節省了學習者對於自己沒興趣的部分或跟自己生活環境無關的內容浪

費的時間心力，真正達到有效率的學習。 

除了教材量的問題，另一方面從質的方面來看，目前較為流通的現有

教材仍以商務往來為主要主題，公司內部的管理或是交際比較雖然不是沒

有，但仍占少部分，公司內部的分工複雜，不是每一個員工都須經歷採購、

貿易談判的工作，錢敏汝(1997)已由經濟交際的觀點將交際分為公司內部

與外部的交際。而為了因應瞬息萬變，多元複雜的現今商業環境，本論文

目的在針對沒有華語學習經驗或是只有基礎能力的學習者設計初級商用華

語教材，希望能突破現有的限制於中高級學習者程度的教材;並希望突破內

容集中於「交易」、「商務旅遊」等，將場域擴大到關於公司內部的工作、

同事之間的交流、與上司或下屬間的溝通。以「職場漢語」為主題，這套

教材將作為零起點或是初級學習者入門之用，並配合不同的交際功能置入

適宜詞彙及語法點，讓目標學習者可從無到有，都直接以公司內部的情境

進行學習，並能夠銜接目前有的商用教材，這也是本論文的價值所在。 

第三節 研究問題及目的 

教材是語言教學課堂重要的媒介，一套完備的教材可讓教學者及學習

者皆能受益。反之，缺乏適用的教材可能讓學習的成果事倍功半，也可能

使課程的設置受限。課程開設的限制更影響了教材編寫的研究，這兩者互

為因果，也造成商用華語教材的研究相較於其他領域，不管是漢語語法、

華語教學法等研究數量相形見絀。而在商用課程需求量增加的現在，筆者

認能夠掌握趨勢並投注研究，有助於商用華語課程及相關教材發展。 

在討論本論文的研究目的之前，筆者必須先提及研究初級商用華語教

                                                 
5
 李泉(2004)。第二語言教材的屬性、功能和基本分類，語言研究與應用，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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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的相關問題： 

1. 何謂商業行為？商業行為與商用華語教材的關係為何？ 

2. 商用華語教材與一般華語教材有何不同之處？  

3. 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的學習者及教學者有何特性？ 

4. 編寫初級商用華語教材應著重的語言能力為何？ 

5. 編寫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的內容選擇和編排方式為何？ 

6. 編寫初級商用華語如何配合課程型態？ 

欲回答這些問題，不僅是需要藉由商用華語教材的相關研究、商用華

語教材及課程的現況分析，還須蒐集教學者和學習者等意見，進行需求分

析。以這些不同的切入角度，為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的設計編寫歸納出方向，

並嘗試設計以初級學習者為對象的並兼顧商用功能及語言技能的初級商用

華語教材，這也是本論文的最終研究目的。 

 

第四節 研究範圍以及定義 

如前所述，研究者發現現在針對在華語圈工作的外籍人士，且程度介

於零起點至初中級程度者的教材較為缺乏，因此本論文的研究主題界定於

初級商業華語教材。由於語言學習無法避免文化理解的部分，而目標對象

是否具有華語背景也影響對於教材的需求，因此本研究以沒有華語背景者

為主要的研究對象，以降低文化背景對於教材需求的影響。 

其他針對論文中所採用的語詞有以下釋義： 

1. 初級程度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初級程度學習者。本論文中初級程度包含零起點

學習者，並參考漢語水平考試(HSK) 入門級及華語文能力測驗(TOP)基礎級

之定義，將初級程度設定在學時在 300 小時以下之學習者，在本論文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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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初級程度範圍。 

2. 華語、漢語、對外漢語 

兩岸對於所普遍使用的語言稱呼有所不同，對內大陸稱之為「普通話」，

台灣稱之為「國語」；對外，大陸稱為「漢語」，針對外籍人士教學稱之為

「對外漢語」。台灣則稱之為「華語」，在詞語使用上以及定義上有些微的

不同。本論文的研究對象為外籍人士，因此在論述上統一稱為「華語」。然

文獻引述上，因文獻來源不同，則以原文獻採用的詞語「對外漢語」或是

「漢語」表示，其意義與本文論述之「華語」並無二致。 

3. 專業華語 

「專業華語」此名詞是由「專業英語」(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ESP，也稱為特殊用途英語)而來，係指以特殊目的為動機的華語，其目的

多為職業性的目的。商用華語就性質來說，即為一種專業華語。後續章節

將針對「專用語言」進行文獻的分析與探討。 

4. 商用華語 

一般提及「商務華語」，內容多為一般商務交易行為，例如：詢價、訂

貨等。而教材內容若偏向經濟評論、談判媾和等難度較高的部分，通常稱

為「經貿華語」。不管「商務華語」還是「經貿華語」以現今教材來看，仍

以對外的商業交際為主。公司內部的商業交際仍占少數。本論文採用「商

用華語」是比較廣泛的概念，包含公司內部及外部交際，內容由淺入深。 

惟本研究對象是初級程度，因此不涉及「經貿華語」等難度較高的主

題，在此特做說明。 

5. 教材 

所謂教材即是教學的材料，因此廣義來說，只要可以運用在教學中，

無論是錄音錄像、報章雜誌，都可稱之為教材。然語言學習牽涉認知心理

因素、學習策略、教學方法等，直接使用未經處理過的材料，像是報章雜

誌文章做為教學並不適合。蒐集的真實材料仍應參考教學方法並經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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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後，針對需求再行處理的教材較為適宜。 

本論文指的教材係針對以華語為第二語言學習目標的學習者所設計及

使用的語言教材，並以紙本教材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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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針對「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的主題，蒐集相關文獻資料進行整理分

析。由於以「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為題將涉及不同的研究領域，因此分為幾

個部分整理探討，以釐清不同的概念，並整合現有研究所成，進而做為「初

級商用華語教材」編寫的指引。 

本章內容共分為四小節： 

第一節將討論什麼是商用華語，以商用語言的特點、性質以及商用華語

的範圍為討論重點;第二節以專業語言的觀點切入，探討專業語言教學歷程與

教材採用及編寫過程，並兼論商用華語的針對性呼應專業華語的概念;第三節

以商用華語的內容分析、詞彙語體、文化概念深入探討商用華語教材應具備

的內容;第四節為整合上述論述，針對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相關的研究進行總

結。 

 

第一節 何謂商用華語 

要了解商用華語教材的編寫，應先探討「商用語言」究竟所指為何？了

解商用語言的本質、特色之後，才能了解商用語言會出現在哪些情境中，需

要哪些交際功能。 

以下分為三個部分討論何謂商用語言。一是商業與語言的關係；二是商

用華語的範圍；最後是商用華語的特點。 

 

一、 商業與語言的關係 

商業活動與語言有什麼關係？錢敏汝(1997)從經濟學的定義上來說明，

經濟活動是人與人之間為滿足物質需要而進行有選擇、有組織的行為，在有

限的資源內滿足社會中各成員的需求，所以經濟生活是人類生全部活動的主

要部分，而商用語言便是伴隨著人類經濟生活所產生的。學者認為當今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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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交際貫穿人類經濟活動的全過程。從不同的產業，由上游到下游，無不與

語言交際行為關係密切，甚至很多時候是被取代的。而經濟活動的參加者，

其語言交際能力的水帄也常常影響了經濟活動能否順利進行。 

糟谷啓介(2009)說明了商務語言最初的起源是來自人與人之間的社會接

觸及物物交換的交易活動。但是做為一種語言變體，要形成「商務語言」則

必頇是商務活動高度活躍，對商務語言有需求的社會。楊東升、陳子驕(2008)

在討論漢語與商務的的關係時，指出經濟在我們現在的社會中占有一種十分

重要的地位，很多與經濟社會有關的專業用語已經融入我們的生活，豐富了

我們的語言。 

糟谷(2009)以商務英語為例，指出對於商用語言的認識有兩種不同觀點。

第一種觀點是，商務英語，區別於其他語言變種，不同的地方並不在語法上，

而是語彙、文體及使用領域層面上的不同。也就是說商務語言是由於在商務

或交易的特殊領域而具有特殊用法的語言變種。這種變種屬於樣式上的變異

而非空間上的(方言)或是社會階層的變異。在這個觀念下，商務語言具有其

特殊表達的專用語彙和表達方式。 

在此同時，糟谷從另外一個觀點進行分析：一般對於商務語言的看法是

把商業、貿易、通信等各種商務活動中的語言活動看成商務語言。在這一個

概念下，某種語言表達之所以被當成商用語言是取決於該表達被使用的場合。

糟谷指出前後兩種對於商用語言的詮釋存在著不小的分歧，一邊是把商用語

言看成一種特別的語料庫，而另一邊是把商用語言作為溝通形式。然而不管

是哪一種觀點，卻都是商用語言的實況，由此可知，用以理解商用語言的角

度非常多元廣泛，也就是研究商用語言一方面可以從專用語語料庫的角度出

發，另一方面也可以從語言交際的角度切入。 

由糟谷啟介的描述中，可以窺見過去對於商用漢語的研究有這兩種的方

向，即便是詮釋的角度不同，這兩種方向並不是完全衝突的。李憶民(1999)

在討論商用華語時，便以語言教學及言語交際的角度切入。李憶民指出言語

交際是經過社會情境制約的，沒有具體的情景，就沒有具體的交際。這裡的

描述與糟谷啟介(2009)提出的第二種觀點相符，重點在於語言的交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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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李憶民又提出：「商務漢語的辭彙、語言結構的頻率和特徵與基礎漢語有

很大的不同。」則是與前一種觀點相呼應。 

楊東升、楊子驕(2008)也在這兩種觀點中說明了漢語與商務的關係。楊

東升等指出商務活動的完成需要依靠語言交際。而在商務領域中產生了種種

新的詞語、新的表達方式又會為整個社會活動吸收，豐富原本的語言。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商用語言本質在於交際，而這種交際活動在一個複

雜的社會中會衍生出其特殊的表達形式，並且會產生新的詞語，而這些新的

表達方式和詞彙會回到原本的語言中，產生了豐富的表達方式。 

商用語言作為一種專用語，梁鏞、錢敏汝(1991)在專用語研究的相關論

文中指出了早期對於專用語和普通語的研究多在於詞彙、句法的影響上斟酌。

而後的研究則轉向針對使用的交際情境進行分析研究，尤其是專家與外行人

之間的對話是普通語和專用語碰撞最頻繁的一種交際情境，最可以看出普通

語與專用語的轉換以及滲透融入的情形。梁鏞等人(1991)引用1學者 H. –R. 

Fluck(1985)的論文，指出這種交際行為有下面三種形式： 

1. 直接口語交際：如醫生與病人對話、法庭的訊問、銷售部門對顧客的

說明 

2. 間接書面交際：如藥品的說明書、合約的闡釋、產品的使用說明書 

3. 新聞媒介對專業事務的口頭或是書面報導 

在此概念下，學者對於專用語開始做縱向的分層探討，梁鏞等人(1991)

指出在縱向分層的方面，L. Hoffmann(1985)提出的方案2(表二-1)所能表現出

的特徵較為豐富，也為分析專用語交際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Hoffmann(1985)將專用語分為 A、B、C、D、E五個等級，並以抽象等級、

外在語言形式、使用範圍、參與交際的人員進行縱向分析的描述。 

由這份表格對照商用華語，會發現商用華語在專用語中的抽象層級不高，

                                                 
1
 梁鏞、錢敏汝(1991)引用自 1985 年 H. –R. Fluck 論文，原文為德文。 

2
 梁鏞、錢敏汝(1991)引用自 1985 年 H. Hoffmann 論文，原文為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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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普通語的關係密切。 

表 二-1  L. Hoffmann專用語縱向分層 

層面 抽象等級 外在語言形式 使用範圍 參與交際的人員 

A 最高 人工符號，表示語言成

分及其相互關係 

基 礎 理 論 科

學 

科學家與科學家 

B 很高 人工符號表示語言成

分，自然語言表示相互

關係(語法) 

實驗科學 科學家 ( 技術人

員)與科學家(技

術人員 ) 及其科

技助手之間 

C 較高 自然語言，包括很大一

部分專業術語和結構

嚴密的句法 

應 用 科 學 和

技術 

科學家 ( 技術人

員 ) 與生產部門

的技術負責人之

間 

D 較低 自然語言，包括相當一

部分專業術語和相對

靈活的句法 

物 質 生 產 領

域 

生產部門的技術

負責人與技術工

人、職工之間 

E 很低 自然語言，帶有少部分

專業術語，句法不受約

束 

消費領域 生 產 部 門 的 代

表、貿易部門的

代表消費者之間 

(資料來源：梁鏞、錢敏汝(1991)。專用語研究中的幾個主要理論問題。國外語言學，

1，34-40) 

下面將針對商用華語的範圍進行討論。 

二、 商用華語的範圍 

了解商業與語言的關係以後，再進一步了解商用華語的範圍為何。由早

期的商用華語教材資料來看，大多數的研究都指出早期的商用華語教材都偏

向外貿實務的語言教材，而也都明確表示這樣的教材已經不符合現有的商業

發展，因此對於商用華語的內容，已經從對外貿易的主題逐漸拓展到各種不

同的商業領域。 

袁建民(2004)已針對商務漢語定性做的研究中提出「大」商務概念。指

出現代市場經濟所牽涉的知識應是立體的，全方位的，因此所培養的人才也

應該如此。商務的概念不應該只限於對外貿易及外貿實務上，而應將出資方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3 

 

式、商標註冊、兼併收購等、企業管理等商務行為皆納入商務漢語的內容。 

楊東升、楊子驕(2008)曾經針對商務漢語和經貿漢語的關係進行分析。

楊東升等指出，經貿兩字指的是「經濟」和「貿易」，經濟又分「微觀經濟」

及「宏觀經濟」3，因此經貿漢語的內容主體在於介紹經濟概況和促進貿易達

成的內容為主。商務漢語的內容範圍應該是在商務活動中所使用的漢語。而

商務活動所涵蓋的內容相當廣泛，投資貿易、企業管理都在商務活動的範圍

內。所以經貿漢語是屬於商務漢語下的一個分支，內容探討的專業性較強、

應用範圍不大。楊東升等人同時也指出商務漢語是有一般性的商務交往和較

專業的商務談判領域，以前者的需求性較大。 

郭珠美(2008)指出近年來外國企業在中國的經濟運作方式已經轉變成直

接投資和生產行銷，投資逐漸側重於服務業和製造業，因此教材中出現針對

進出口商業運作等的話題情景已和當今的社會脫節。 

張黎(2009)研究商務漢語口語特徵，指出傳統上將貿易談判做為商務漢

語口語的核心，而近幾年的教學重點已經擴大到更多的國際商業交流及合作，

已經不限於貿易談判的內容了。因此與商務人員有關的日常的、基礎的語言

知識和技能都將包括在內。 

2006年中國開辦「商務漢語考詴」並於該年度八月出版了《商務漢語考

詴大綱》，其中將商務漢語分為五個等級，也詳列了各級所應具備的語言功能

和知識。這是比較具體地將在商業行為中各種不同交際功能及範圍做出整理

分類的參考資料。該大綱並在附錄中將商務漢語交際功能項目明確的分為生

活類項目及業務類項目。表二-2如下： 

表 二-2 商務漢語考詴交際功能項目列表 

生活類 業務類 

簽證、飲食、住宿、出行、社交、文

化 

招聘、應聘、待遇、評估、會見、聯

繫、考察、談判、簽約、營銷、海關、

商檢、爭議、工商稅務、銀行、投

                                                 
3
 台灣多稱「宏觀經濟」為「總體經濟」(macroeconomics )，指的是以國家為單位的經濟概況研

究或是世界經濟趨勢研究。「微觀經濟」為「個體經濟」(microeconomics )，指的是以廠商、個人

等消費單位等經濟行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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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資料來源：商務漢語考試大綱(2006)。p.71-74) 

 

雖然這份大綱的目的是供參加商務漢語考詴的學生或是教師做為訓練的

參考，但其中提供了商務活動中的各種情境，不僅包含企業外部的活動，也

包括了企業內部的活動。由 BCT商務漢語考詴的網站提供的資料4，該考詴的

研發是經由分層抽樣的訪談，蒐集有關於商務活動所有的交際任務。由此可

以印證目前商務漢語的範圍趨勢演變。 

錢敏汝(1997)即以經濟交際的觀點討論過相關的問題。錢認為經濟交際

是以經濟目的為前提的語言交際活動。它可以出現在企業、行業、專業、職

業、機構、國家、文化之內。大到簽定貿易合約，小到市井小販兜售商品，

各種不同層次的經濟交際都應該是研究的對象。該研究當中有很多概念對於

商用華語教材的發展及規畫有很大的參考價值。錢敏汝針對經濟交際下各個

下屬領域和分布及涉及的理論方法制成一系統性的圖表，如圖二-1 將經濟交

際分為同文化及跨文化的經濟交際，並在這兩個分項下再分為企業內部及企

業外部的經濟交際而建立了說明經濟交際的系統圖表。錢敏汝同時指出在現

今企業已經邁向國際化，因此跨文化的經濟交際也常出現在企業內部，而不

只存在於企業外部。這一點的論述與前面學者為商用華語的範圍所提出的觀

點不謀而合。 

                                                 
4
 BCT 商務漢語考試研發概況 http://www.bcthome.cn/DynamicNew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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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1 經濟交際的下屬領域和涉及的理論方法 

(資料來源：錢敏汝(1997)。經濟交際學縱橫觀。當代語言學，11，5-14) 

由經濟交際的系統表中針對公司內部及公司外部的分類，再回頭看商務

漢語考詴所提供的生活類及業務類交際項目，可以將商務行為再進行以下的

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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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3 根據經濟交際分類之商務漢語考詴功能列表 

 公司內部 公司外部 

生活類 購物、社交、文化 簽證、飲食、住宿、出

行、購物、社交、文化 

業務類 招聘、待遇、評估、聯

繫、營銷、爭議、投資 

會見、聯繫、考察、談

判、簽約、營銷、海關、

商檢、爭議、工商稅務、

銀行、投資 

(資料來源：整理自錢敏汝(1996)。經濟交際學縱橫觀。當代語言學，11，5-14 和

商務漢語考試大綱(2006)。p.71-74) 

其中有重疊的部分，是因該語言功能項目可在企業內部發生，也可在企

業外部發生。因而重複列表。 

張黎(2006)根據經濟交際學的研究延伸，將公司內部交際定義為管理性

活動，而公司外部交際定義為交易性活動。這兩類活動面對的對象不同，所

偏重的技能也不同，如表二-4所列： 

表 二-4 公司內外部交際針對對象及所偏重之技能 

 對象 交際行為 語言技能需求 

管理性活動 同一企業的同事 交換信息和意見、

協商、發出或接收

指令、與同事間情

感溝通 

聽=說=讀=寫 

交易性活動 客戶、政府、公共

機構 

商品或服務交易、

與經銷商、廣告公

司、政府單位的洽

商、市場營銷等 

聽=說>讀>寫 

(資料來源：張黎(2006) 商務漢語教學需求分析，語言教學與研究，2006 年第 3

期，55-60。) 

劉樂寧(2009)認為要解決教什麼的問題，應對一定的商務語境還有交際

任務作深入的調查與量化分析。經過學生的反饋結合先前的研究成果發現以

下的現象： 

1. 最典型常見的商務漢語的語境不在對外的商務往來，而是公司內

部的協調商務討論和情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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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典型常見的商務漢語的語境所需的漢語型式為口頭表達，而不

是書面的公函往來 

3. 最典型常見的商務漢語的語境雖然涉及一些特殊的商務文化因素，

更多的仍是普通的交往文化 

以上便是討論商用華語的範圍，所需涉及的問題及觀點，下面針對商用

華語的特點進行整理探討。 

 

三、 商用華語的特點 

由商業與語言的關係了解商用華語的範圍，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商用華

語的特點，學者針對了商用華語的特點，有下面相關的論述。 

楊東升(2003)在討論商務漢語教材的特殊性時指出，商務漢語的教學目

的具有雙重性：一是做為一門漢語課，目標在提高學生的漢語水帄。二是商

務漢語是一門專門目標課，應向使用者提供豐富的商務漢語資料，以提升閱

讀商務文獻和使用漢語處理商務業務的能力。商務漢語的雙重性，使得它具

有一般漢語教學的普遍性質卻又有其針對性，由此決定了教學內容編排。 

由於商務漢語的雙重性，楊東升認為編寫商務漢語教材除了頇遵循一般

漢語教材的編寫，還有其特殊原則：交際性與開放性。商務漢語的學習者大

多是將來要在公司中運用所學，因此有了交際性。而因國際經濟情勢不斷變

化，經濟領域的創新不絕，能夠因應時事加以添加補充的開放性便不可或缺。 

朱黎航(2003)討論了商務漢語的特點，有以下的分析： 

1. 商務漢語是商務專業用語與交際漢語緊密結合的專業漢語 

2. 做為一種跨文化經濟交際的載體，商務漢語滲透了大量的中國文化

因素和文化知識 

3. 商務漢語具有莊重文雅的語體風格 

除了同樣具有交際性的概念，朱黎航也提出了商務漢語跨文化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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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針對了商務漢語文體與一般漢語不同的部分做了說明。朱黎航指出滲透在

商務漢語中的中國文化，對學習者來說是一種異質文化，因此商務漢語是經

濟交際與跨文化性兩方面的組合。朱黎航引用了錢敏汝(1997)關於跨文化經

濟交際的研究，在第三節另闢篇幅敘述。同時朱黎航指出受中國傳統文化的

影響，商務漢語的表達方式含蓄委婉。傳統文化中「以和為貴」「和氣生財」

的想法讓中國人在商務洽談中傾向通過上下文提示，婉轉拒絕，而非正面直

接拒絕，這對學習者來說即是一種文化的衝突。 

Frank L. Acuff (1993) 在 “How to negotiate anything with anyone 

anywhere around the world”一書中提到受到儒家、佛道等傳統思想的影響，

在高度依靠語境(high-context)傳達意義的語言，像是中國、日本，並不直

接傳達意思，而隱藏在上下文中來傳達5，而在傳統文化影響下，肢體語言也

傾向含蓄保守，多以鞠躬代替擁抱、握手。這與朱黎航(2003)在文中所提出

的表達方式婉轉隱晦的概念相互呼應。 

因著文化的概念，朱黎航(2003)也認為傳統文化影響了語體風格，這個

部分在之後的章節另外說明。 

李柏令(2005)在討論是否應設置零起點商務漢語教學的問題時，研究了

商務漢語的本質，提出商務漢語的特點如下： 

1. 商務漢語有較強的通用性。商務漢語是專用語中與通用語關係最密

切的。 

2. 商務漢語有較強的交際性。因為商務活動深入一般人的日常生活，

因此商務漢語有較強的交際性。 

3. 商務漢語內部具有較豐富的層次性。由於商務漢語深入一般人的生

活、與通用語有密切關係，李柏令認為商務漢語在初級、初級前期(零

起點)、中級、中高級、高級間有不同的層次。 

                                                 
5
 原文 “There are strong elements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in Pacific 

Rim cultures,….Verbal communication in Pacific Rim cultures is generally quite indirect. 

In high-context cultures such as Japan or China,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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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前面學者對於商務漢語特色的分析，楊東升、陳子驕(2008)對於商

務漢語的特點，有了更具體的概念式說明，楊東升等人認為商務漢語有五個

特點：交際性、專業性、專業漢語與普通漢語高度融和、莊重性、與文化的

不可分割性。 

楊東升等人(2008)認為交際性回歸了商務漢語是以語言為媒介的交際行

為，因此重點在於學習者交際能力上的培養。專業性屬於商務漢語的本質、

因此不能忽略商務專業知識和專業詞彙在商務漢語中的地位。然而從另一個

角度，因為經濟生活深入社會，在商務活動與一般生活的流動下，商務漢語

與普通漢語的界線是開放的、模糊的。而從語體的角度來看，商務漢語接近

於正式的語體，因此在教學中應該納入口語的正式語體，讓學習者學習得體

的應對。最後，語言與文化不可分割，而商務漢語更是處處體現文化的特色，

這也是商務漢語教學中需要解決的問題。 

 

四、 啟示與小結 

本節由商業與語言的關係作為研究的開始，了解商業與語言的關係之後

再看商用華語的範圍，並由其中檢視商用華語的特點。 

由於經濟活動與人類活動本就息息相關，而語言交際行為更是經濟活動

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隨著經濟發展日漸複雜，商用語言的範圍已經不再

針對貿易活動而言，而演變成各種複雜的商業活動，商業活動有不同的層次，

他可以是日常的、基礎的，也可能是專業的談判媾和。 

而從經濟交際學的觀點來看，經濟交際學的研究中可以提供我們對於跨

文化的交際會產生什麼樣的障礙有所理解，了解會產生什麼障礙，才能對症

下藥，融入教材。不管企業內部或外部都可能遇到不同層級的交際障礙。以

溝通順利與否來論，基礎障礙帶來的影響最大；但論及心理上的接受度，則

以最高層障礙文化因素所帶來的影響最多。對於華語商用教材來說，不僅僅

是解決最基礎的語言問題，也不只是最高階的文化因素，處於中間的還有其

他社會因素，專業知識等因素，而這些都應該納入考量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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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在國際化企業增多下，企業內部所產生的基礎性障礙也開始增加。

在商用華語教材研發的領域內，可增加公司內部的運作的內容，以此為背景

做為教材內容的主體。 

本節另一部分是討論商用華語的特點，可由以下幾點看出： 

1. 商用華語有兩方面的目的，一是語言學習的目的，二是有其專門

目標性 

2. 商用華語是專用語中層次最廣的，因其深入一般民眾的生活，因

此交際性也最強 

3. 商用華語中內含許多中華文化因素及文化知識，由商用華語中具

有婉轉典雅的語體風格可見 

下一節將針對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的編寫探討研究，從針對性、專業語言

教材編寫，華語分級等觀點切入。 

 

第二節 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編寫 

劉珣(2000)指出教材體現了語言教學最根本的兩個方面：「教什麼」和「如

何教」。因此研究專業華語教材的編寫，應該從這兩個方面著手。「教什麼」

所說的就是教材的針對性，而教材編寫方法則體現了「如何教」的層面。 

本節第一部分討論商用華語的針對性；第二節則討論專業教材編寫，因

為專業語言教學中發展最成熟要算是專業英語教材，因此本節將以專業英語

的觀點切入，再結合一般華語教材編寫的概念來探討商用華語教材設計編寫。 

最後一部分則由初級程度華語的教材編寫切入探討。 

 

一、 商用華語的針對性 

李泉(2004)指出針對性涉及教材編寫理論和實踐的諸多方面，被公認為

對外漢語教材編寫的一個基本原則。因此在討論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的編寫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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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先行討論編寫華語教材的針對性。 

1. 教材編寫的針對性研究 

李泉(2004)指出現在對於教材的針對性原則還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僅

只有針對學習者年齡、目地語水帄、學習目的與時限、課程類型等簡單且表

層化的概念。因此李泉認為確認教材的針對性應該有下列的過程： 

 針對性的範圍分析 

 針對性的取捨分析 

 針對性的措施 

 針對性的實施 

 針對性的體現 

李泉指出其中前面四項都屬於只是紙上談兵：「針對性的範圍分析」是確

認教材針對性相關的主客觀因素，當中包括分析學習者自然及社會特點、心

裡需求、目標需求還有學習環境及條件。另外還要徵詢使用教材的學校機構

及教師對於教材的具體意見。蒐集以上的資訊，即可進行「針對性的取捨分

析」以確定具體的使用對象還有編寫目標。根據具體的使用對象還有編寫目

標，接著可以在教材編寫上的每個方面及環節上思考該如何切入，也就是上

列「針對性的措施」的步驟。最後研究確定使怎麼樣的手段、語言材料、來

落實這些具體的針對性措施就是「針對性的實施」。然而最重要的是在教材中

體現出來。然而前置的作業越是完備，教材的針對性就會大大提高。 

李泉也對「針對性的體現」提出以下看法。他認為教材的針對性可以體

現在： 

 課文的編寫與選擇 

 語法項目 

 注釋 

 生詞、翻譯、練習、文化點的融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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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商用華語教材中的針對性研究 

由上面所述，華語教材編寫的針對性，頇經過對於學習者的特性及需求

進行範圍分析。多位學者在相關的論文中，也針對了商用華語的學習者進行

分析研究。 

劉麗瑛(1999)在研究經貿漢語的相關論文中針對主體(學習者)的需求有

以下的分析。劉麗瑛認為學習者的來源或是成分或有不同，但學習目標都是

將漢語做為服務於跨文化經濟交際的一種手段來學習。而這樣的學習者有以

下的特點： 

 學習動機強烈 

 學習策略實際 

 專業需求迫切 

 技能需求實用 

劉麗瑛指出這樣的學習者對於學習的內容有更多主體的意識，參與性更

高，也因為職業性的需求，讓學習者更為主動的利用各種策略，強化自己的

學習。另外，學習者對於專業有其優勢，同時也是引發學習興趣的要素。 

袁建民(2004)分析商務漢語的學習者，有以下三種類型： 

 事業指向型：此種類型的學習者學習目標明確、求知面廣、要求

速成 

 未來設置型：此類的學習者希望藉由學習商務漢語，打下未來就

職或事業基礎 

 興趣驅動型：此類型的學習者本身研究經濟，因興趣濃厚，求知

面也較寬廣 

袁建民指出這些學習者以中青年為主，素質高且有社會經驗。而目標都

希望在中國經貿相關的方面有所發展，因此對於學習的內容追求高效、學以

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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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菡幽(2005)指出學習者想要獲得的不僅僅是一般語言能力和語言交際

能力，而是以這些能力運用在商務場合中。這些學習者已經有豐富的專業知

識或實戰經驗，他們欠缺的是在商務場合中運用漢語進行交際活動的能力，

這也就是這一門課的目標─培養學習者在商務場合下的語言能力和語言交際

能力。 

沈庶英(2006)由兩個觀點來探討經貿漢語的學習者，一是需求，二是學

能。由需求的觀點來看，經貿漢語的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就是為了在具體的語

言環境(商務交際)中運用。因此學習者不僅有學習漢語的要求，也有針對經

貿知識學習的要求。而由學能來看，就是學習者學習第二語言的潛在能力。

針對經貿漢語學習者來說，就是對語言的理解和言語交際能力的掌握，更進

一步擁有運用漢語思維的能力。 

張黎(2006)從商務漢語的學習需求分析，將學習商務漢語的人分為兩類，

一為在校學生、二是工商業職業人士。針對工商業職業人士，發現有以下的

學習需求： 

 從學時上來看，在職人員更多希望參與非全日制，非學歷教育 

 從教學組織上來看，在職的商務人員需要分散的學習，而非集中式

班級式的教學 

 從學習者自身的水帄來看，在職的商務人員大多需要入門階段的商

務漢語 

 從語言學習內容的範圍上看，在職人員的單項技能需求，尤其是口

語能力，大於綜合技能的需求 

楊東升、陳子驕(2009)在商務漢語課程總體設計相關的論文中，針對教

學對象的特點分為自然特徵、學習目的、學習的起點、學習時限進行以下的

分析整理： 

 自然特徵： 

 多為年輕人，年齡在 20~35 歲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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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已大學畢業，有的已經有工作經驗，有一定的商務基礎知

識及實戰經驗，因此學習能力強，接受度高 

 學習目的：以職業工具為目的 

 學習起點6：很多來自企業的學習者並沒有漢語基礎，但卻急切

的需要利用漢語進行商務交往活動。因此它們需要盡快進入商務

漢語學習，並且學以致用 

 學習時限：針對已有中級漢語能力的學習者經過一年的集中培訓

應可具備用漢語進行商務實踐活動的能力，而針對零起點的學習

這來說，則需要更長的時間 

 

二、 專業語言教材編寫 

在英語教學中有一種針對特殊需求而決定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的教學方

式，稱之為專業英語教學，簡稱 ESP(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在

Hutchington & Waters(1987)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A learning 

centered approach.” 一書中，開宗明義的主張專業英語教學(ESP)就是一

種「以學習為中心」的語言教學。而在此概念之上的專業英語教學頇分為四

個部分探討： 

1. 第一部分：了解什麼是專業英語 

2. 第二部分：了解學習者需求，理解教學所需內容之後所進行的課程

設計 

3. 第三部分：進行課程設計之後進入實踐的過程 

4. 第四部分：討論專業英語教師在專業英語課堂及教材中所扮演的角

色 

                                                 
6 楊東升、陳子驕(2009)同時指出這種現實與多數專家學者的觀點產生矛盾。多數學者認為做為一種

專業語言，必須先解決基礎漢語的語言問題，因此商務漢語因針對中高級以上的學習者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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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2 以學習為中心的課程設計 

(資料來源：譯自 Hutchington & Waters(1987)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A learning centered approach.”p.74) 

由圖二-2可以很明白看出教材設計與課程設計是密不可分的，先進行課

程設計，才有針對課程設計教材的實踐部分。因此在設計專業英語教材之前，

必頇了解課程設計的過程以及內容。Hutchington & Waters(1987)提出了以

學習為中心課程設計過程，以及影響課程設計的因素。 

其中每部份都是相互影響的。先是確認學習者是誰，分析學習者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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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learning situation)，還有其目標情境(target situation)，加上學

習理論，還有語言理論共四項因素。由學習情境還有學習理論可以確認學習

者的態度、需求以及潛力；由目標情境還有語言理論可以確認學習者目標情

境中所需的語言技能還有語言知識，綜上所述進行大綱編寫、教材設計。爾

後進行評估。Hutchington & Waters(1987)認為此過程是動態的，循環的進

行課程設計。 

Dudley Evans & St. John(1998)統整上面對於專業英語的探討，提出了

針對專業英語深入且多元的概念，Dudley Evans等人認為專業英語具有以下

的屬性： 

1. 絕對屬性 

 考量學習者的特殊需求而設計 

 善用針對這些學科所設計的方法以及活動 

 著重適合這些活動的語言 

2. 可變屬性 

 針對特殊學科設計 

 可在特殊的教學環境裡，運用與一般教學不同的方法 

 主要針對成人、大學，或是專業人員而設計 

 一般針對中高級以上學習者，但也可以針對初級階段的學習者設

計 

教材使用的方面，Hutchington & Waters(1987)認為有三種方式： 

 採用現有教材 

 自行設計編寫教材 

 改編現有教材 

若是採用現有教材，必頇進行教材評估(material evaluation)；若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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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設計編寫頇經過教材發展(material development)進行教材設計；第三項

是結合前兩項的過程進行改編，因此不另外說明。 

 教材評估(material evaluation) 

 針對教材評估，Hutchington & Waters(1987)提出教材的評估過程，其

中有四項步驟(如圖二-3)，由於現有教材與課程設計之間一定有其差距，因

此必頇同時考量客觀條件及主觀期望，以評估該教材的符合度及適用性。 

 

圖 二-3 評估教材的過程 

(資料來源：譯自 Hutchington & Waters(1987)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A learning centered approach.”p.98) 

關於評估教材的過程及觀點，之後的學者也相繼提出評估教材的方式，於

此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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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1987)在如何選擇教材的問卷中提供了三個角度的評估方式： 

1. 教材是否符合學生需求？ 

以學生的觀點，從教材的樂趣、文化是否易於接受、篇幅長度難度、是否

真實、是否兼顧語言技能及知識、是否帄衡的綜合發展、是否有足夠的交際

活動來評估。 

2. 教材是否符合教學的需求？ 

以教學者的角度，從內容版面、是否便於使用、建議的教學方法是否合用、

彈性、是否有足夠的輔助資料、等方面評估。 

3. 教材是否符合課程標準的需求？ 

以課程標準來看，是否遵循課程標準但不拘泥、是否由淺入深、是否有明

確的教學對象和目標、是否有利於學生進一步學習等做評估。 

Brown(1995)也提出教材評估的方法必頇考慮背景，與課程的配合度、有

形安排、輔助的特色、還有衡量專業能力等條件，才得選用適當的教材或輔

助資料。 

趙金銘(1998)在針對教材編寫的現狀，擬定了一份教材的評估表，共分為

八個部分進行教材評估：教材的前期準備、教材的教學理論、教材的學習理

論、教材的語言使用、教材的選取材料、教材的練習編排、教材的註釋解說、

教材的配套。 

 教材發展(material development) 

跟一般英語教學比較，Hutchington & Waters(1987)指出專業英語教學

主要的特色之一，就是教師得自行編寫教材。專業英語教材編寫應該依循教

材編寫的模式(model)，在 Hutchington & Waters提出的教材編寫模式中，

最主要的四個要素是：輸入(input)、語言(language)、內容(content)、任

務 (task)。Hutchington & Waters(1987)也個別解釋了這四個要素的內容： 

「輸入」可以是對話、文章、影像、表格或是任何的語言資料。這些「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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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資料應該提供促進活動進行的材料、新的語言學習項目、正確的語言

使用、提供會話的話題、讓學習者有機會自行處理訊息、讓學習者有機會運

用自己已知的知識。 

有了「輸入」以後，可分為「內容」(content)和「語言」(language)。

「內容」指的是教材中利用非語言知識的內容產生有意義的溝通；「語言」

(language)則是指教材中提供學習者足夠的語言知識並提供學習者機會去個

別理解和組成語言的項目(language items)。語言學習的最終目標是進行語

言使用的「任務」(task)。 

完整的專業語言教材編寫的模式如圖二-4： 

 
圖 二-4 專業教材發展模式 

(資料來源：譯自 Hutchington & Waters(1987)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A learning centered approach.”p.118) 

 

McDonough & Shawn(1993)針對語言教材設計的程序提出語言教學的設計

模式(如圖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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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5 McDonough & Shawn的語言教材設計模式 

(資料來源：McDonough & Shawn(1993) “Material and Methods in 

ELT”p.5) 

McDonough & Shawn(1993)指出語言材料需針對學習者的需求、年齡、語

言程度等特質並考慮學習場所的條件之後，擬定教學目標及大綱，最後設計

教材。 

楊家興(2000)對教材發展工作的設計建議也相當值得參考。他把教材發

展分為四個階段：分析階段、設計規劃階段、發展製作階段、評量階段，各

階段詳細的發展內容如下表二-5： 

表 二-5  教材發展工作之設計過程 

分析階段 學習者分析 

目地分析 

資源分析 

設計規劃階段 目標設計 

內容設計 

策略設計 

媒體規劃 

環境規劃 

發展製作階段 撰寫說明與範例 

撰寫活動與回饋 

撰寫作業與評量題 

撰寫媒體配合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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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讀取結構 

決定印刷樣式 

評量階段 專家評量 

前測 

總結性測試 

(資料來源：楊家興(2000) “自學式教材設計手冊”p.26) 

 

三、 初級華語教材編寫 

葉德明(1999)提出在四個學習階段的教材編寫重點，其中第一階段就是

針對初級的學習者，簡述如下： 

1. 利用每天所接觸的情境作為教學重心，以語境化的方式配合句型練

習才有意義。 

2. 語音、語法、詞彙、語用漢字認寫都應以生活的文化背景為目標。 

3. 教學口說語應以合詞為單位，並注意語音練習。 

4. 教材內容從簡易口說詞彙，進展到以連貫的敘述來表達完整語義。 

其他語言分級的標準也可做為初級華語教材編寫的參考： 

「華語能力測驗」(Test of Proficiency-Huayu)是參考《歐洲語言學習、

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所建立的等級標準，華語能力測驗分為基礎、初

等、中等、高等四級，其中針對基礎級的學生，有以下的能力標準的說明： 

「在發音清楚且語速緩慢的情況下，學習者能夠理解與個人切身相關的

訊息與常用詞彙，例如：個人資料、家族成員、購物、所處環境、工作等等。

對於與日常生活相關的主題，如工作常用語，學習者也能清楚理解其簡短、

簡單的內容。 」 

而回到《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2008)，其簡稱為

CEFR，依照語言學習分為三階段：初學階段、獨立階段、精通階段，並以此

分三等級，等級下更細分為二，共六個等級，以交際活動、語言策略、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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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際能力等指標，分別為不同等級者在其等級內應具備怎麼樣的知識和能力

進行描述。CEFR的初學階段分為 A1入門級和 A2初級。下面是針對 A1入門

級和 A2初級整體能力的描述： 

表二-6  CERF初學階段測評總表 

初學階段 

A2 初級 能理解最切身相關領域的單獨句子和常用詞語，

如簡單的個人與家庭信息、購物、四周環境、工

作等。能就自己熟悉的或慣常的生活話題完成簡

單而直接的交流。能用簡單的詞語講述自己的教

育經歷、周邊環境以及切身需求。 

A1 入門級 能理解並使用熟悉的日常表達和一些非常簡單的

句子，滿足具體的需求，會自我介紹和介紹他人，

並能向他人提問，例如：住在哪裡、認識什麼人、

有些什麼東西等等，也能就同樣的問題作答。在

對話人語速慢，口齒清楚並且願意合作的情況

下，能與之進行簡單的交流。 

(資料來源：摘自《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框架：學習、教學、評估》2008中譯

版 p.25) 

另外在《商務漢語考詴大綱》(2006)，簡稱 BCT(Business Chinese Test)，

共分為五級。當中針對各等級的語言功能、所需語言知識等也做了清楚的描

述。然其考詴設定的學習者已有在一般生活中進行最基本的漢語交際，低於

其標準的漢語能力不列於中，本論文列舉 BCT一、二級標準作為編寫參考： 

表 二-7  BCT一、二級語言功能、知識、交際任務之描述 

等級 語言功能 語言知識 交際任務舉例 

一

級 

尚未具備在

商務活動中

運用漢語進

行交流的能

力 

 能回答與日常

生活密切相關

的問題，並能

問一些簡單的

問題 

 能使用一些最

基本的語法結

構 

 詞彙量很有

限，尚未掌握

最常用的商務

詞語 

 在理解語表達

 簡單問候，致

謝 

 簡單尋求幫助 

 識別簡單的帶

漢字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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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尚無語體

意識 

二

級 

在商務活動

中可以運用

漢語進行基

本的交流 

 能詢問和給出

有關的個人信

息 

 能表達看法、

需求，能表達

肯定和疑問 

 和接受抱怨，

能道歉和接受

道歉 

 能發出邀請，

能接受或謝絕

邀請 

 初步掌握漢語

的基本語法結

構 

 有一定的詞彙

量，掌握少量

最常用的商務

詞語 

 理解一些正式

用語與非正式

用語的差別，

一般使用後者 

 問路及指路 

 一般購物 

 訂票，訂房

間，收寄郵件 

 寫簡要的留言

條 

 接待賓客 

 求職應聘 

(資料來源：摘自《商務漢語考詴大綱》(2006)p.4) 

 

四、 啟示與小結 

本節以初級商用教材編寫為題，從商用華語教材的針對性，以及做為專

業語言的商用華語的教材編寫的過程，以初級為對象的教材編寫，整理相關

的分級資料作為編寫參考依據。 

教材編寫的針對性原則的重要不言而喻，多位學者針對商用華語教材的

針對性進行研究發現，從對象來看，學習商用華語的學習者多是對於現在或

是未來事業發展為趨向，因此學習動機強烈，並要求專業及實用，所以其所

要求的不只是語言能力，而更著重於語言交際能力，但學習時限短，所以更

講求學習策略的明確。 

以專業語言的觀點來看，專業語言是以學習為中心的教學，專業語言與

課程及學習者密不可分，確認學習者本身具有的及他所需要的，然後根據學

習情境及目標需求進行分析，才能建立課程教材。而為符合專業語言的課程，

對於教材的選擇可以利用教材評估，或是自行發展等方式。 

針對初級程度的教材編寫，根據 CERF對於初學者能力的描述還有 BCT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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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初階學習者應具備能力之描述，整合初級商用華語教材所應具備的項目內

容，以及其所應教授的語言能力，發現初級華語教材偏重個人的資訊獲得與

傳達，與商用華語分級中較強的交際功能有所差別，這也是商用華語教材與

一般華語教材在編寫內容上很大的不同。然而無論是一般華語教材還是商用

華語教材，針對初級程度的編寫上，尤其在交際功能等敘述仍有其普遍性，

也能做完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編寫的參考。 

 

第三節 商用華語的內容 

相較與早期的商用華語教材偏向貿易談判範圍，但隨著中國經濟發展，

經濟模式日漸豐富多樣化，商用華語的內容已經不僅僅限於進出口交易，貿

易談判等項目。為符合這個趨勢，近期已有學者詴著從專業語言的角度分析

商用華語的內容範圍。第一節已針對學者對商用華語的範圍的看法做了整理，

本節將以學者利用專業語言教學進行商用華語內容的深度分析來看商用華語

語言技能之間的關係。 

一、 商用華語的內容分析 

錢敏汝(1997)論及交際行為可能受到社會性或是文化性因素影響交際是

否成功，但在經濟交際領域中所會造成的交際障礙，錢敏汝另外納入了專業

知能的項目。將語法結構所形成的障礙列為基礎性障礙，而因缺乏專業知識

造成的交際障礙列為第一性障礙，而最高層障礙則是因為文化理解造成的障

礙。由圖二-6所示，經濟交際中最基礎的障礙來自於語法結構的傳遞影響最

大，但若以交際過程中心理的接受程度，則以最高層障礙文化因素所造成的

障礙是最容易產生消極作用的，這提供了商用華語內容分層研究的初步。 

企業內部的經濟交際可畫分為管理型和技術型，管理型牽涉的是權力、

職權、人際關係等；技術型的部分則是技術設備及生產程序等部分。錢敏汝

將過程分為基礎性障礙到最高層障礙的層次，依次影響了對於信息傳達及文

化接受的程度。國際化企業內部從基礎性障礙到最高層障礙都可能出現。而

企業外部的經濟交際行為則是透過語言行為支持和促進產品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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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6 交際過程中隊信息傳遞及心理影響力 

(資料來源：錢敏汝(1997)。經濟交際學縱橫觀。當代語言學，11，5-14) 

劉麗瑛(1999)指出經貿漢語的教學內容，應先明確分為兩個問題，一是

選擇什麼的教學內容，二是內容確定以後如何編排。在前項教學內容的部分，

劉麗瑛(1999)認為學習者的職業性需求決定了專業內容的選擇；教育性需求

決定了語言內容的選擇；而跨文化的需求則決定文化內容的選擇。不管哪一

項內容，都要透過語言技能的訓練來培訓學生言語能力及言語交際能力。整

個內容可由圖二-7看出。劉麗瑛明確的將教學內容分為三個部分，職業性的、

教育性的、跨文化的。這可以做為教材編寫項目的依據及參考。 

 

 

圖 二-7 經貿漢語的教學內容 

(資料來源：劉麗瑛(1999) 經貿漢語教學初探，世界漢語教學，4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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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黎(2006)透過 ESP專業語言教學的理論，指出專業語言教學的需求分

析上總體而言可分為目標情境分析，及學習需求分析。目標情境分析便跟商

用華語的內容有關。張黎的研究中蒐集了 22名北京語言大學經貿漢語系畢業

生的工作情況，進行了目標情境分析。他發現這些商務人員與中國人之間的

語言交際，涉及了商務工作交際，和日常生活交際兩大方面。前者毫無疑問

屬於商用範圍，但後者就存在著許多爭議。張黎指出，若以專業語言教學的

角度來看，針對的就是從事某個領域的人員特定需求的教學，所以商務人員

在跨語言交際中所使用的日常生活語言也應看作商務漢語教學的內容。 

根據上表歸納出商務漢語目標情境中所需的交際技能正與劉麗瑛(1999)

所提出的不謀而合，分為三項： 

1. 漢語語言交際技能 

2. 商務專業交際技能 

3. 跨文化交際技能 

其中針對漢語與言教際技能方面，張黎(2006)有更細緻的分層，共分為四

個層次，可由圖二-8 看出： 

 

圖 二-8 商務漢語語言交際技能層次 

(資料來源： 張黎(2006) 商務漢語教學需求分析，語言教學與研究，2006

年第 3 期，55-60。) 

禮節性的交際技能學習對建立良好的商務關係有促進的作用；生活交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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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學習有助於消除商務人員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障礙；商務信息交流技能是

體現商務交往中所需的詢問、陳述等能力；協商洽談的技能是更複雜一些的

分析，論證及說服能力。四種層次由低到高，由淺到深，可由學習者依自身

的需求及條件選擇學習到哪一個層次。 

另外兩項，商務專業交際技能和跨文化交際技能就是分別在商務專業知

識上的傳遞，以及在針對商務交際中跨文化因素，例如習俗、慣例等。由於

每個學習者會因自身的條件或是需求而不同，有些人需要極專業的商務知識，

有些則否；有些工作內容屬於公司外部的交際，與機關單位，或是客戶接觸

機會多，跨文化因素更顯重要。因此在商務漢語教學中，都是不可或缺又極

具彈性的面向。 

沈庶英(2006)的論述同樣將商務漢語技能分為不同層次。雖然沈庶英是

以經貿漢語綜合課做為研究的主題，但其提出的層級概念也具有相當的參考

價值。 

 

圖 二-9 經貿漢語的層級概念 

(資料來源：沈庶英(2006)經貿漢語綜合課的定位，2006年第五期，

p75-80) 

沈庶英認為經貿漢語課程內容可以分為：漢語通用語言知識、經貿語體

特有的語言知識、經貿文化知識。語言知識貫穿了前兩個部分，經貿知識則

包含後兩個部份的。由圖二-9可以看出，語言知識與經貿知識在經貿漢語中

是相輔相成，無法分割的。語言是外在的表達形式，經貿是內涵。這三個部

分並非帄行，而是由淺入深。通用語言知識是一切的基礎，經貿語體特有的

語言知識則是在既有的基礎上添加經貿相關的專業詞與與句式表達。經貿文

化知識則是第三個層級，包含政治、經濟、心理、習俗、民族、歷史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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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面廣泛。由課程內容來看，經貿語體特有的語言知識與經貿文化知識，構

成了經貿漢語有別於其他漢語課程的根本；從知識層面來看，語言知識構成

了漢語通用語言知識和經貿語言特有的語言知識。經貿文化知識則由文化知

識層面構成。圖二-9就是經貿漢語內容的全貌。 

 

二、 文化因素影響下的商用華語詞彙、語體、語用 

文化因素對於商用華語是否有影響？在哪些方面有影響？這也是研究商

用華語相關的學者感到有興趣的問題，下面整合學者意見來探討文化因素對

於商用華語影響的層面為何。 

羅燕玲(2003)指出在實際教學中，詞彙教學是很重要的一個環節。尤其

商務漢語在語體風格的特殊性，使商務漢語的詞彙教學的部分與通用漢語有

很大部分的不同。又因傳統文化的影響，讓商務漢語中有謙遜語、模糊限制

語、委婉語上有其特色及使用方式。這對於商用華語教材的編寫，有很大的

啟示作用。 

朱黎航(2003)指出因為語言的複雜性，人們的語言風格會隨著個人主觀

因素，傳統文化以及語言交際背景的影響產生不同的變體。按照交際方式，

語體可分為口語語體、以及書面語語體；依照交際背景，有可分為正式語體

和非正式語體。商務漢語的交際背景無論書面語還是口語，多屬於正式的語

體，因此語體風格偏為莊重、委婉、文雅。這與中華文化是有緊密的關係的。 

樓益齡(2004)認為，語言的文化語碼是語詞、語句中的非字面意義，是

言語行為中的隱含非明說的意義。對話商務漢語教學中，文化的介入是很明

顯的，在商務漢語中的文化語碼現象可以分為語詞文化語碼和言語文化語碼。

樓益齡同時指出語詞文化語碼是語詞的基本意義遷移而成的，有歷史的、語

言的背景，也有約定俗成的因素，同時反映了漢民族倫理的思維，或是宗教

思想的闡釋，心理的投射。有些詞彙在不同的語境中會遷移成不同的意思，

像是牛被引申為勤懇的代名詞就是一例。另外一個方面，作為漢語詞彙特色

之一的成語，在商務情境中也被相當廣泛的應用。其他像是忌諱語、委婉語



第二章 文獻探討 

 

39 

 

也都體現了文化差異，不同的文化語碼。 

覃俏麗(2009)認為言語交際中有不少語用規則和語用策略，大多形成了

規約化的表達方式，其最高原則是得體。覃俏麗以文化的概念分析商務漢語，

有以下的語用規則： 

1. 等級觀念影響下的語用規則：中國人的等級觀念反映在稱謂語中，這

是在交際中傳遞給對方的第一個訊息，反映交際雙方的角色身分、地

位以及親疏。 

2. 尊人卑己觀念影響下的語用規則：中國傳統文化中群體的概念大於自

我，因此在交際中常以自謙或是貶低自己的方式，表示禮貌謙虛。 

3. 「和為貴」觀念影響下的語用規則：中國人的民族性格中有含蓄的特

點，因此交際中往往不直接表達自己的意念，而以委婉含蓄的方式表

示，不喜歡正面衝突。 

反映在商務漢語口語詞彙上，朱黎航(2003)已提出本身具有獨特語體性

質的漢語詞彙不少，像是敬詞、婉詞、謙詞等，如下表： 

表 二-8 具有獨特與體性質的漢語詞彙表 

敬詞 貴、尊、令、惠、敗、光臨、諸位、光顧、閣下…… 

婉詞 方便、告便…… 

謙詞 鄙、敝、見笑、哪裡、冒昧…… 

套語 久仰、恕、賞光、笑納、幸會…… 

文言詞彙 接風、洗塵、餞行…… 

(資料來源：朱黎航(2003) 商務漢語的特點及其教學，暨南大學華文學院學報，

2003 年第 3 期，55-60) 

而這些特殊詞彙的使用就是朱黎航認為在商務漢語的口語形成莊重文雅

性質的原因。 

羅燕玲(2003)針對了在商務漢語中的謙敬詞、委婉語與模糊限制語的使

用也做了相當篇幅的研究。羅燕玲認為謙敬語有助於調節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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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務活動中，透過言語顯示尊重，謙恭有禮會讓交際順利得多，但謙敬語

的選用在商務漢語中是一難點，其中尤以表稱謂的謙敬語還有表客氣的謙敬

語為重。 

親屬稱謂語在漢語中是一大特色，它使大部分的社交稱謂有了家庭化的

傾向，商場上的朋友常互稱兄弟以拉近雙方的關係，另外就是官職的稱謂或

是職業的稱謂等等。表達客氣的謙敬詞也大量出現在商用漢語中，像是初次

見面使用的、或是商業活動過程中常使用的不勝枚舉。不過針對謙稱語，羅

燕玲也指出交際中雖然有意識抬高別人，貶抑自己是一種禮貌的表面，但這

是商業活動間的語用情況，若是一般交際使用起來就顯矯情，所以配合交際

雙方的地位，親疏、職業性別以及交際的場合，才能使學習者學習得體的使

用。 

另一方面，羅燕玲(2003)認為為顯示交際的嚴肅性，商務漢語常帶大量

的書面語詞，大多雙音節的詞與書面性質較強，其對應的口語常為單音節詞，

例如，購買─買、忙碌─忙。但這並非有一定的規律。這與古漢語以及漢語

構詞有一定的關係。因此在教學中若能帶入漢語構詞方式，對於學習者的理

解有所幫助。 

路志英(2006)針對了文化在商貿漢語中的地位，有以下的闡釋。在交際

信息傳遞程度上，語法的影響是最大的；但在交際雙方心理影響力上，文化

的因素是最大的。路志英指出現在針對文化對商務漢語影響的部分各有看法，

分列如下： 

1. 文化差異產生的文化衝突點上進行商務漢語知識點安排 

2. 針對受文化影響下的企業經營理念風格以及商業心理、價值觀等 

3. 文化對於語體風格與表達形式的影響 

4. 文化在語言得體性上的影響，像是場合以及禮俗等 

本節針對商用華語內容分析，蒐集學者論述，總結歸納出商用華語的層

次以及技能需求，商用華語的內容可分為專業內容、語言內容以及文化內容，

其層次可以從最禮節性的交際，一般生活交際到商務訊息的交流，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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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協談洽商的最高層次。 

另一方面，文化的內容對於商用華語的內容影響很大，包含禮節性的習

慣，含有禮節性的詞彙在商用華語中經常出現。商用語言中體現了文化概念

還有尊人卑己，以和為貴的概念，這也深深地影響的商用華語的內涵以及表

現方式。 

 

第四節 啟示與結論 

本章以商業與語言的關係切入，並加入專用語研究觀點，整合學者意見

認為，商用語言是深入一般的生活，最具口語特質的語言，因此在專用語分

層研究中階層低，接近一般口語形式，因此商用華語的範圍，也較其他專用

語更為廣泛。以經濟交際學的觀點來看，經濟交際不僅只有企業外部，也有

企業內部的交際，其所牽涉範圍廣，而就影響程度來說，語言的障礙對於交

際順利與否的影響力最大，而文化理解對於接受度影響力最大。 

由專用語研究的觀點結合商用語言的範圍及特點，研究者認為應用在商

用華語教材的編寫上，尤其是針對初級程度學習者，應該以解決語言問題為

主；而相較現在教材內容多以公司外部交際為主題的現況，提高公司內部交

際的比例，以貼近初級程度學習者的生活，文化理解部分也以初學者容易接

觸到的情形做為教材的輔助部分。 

以教材編寫的角度來說，首先最重要的是商用華語的針對性，商用華語

針對的對象有其特殊性，目標性明確，也因此影響了課程的安排以及策略。

專業語言教材的編寫與其課程脫不了關係，對於專業語言的需求情境分析以

及學習情境的理解，都影響了課程及教材的編寫，一般來說專業語言課堂的

教材可擷取現有的教材，但頇經教材的評估；也可以自行發展，自行研發教

材關心的是，教學前的前導，輸入內容，輸入內容包含專業的部分及語言的

部分，結合兩項後輸出，輸出的目的需能解決任務，並加以應用。而另外一

個研究角度則是從初級教材編寫切入，分級的標準及初級學習者所需技能，

都應以圍繞在學習者的身旁的情境為主，以語境領導句型教學，以口語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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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篇敘述是初級教材編寫的重點。 

針對性對於教材編寫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研究者從專業語言教學以

及初級話語教材編寫兩個針對性強烈的觀點切入，由文獻的整理了解初級商

用華語教材編寫的方向及方法，應用在實際的教材編寫上有幾項啟示：一方

面是針對學習者需求的研究對專業語言教材編寫來說，是相當重要的先備工

作，這包含學習者需求的調查，以及對學習者本身的理解。因此需要有細緻

的需求分析，才能提供教材編寫足夠的資訊。也因為學習者的性質，教材本

身扮演的角色是讓學習者能夠快速從語言知識理解達到實際運用的目的，因

此在編寫教材上，實際應用的部分更顯得重要；另外一方面，由對初級程度

的能力描述，可以發現商業人士與一般語言學習者的不同之處。一般初級程

度的學習者著重於自身對於資訊的理解以及傳達，然而商用語言重視的是人

與人之間的交際，即使是初級程度也不能忽略雙方交際的過程以及所需要的

語言功能。因此後者所需的語言功能比起前者更豐富多元，以學習者自身所

觸及的情境來領導教學，並以交際功能為重都是初級商用華語教材不能忽略

的成分。 

第三部分深入討論商用華語的內容，包含職業性的、語言性的、文化性

的，學者將商用華語教材的內容細分為不同層次，在不同層次中解決不同階

段的問題，然而，各種內容實際涉及何種情境，並且如何融會應用至教材內

是教材設計應解決之問題。學者也不約而同提出文化的重要性，文化的因素

尤其不可忽略，因為它影響了華人做生意的方式、思考方式，這都是在商用

華語教材中極為重要的關鍵。而哪些文化點應該列入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當中，

而在教編排中應該如何配置，都是教材設計重要的部分。 

由涉及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的相關文獻的理解與統整，對於初級商用華語

教材的設計得到以下的啟示： 

1. 針對初級學習者，應從學習者身旁的環境做為教學的內容，以適應

學習者需求。因此應增加公司內部之內容，由內而外，由公司生活

語言開始再進階到專業語言。 

2. 商用華語以溝通交際為重，因此在教材編寫中應該重語境，以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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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句型設計，語境應為初學者所接觸之環境為主，然而實際上有

哪些語境是初學者所接觸的則需要透過調查得知。 

3. 解決初學者語言理解障礙問題的同時，也不能忽略文化理解在商業

環境中所佔的份量，因此在初級商用華語教材中應該編入適當的文

化教學。然而文化點牽涉到哪些部分，以及應該如何融入教材，則

需要更進一步的研究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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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及過程 

針對不同的研究主題需運用適當的研究方法，才得以緊扣主題進行按部

就班，最終才能成就其研究價值。本章將呼應─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編寫─的

主題，將逐步說明筆者對於研究方法的選擇、以及搜集商用華語教材相關的

資訊並經由訪談相關領域的教學者以及學習者等過程，並將所得資訊將作為

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的編寫參考。 

第一節介紹本論文所採用的研究方法。第二節針對資料蒐集以及研究歷

程進行說明。第三節綜合上述對商用華語教材編寫具有價值的資料進行分析

小結。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論文的目的在於針對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的編寫進行研究，研究者採取

以下幾種研究方法，分別是「內容分析法」、「調查研究法」、「發展研究法」。

研究的前段將以「資料分析法」和「訪談調查」為主，接下來以蒐集所得資

料以及訪談資訊作為基礎，以「發展研究法」緊扣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編寫的

主題，貫串整篇論文。 

一、 內容分析法─資料蒐集與分析 

內容分析法又稱做資訊分析或是文獻分析(王文科、王智弘，2008，P368)，

在許多研究中常需透過文獻獲得資料，因此使內容分析法有其採用的必要及

價值。 

針對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的設計編寫涉及許多不同的領域，例如專業語言

教材的設計、商用華語的性質，這些相關的議題都已經有相當數量的研究成

果。研究者先蒐集與商用華語相關的文獻資料，閱讀並根據不同的切入點分

析不同的概念，並持續蒐集相關文獻資料，第二章文獻的分析探討，即是蒐

集相關學術文獻，整理相關概念所得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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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資料蒐集不僅僅是相關理論文獻的分析研究，紙上談兵。實務成

果方面也是重要的資料來源。目前坊間已出版了一定數量的初級或是接近初

級商用華語的相關教材問世，海內外大學及語言中心也針對商用華語的主題

開設相關的課程，暫且不論質或量，這些已經存在的資料都極具實際參考價

值。蒐集這些資料的目的在於了解實務界目前的現況，結合理論文獻所建立

的概念為立基，分析現有教材及課程，提供本論文研究的重要方向指標。 

蒐集相關的文獻分析整理不同的概念，分析比較各教材、觀察現有課程

的課程設計，是作為研究前期最重要的工作。 

 

二、 調查研究法─深度訪談 

王文科、王智弘(2008)指出調查研究法中，問卷、訪談都是常見的手段。

深度訪談與問卷相比，具有容易取得完整資料、易深入了解問題核心的等優

點。 

教材的設計關乎課程進行。課程中最主要的兩個角色便是學習者和教學

者。緊扣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的編寫主題，研究者必須兼採兩方的看法意見，

「訪談調查」是最能夠直接得到學習者與教學者兩方對於教材設計的意見及

需求的管道。 

 商用華語教材屬於專業語言教材的領域，陳麗孙、楊藹瑩(2008)提出設

計商用華語教材須網羅相關人士以了解實際商業活動等情形。因此本論文深

度訪談鎖定在台灣或是中國有相關工作經歷的外籍人士，以了解實際工作情

形以及他們在根據現有教材中學習所發現的不足。教師的部分鎖定在外派或

是針對相關工作經驗的外籍人士個別家教的教師群。這一類的教師與華語中

心教師或是學校體系下的華語教師不同在於，他們所接觸的學習者因為學習

的動機強烈，會直接針對自身工作所需提出學習的方向，站在教學的第一線

上，他們最了解學習者學習上的需求，能夠根據經驗提供需求分析中最具有

實務參考價值的看法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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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發展研究 

本論文最終目的是為零起點或初級學習者設計商用華語教材，因此有了

前項資料蒐集歸納分析，及相關人士的訪談整理後進行需求分析，建立初級

商用華語教材的基礎概念及方向，奠基於此進而發展適於零起點或是初級學

習者的商用華語教材，因此以「發展研究」作為貫串本論文最重要的研究方

法。奠基於過去研究的成果，結合現況分析以推論未來的發展趨勢，並以此

作為將來的研究的根基。最終目的在本論文中設計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的範例，

並以此成果做為將來商用華語教材繼續發展的基礎。 

本論文採用了「資料分析法」、「深度訪談」、「發展研究」等研究方法進

行研究，為的是在奠基在理論基礎上，並以質化研究的方式取得現況的理解、

以及使用者的需求。務使本研究對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的編寫提供理論面及實

務面的觀點，最終能提供切合實用的教材編寫方向。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就體

現於此。下一節將詳述細部研究過程。 

 

第二節  研究過程與架構 

在前一節中，研究者針對本論文所採用的研究方法與研究主題的相關性

做了說明。本節則是針對本論文的資料蒐集以及研究過程做更細緻的闡述。

根據發展研究，本論文的研究是一個教材的發展過程，共分為五個階段：文

獻蒐集分析、現況調查、深度訪談、需求分析、教材範例編寫設計，可以下

圖表示： 

 

圖 三-1 研究架構圖 

前三個部分是為之後奠基最主要的部分，是整個研究最重要的核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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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研究過程如下： 

1. 以涉及商用華語相關領域的文獻入手，了解初級商用華語教材性質、

特色以及編寫方向應著重的部分。並區別商用華語以及一般華語教

材之間的差異，深度的探討商用華語教材的針對性。 

2. 蒐集現有初級商用華語教材，從教材主題、編排方式、以及針對其

目標對象進行分析研究，以了解商用華語教材發展的進程。 

3. 調查目前國內外語言中心或是海外大專院校開設商用華語課程，由

課程的現狀檢視教材的需求以及限制。 

4. 進行深度訪談： 

 訪談在台工作之外籍人士。對於華語學習及商用華語教材的看

法，理解學習者真正的需求與現有教材課程的差距； 

 訪談具有相關教學經驗的教師，對於現有教材使用的看法，教

學的困難以及對教材的期待。 

5. 根據深度訪談之內容，整合學習者與教學的雙方所面臨的難點，及

其所需求之內容進行需求分析。 

6. 由文獻探討、現況理解、需求分析所得到的研究成果進行初級商用

華語教材的內容大綱的規劃，並進行教材範例之編寫。 

 

一、 文獻蒐集與資料分析： 

根據本論文的研究主題，筆者將相關文獻主題限定在以下的範圍： 

1. 商用華語的定義、範圍 

2. 經濟交際與商用華語的關係 

3. 專業語言教學 

4. 商用華語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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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論文則以關鍵字「商用 and 中文」、「商用漢語」、「商務漢語」、「經

貿漢語」、「對外漢語教材」從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電子期刊資料庫及 CNKI

中國知網1進行文獻搜索。另外一部分是來自研討會論文，以華語文教學研

究所圖書室所藏之歷屆華文教學相關研討會所出版的論文集為主。 

相關文獻主題撰寫的脈絡，首先圍繞在何謂商用華語這個最關鍵的問題，

從商業與語言的關係切入，進而討論商用華語的範圍以及特性。並且以經濟

交際的概念為商用華語提供不同面向的看法。 

商用華語是一種專業語言，第二部分則從專業語言教學切入，以目前研

究最為廣泛且深入的專用英語教學相關的資料作為初級商用華語編寫的重

要參考依據。伴隨專業語言的性質，商用華語的針對性也在教材編寫原則中

凸顯了其重要。本節也蒐集了關於商用華語的針對性作為參考的輔助，補足

僅僅討論專用英語教學的不足。另外由於編寫對象是針對初級學習者，因此

也針對初級華語教材編寫蒐集資料進行探討。 

第三個部分則直指商用華語的中心主題，也就是商用華語的內容進行文

獻的分析與探討。其中包含了商用華語的主題，詞彙語體呈現方式、以及文

化概念與在商用華語中的地位及結合。融會前兩節概念式的分析，使商用華

語教材編寫更為具體實際。 

 

二、 現況調查 

關於現況的調查分析分為兩個部分，一是教材，二是課程現況。 

教材的部分，目前市面上的商用華語教材與一般華語教材以比例上來說，

並不算多，其中針對華語初學者編寫的教材更是稀少，筆者所選教材的依據

如下： 

1. 適用程度越接近初級者 

根據專業語言教學的概念，專業語言教材應根據學習者本身的程度需求

                                                 
1
 中國知網 http://www.cnk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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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編寫，在第二章已經作了相關的討論。 

由於筆者將以初級程度華語學習者作為對象，為其編寫適用的商用華語

初級教材，因此所選教材因以初級程度教材為佳。然而，目前已問世的商用

華語教材，適用程度多集中於中級以上，當中更多的是針對高級程度的學習

者所設計經貿知識理解或是談判技巧的教材。唯獨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的數量

最少。因此所選教材將以針對初級、或接近初級程度、中級程度學習者等教

材著手。 

2. 內容以會話主題呈現者 

針對學習者的需求，初級學習者多希望能將所學實際利用帄常的會話當

中，在實際使用中增加學習自信及成就感。商用華語教材中有一類較偏重文

章選讀，內容也以現代經濟發展概況分析作為主題。這類教材針對的學習對

象程度較高，選修者除了自身興趣以外，由於企業內部層級較高者比較關心

商業趨勢等議題，為主要教材選用者。 

在現有課程的部分，研究者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針對海外大學所開

設的商用華語課程進行調查，蒐集其相關課程資訊、課程大綱。海外大學以

國別分為日本兩所、中國四所、美國五所，共 11 所資訊。 

日本：慶應大學、早稻田大學 

中國：北京大學、北京語言大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 

美國：威廉大學、南加大、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印第安納大學 

第二部分則是以國內華語中心開設的商用華語課程做為研究的對象，利

用網路搜尋課程的公開資訊，或是親自查訪調查。取得國內七間大學華語中

心資訊，分列如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大學國際華語研習所、臺灣大學語

言中心中國語言組、中國文化大學、淡江華語、中央大學語言中心華語組、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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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深度訪談 

研究者針對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編寫設計的研究主題，針對語教材最有關

係的兩方─學習者與教學者進行深度訪談。訪談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學習者，

研究者欲了解學習者工作的概況，使用中文的情況，藉此了解工作中所無法

解決的問題，並且追溯其學習經歷以了解學習者學習中遇到的困難及對於商

用華語教材編寫的看法；二是針對教學者進行訪談，因教學者作為教材與學

習者的媒介，首當其衝，對於現有教材的缺失或是學習者的需求有深入的了

解。一方面也預知曉在這樣的課堂上教師扮演的角色，以及教材如何針對教

師的需求從旁扮演輔助角色。 

 

四、 需求分析 

需求分析簡言之就是分析目標對象的需求，本研究中除了利用文獻總結

過去研究成果，站在實務的角度進行分析，可謂是本研究最為核心的部分。

根據現況的調查，研究者了解商用課程與教材目前發展的趨向以及其受限之

處；另外根據訪談的結果，研究者可從學習者及教學者雙方的角度切入，了

解實務上初級商用華語教材所需涉及的部分，並藉此回頭檢視現有教材與實

際需求上的差異。另一方面藉由訪談，了解實際需求，並運用在教材範例的

製作上。 

 

第三節   需求分析資料彙集方式 

本論文採用深度訪談的方式進行需求分析研究。訪談的對象如上節所述，

一是在台灣或是中國有相關工作經驗的外籍人士，二是有企業外派或是商務

人士個別家教經驗的教師 。下面針對需求分析資料彙集方式進行說明。 

一、 外籍人士深度訪談 

訪談之前首先根據需求，設計訪談問題。相關的外籍人士尋找，筆者藉

由同學及同事的介紹以及在台灣師大國語中心及台灣大學語言中心的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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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張貼求人資訊，得到七位外籍人士的首肯。經過訪談問題的溝通，約定訪

談日期地點，進行面對面的訪談。 

 七位外籍學習者皆為日籍學生，研究者針對此現象搜尋了相關資料發現，

從主計處2的進出口統計資料來看，日本為台灣進口總值最大的國家，而出

口總值也僅次於中國香港、美國位居第三位。可見本地企業與他國交易最頻

繁的國家也以日本為主。這個現象也反映在找尋訪談對象的過程。研究者發

現在台灣的外商企業中，來自歐美的外商企業，在辦公室中仍是以英語作為

最主要的溝通語言，因此為外籍員工設置中文課或是聘請中文家教的案例不

多。而要求外籍員工或外派人員學習華語的外商企業，以日本企業最多範圍

最廣。H. Douglas Brown(2000)指出，根據對照分析假說(Contrastive 

Analysis Hypothesis)對第二語言習得主要的障礙在於第一語言的干擾，學

習第二語言的的根本要點是克服兩種語言的系統之間的差異。而在研究教材

針對性，多位學者也指出國籍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因此訪談對象集中於日籍

學習者，也有其研究價值。以下為本研究的訪談外籍人士列表： 

表三-1 訪談外籍人士列表 

編號 性別 工作性質 產業 工作地 學習時間 

S1 女 業務助理 電子業 台灣 3 年多 

S2 男 業務 電子業 台灣 4 年多 

S3 男 業務 電子業 台灣 4 年多 

S4 男 業務 食品加工業 台灣 3 年多 

S5 女 顧問 保險業 台灣 6 個多月 

S6 女 業務聯繫 旅遊業 台灣 1 年 

S7 女 工程師 資訊業 中國大陸 1 年多 

訪談過程以一對一的深度訪談進行，歷時約一小時，並經過同意錄音。 

二、 教師深度訪談 

訪談的另外一個對象是教學者。做為教學的第一線，與學習者頻繁接觸，

這些教學者對於學生的需求觀點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另一方面，教學者可

                                                 
2
 主計處統計資料 http://www.dgbas.gov.tw/mp.asp?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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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說是教材與學習者間的媒介，他們對於教材的內容取材、使用能從最實務

的觀點給予建議，因此，也列為研究者訪談對象。 

研究者藉由自身工作的環境及相關教師的引薦，得到六位教學者的同意

進行深度訪談，當中同時經過訪談問題的溝通及其教學現況的了解，約定時

間地點進行訪談，歷時約一小時，並經過同意進行錄音。以下為訪談教師列

表： 

表 三-2 訪談教師列表 

編號 性別 教學年資 課程形態 使用教材 

T1 女 約五年 一對一 《實用商業會話》一、二 

T2 女 一年 一對一 《實用生活華語不打烊》初級

篇 

自編教材 

T3 女 約五年 一對一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一～四 

《實用商業會話》一、二 

商用文章等補充資料 

T4 女 約兩年 團體班 《遊台灣學華語》 

T5 女 約十年 一對一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一～四 

《實用商業會話》一、二 

T6 女 四年 一對一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一～二 

 

三、 商用華語教材蒐集 

研究者選擇《基礎實用商務漢語》、《實用商業會話》、《商務漢語系列教

材》、《BBC初級實用商務漢語》、《經理人漢語》、《新絲路速成商務漢語系列》、

《商務漢語全球通系列》等七套教材進行分析比較，這七套教材皆為 2000

到 2010 年間出版，其中三套系列式教材皆是 2009 年出版，並在系列中包含

針對漢語零起點商務漢語學習者設計的教材。由這七套教材的出版，可發現

零起點或是初學者的商務華語教材的需求增加，而全面性、整體性的教材需

求地位越形重要。 

教材的來源多為研究者在網路搜尋最新教材出版資訊之後，根據上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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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兩個原則進行刪選之後擬出現有可供研究教材之列表，從台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圖書室的藏書中借閱，或經由網路書店等管道購置的教

材。 

四、 現有課程資料之蒐集 

針對鎖定之 11 所海外大學，研究者僅能在各校的網路上蒐集課程大綱

相關資訊。研究者經由搜尋引擎或是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的資源

連結搜尋海外大學商用課程開設相關資訊。目前海外大學對於課程線上資訊

的建立相當重視，因此有關課程大綱或是開課資訊都算透明，也有助於研究

者在資料蒐集上的便利。 

國內的七所語言中心資訊，研究者以己身之便，親自查訪或是藉由課程

網路資訊蒐集。 

 

第四節  維持研究品質 

研究過程中難免因主觀或客觀因素造成研究中的缺失，尤其是本研究過

程中牽涉主題範圍廣、商用教材及課程的資料繁雜，深入訪談中訪談對象的

難以掌控，因此如何維持研究品質對於本研究是很重要的課題。 

牽涉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編寫設計的理論基礎範圍廣，本論文以商用華語

為題延伸，因兩岸用語的不同，研究者以「商用華語」、「商務漢語」、「商業

中文」等關鍵字進行文獻蒐集，避免因使用用語的不同而造成文獻蒐集的缺

漏，所採用的文獻資料，盡可能以近十年的期刊文獻、國際級的大型研討會

論文作為蒐集文獻資料的參考，並且以論文作者的第一手資料為主，若論文

中引述他人著作，除非是研究者不熟悉的語言，僅可能利用公開資源找到最

原始的著作，以得到最接近第一手的資料作為文獻參考的依據。另外，在專

業語言教學研究中，專用英語的發展時間更長，其所研究成果對於專用教材

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因此研究者也從專用英語的角度切入尋找論文，並兼

論初級華語教材編寫，在理論建立的方面力求完整及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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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材蒐集部分，研究者因空間及時間的限制僅能針對網路公開資訊

蒐集課程資料，然為求資料的完整性，研究者針對該校多年的開課資訊進行

比對，確知該校開課的情形及各年度的課程要求之後，才列入研究對象，並

僅針對研究者熟悉的語言進行蒐集，避免因語言隔閡造成資料判讀的錯誤，

造成資料的可性度降低。教材部分，因近年度的教材出版量大，研究者先由

網路出版資訊進行蒐集教材出版的資訊，進而蒐集該教材的出版大要，再購

置幾套出版者公信力強的教材進行深入的研究，為求研究的精準，購置之後

再針對內容範圍、適用對象進行篩選，然後進入分析階段。 

訪談部分，為求符合研究主題，對於訪談對象有其限制，針對學習者的

限制在於，在台或在中國工作或是有工作經驗，並且有華語使用需求的學習

者作為對象。而針對教學者的限制在於，有針對商業人士教學的經驗者，並

有初級商用華語教學經驗的為佳。在確定訪談對象符合要求後，訪談之前將

擬定的訪談主題交給被訪問者先行閱讀了解，研究者也在此時與被訪問者進

行溝通，以降低因時代久遠，或其他的干擾因素在訪談中造成理解錯誤機會

或是回答的缺損。 

本研究藉由上述等方法維持研究的品質，期研究最終研究結果具有參考

價值及實際操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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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初級商用教材與課程現況 

研究目前商用華語教材及相關課程的設置，可以反映出現今對於商用教

材的需求以及現有的教學資源配置，以作為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編寫的參考。 

本章第一節針對現有教材進行研究，探討商用華語教材偏重的主題，適

用對象，教材編排方式以及特色分析整理。第二節則針對現有課程進行研究。

課程包括兩類，一是語言中心設置之商用華語課程，二是海外大學針對商學

院開設之商用華語會話或是提供選修中文相關系所之商業華語課程，針對蒐

集的現況資訊。 

 

第一節  商用華語現有教材整理分析 

本節將針對現有的商用華語教材，以教材的主題、教材編排方式、教材

詞彙句型程度等分項進行分析比較，藉此從中了解現有商用華語教材的趨勢，

也由這個立基點來看目前商用華語教材跟實際需求間的差距，作為初級商用

華語教材的編寫參考。 

一、教材介紹 

2003 年開始，由於商務漢語考詴(Business Chinese Test，簡稱 BCT)

的開辦，商用教材的出版量大增，早期的教材少有系列式的教材，主題也多

為以經貿談判或是經濟現況等的文章作為編寫主題，內容較複雜適用的程度

也高，但已近十年的教材發展來看，系列是教材增加，適用程度也往下延伸。

下表列出的是 2005~2010 年間出版之初級商用教材，其中有單本也有系列式

教材，適用程度也較廣： 

表 四-1 商用華語教材列表 

書名 出版年 系列冊數

及課數 

出版地 適用程度 編者 

商務漢語

系列教材 

2005 年

8 月 

共三冊。

《商務漢

北京 針對已掌握一些

簡單漢語的學習

張黎、沈庶

英、聶學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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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入門》分

為〈基本禮

儀篇〉、〈日

常交際篇〉

兩冊共 40

課。 

《商務漢

語提高》三

個單元共

20 課 

者 

BBC 初級

實用商務

漢語 

2006 年

3 月 

一冊分為

五單元，共

16 課 

北京 零起點或初中級

學習者 

劉美如 

經理人漢

語 

2009 年

3 月 

分為《生活

篇》《商務

篇》《經貿

篇》《語音

篇》四部

分，每部分

分為上下

兩兩冊，共

八冊 

北京 此教材為四冊系

列是教材。其中

《生活篇》是用

漢語零起點或學

過少量漢語的商

務人士 

生活篇：李

明、李立、馬

曉東 

商務篇：張

紅、王波 

新絲路速

成商務漢

語系列 

2009 年

5 月 

分為三個

系列，共 22

冊。 

北京 此教材為系列教

材，針對不同主

題需求分為三個

系列，除漢語技

能系列外，各分

為初、中、高級 

李曉琪 

商務漢語

全球通系

列 

2010 年

4 月 

分為《商務

漢語一本

通》《商務

漢語通》

《精通商

務漢語》三

本 

北京 此教材為系列教

材，分別為入

門、中級、高級

三種水平學習者

編寫 

王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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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商務漢語系列教材》 

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商務漢語系列教材分為《商務漢語入門》及《商

務漢語提高》兩部分共三冊。《商務漢語入門》分為〈基本禮儀篇〉〈日常交

際篇〉兩冊，另有《商務漢語提高》一冊。適用於母語是漢語以外語言，完

全沒有學過中文或是只具一點基礎的工商界人士。《基本禮儀篇》內容用以

訓練必要的商務與日常禮節性的交際語言，《日常交際篇》則為訓練時用基

本生活交際語言技能： 

《商務漢語入門─基本禮儀篇》的課文共有 20課，除第一課為語音介紹外，

其餘十九課主題如下： 

你好  謝謝你  我是李琳  歡迎  請坐  這位是小白  好的  對不起  我

能用這個電腦嗎？  不用了  您先請  你真行  再見  祝你一路平安  打

擾一下  你好嗎？  別著急  為友誼乾杯  節日快樂 

《商務漢語入門─日常交際篇》也編寫了 20課課文，主題為： 

喂 上那兒  怎麼走  這個怎麼說  幾點了  便宜點兒  請慢用  我要存錢  

我想租房  有點兒髒  剪短點兒 你那兒不舒服  簽證到期了  樣品寄出去

了  幫幫忙嗎？  還換新的了  約好了嗎？   你過來一下   定兩張到廣

州的機票  我就喜歡運動 

《商務漢語提高》分為〈應酬篇〉〈辦公篇〉〈業務篇〉三部分共二十課。主

題如下： 

 〈應酬篇〉請您參加  請笑納  請大家舉杯  我來買單 

 〈辦公篇〉請處理一下這些文件  總經理想見見你  請大家努力完成新

的工作  日程已經安排好了  下午五點開會 

 〈業務篇〉我向您介紹一下我們的企業  請看這邊  這就是我們的產品  

請談談您的看法  產品的市場表現如何  請您報價  希望貴方能早一點兒

交貨  我們希望採用信用證支付方式  我可以提幾個要求嗎？  公司已經

做出決定  我們願做出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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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套三冊的教材針對以對華商務活動為背景，著重在交際功能，以口

語會話為重點。每一課包含以下的設計：導學、課文、詞語、語言點鏈結、

練習五個部分。導學作為一課的引導，在學習該課前說明該課內容以及將學

習到的交際技能。課文會話圍繞在幾個固定人物間所發生的情境，每課列有

兩到三個會話課文，並有詞語解釋。語言點鏈結單元則著重於語法詞語，句

型的說明。練習分為幾個部分，發音辨音的練習，常用句的熟讀，詞語補充

練習，情境練習，文化點的說明、自我評估等，以及配合該教材設計的光碟

進行漢字練習。全書並附有生詞以及詞性的附錄。三冊內容預計可掌握漢語

發音、基本的語法、200 多個常用的口語句型、1200 個左右詞彙、500 多個

漢字。並在交際技能上由低到高學習到商用華語四種層次： 

 必要禮節性的交際技能 

 實用日常生活交際 

 基本商務信息交流 

 一定的協商、洽談技能 

2. 《BBC 初級實用商務漢語》 

 本教材於 2006 年美國波特蘭大學劉美如教授針對初級商務中文課

程設計編寫，以國際商務中文為目的，適用於零起點學習者或初中級中文學

習者。內容包括五個單元共十六篇課文。各篇主題如下： 

單元一、商務入門 

關於中文的知識  商務場合中問候語及介紹 

單元二、商務社交： 

商務場合中的稱謂  商務公司、頭銜、職位、和名片  商務公司所在地、

電話、國籍 

單元三、商務交際： 

商務學習和科目  商務工作經歷  商務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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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四、商務活動： 

商務聯繫  商務參觀訪問  商務晏會和商務活動安排   

商務旅行相關活動  國際商品展銷會 

單元五、商務交易 

商貿洽談  商貿訂貨及商品交貨日期  商務營銷洽談與日後合作 

本教材的特色在於一開始著重聽說交際的能力，不教漢字。以符合學習

者的特殊學習目的，講求語言的應用而非語言用法上的研究。教材的設計編

排除了第一課〈關於中文的知識〉以教授及操練發音為主要課題外，其餘課

文編排以交際功能說明、兩篇情境會話、生詞、語法文化點介紹、交際句型

操練、交際活動，六個項目組成一課。由於該教材並不著重漢字學習，因此

教材中有大量的英文說明，並將拼音課文至於漢字課文前。這是與其他教材

最大不同的特點。 

3. 《經理人漢語》生活篇 

 《經理人漢語》系列教材是 2009 由歐盟─中國青年經理培訓項目與北

京外國語大學共同研發的成果。全系列教材分為《生活篇》、《商務篇》、《經

貿篇》、《語音篇》每篇分為上、下兩冊，除《語音篇》為基礎輔助教材，前

於三篇分屬於基礎、初級、中級三個等級。因此本論文研究以《生活篇》作

為研究對象。經理人漢語《生活篇》是以商務人士日常生活所需的基礎漢語

為主，辦公室日常工作所需的漢語為輔。上、下兩冊供 20課。 

 《生活篇》課文主題如下： 

您是美國人嗎？  您貴性？叫什麼名字？  您最近忙嗎？  我家一共

有五口人  這是一台電腦  您在哪兒工作  今天是小王的生日  我的一天  

您想買點什麼？  您們有什麼特色菜  今天天氣怎麼樣？  周末你經常做

什麼？  我打算坐火車去上海  請問去北京電視台怎麼走？  王經理的辦

公室  這是我的電話號碼  你上網嗎？  讓客人住得舒服  我太太的工資

比我的高  我要預訂兩張飛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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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人漢語》生活篇的教材設計編排，有熱身活動、兩篇對話、課文、

生詞介紹、語法介紹、練習、補充生詞、學做中國通等單元。熱身活動包含

列舉主題句，介紹該課目標。三到四篇的對話分場景進行，像是大學裡、公

司辦公室等。課文則是圍繞本課介紹的語法句型還有對話主題編寫的短文。

對話、課文後皆有練習，多為回答問題、對話練習、或是句型的操練。每課

最後的練習單元包含詞彙語法、聽力還有實踐。整課的最後是補充相關的生

詞，以及學做中國通─文化理解的文章(中文以及英文翻譯) 

4. 《新絲路初級速成商務漢語》 

本系列教材分為綜合系列、技能系列、速成系列三個系列，各系列下除

了技能系列外，其餘皆依照初、中、高三級分別撰寫，共 22冊。《新絲路初

級速成商務漢語》分為兩冊，第一冊以日常生活為主題，第二冊以商務活動

為主，適用於漢語初學者學習以漢語進行日常生活會話及簡單商務活動，上、

下兩冊的內容如下： 

第一冊：多少錢？  幾點上班？  這是我的名片  我父親是銀行職員  來一

個麻婆豆腐  我打的去公司  天氣越來越熱了  他穿著一套西服  老闆是

一個工作狂  男職員是女職員的兩倍  今年的帶薪年假你休了嗎？ 

第二冊：文件在那兒  這是什麼材料的  塑料的不如木頭的舒服  後來呢？  

我能請假嗎？  實在抱歉  您看這對珍珠耳環怎麼樣？  謝謝你的邀請  

開業大吉  無聊透了  過獎了  多虧了你們的幫助 

 《新絲路初級速成商務漢語》兩冊編排並不相同，第一冊配合主題以語

法詞彙的介紹作為最主要的部份，並非有一主題對話引導出詞彙、語法的學

習，因此並非每一課都有主題對話，而對話的呈現也非每一課都是對話串，

有些只是針對文法說明的你問我答。第一冊和第二冊的教材編排也不相同，

第一冊共分為七個單元，分為「認一認」學習生詞、「說一說」學習句式表

達、「學一學」理解語法結構、「練一練」以對話短文複習前項所學、「聽一

聽」作為聽力練習、「補充詞彙」用以擴展詞語、「文化點擊」作為文化傳遞

的功能。而第二冊則以溝通技能及詞彙擴充作為主要教學重點，因此是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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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溝通技能編排，所以沒有固定的結構1。 

5. 《商務漢語一本通》 

本教材隸屬於《商務漢語全球通》系列教材之一，全教材共有三本，分

別為《商務漢語一本通》、《商務漢語通》、《精通商務漢語》，是 2010年高等

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其中《商務漢語一本通》是專為商務漢語入門水平

的學習者編寫。內容依照商務活動的流程編排，共 12個單元，分列如下： 

初到中國  飲食起居  了解貨幣  問路出行  約見拜訪  公司介紹  

市場營銷  商務諮詢  參觀考察  商務談判  簽訂合同  告別離開 

將對話主題進行分類之後，各主題情境各站以下比例 

與其他教材不同的是，在本書目錄處列出各課主題、學習重點、常用對

話、重點句型的大綱，學習者對於學習的進度可以快速掌握，一目了然。各

課的編排分為六部分的教學任務：文化導入、看圖識詞(常用表達)、熟能生

巧、常用對話、學以致用、實用漢語。文化導入是以一篇文章導入與該課相

關的文化概念，例如節日、習俗等，並附上拼音、翻譯。看圖識詞則是以實

際商務活動中出現的事物為學習主軸，像是名片、貨幣鈔票等，在部分的單

元曾是以常用表達為主。每課有兩篇常用對話，對話後有生詞及句型介紹。

孰能生巧及學以致用屬於練習活動，分別根據看圖識詞及常用對話的教學內

容，進行應用練習。實用漢語提供常用的句型例句，供學生背誦熟練。 

以下將針對教材特色、主題、以及編排方式進行分析。 

 

二、教材內容分析 

既然是針對商務人士所編寫的教材，其內容主題必定跟一般華語教材有

所區別。以下針對教材的主題對話課文進行分析比較，研究者首先要了解在

該教材中跟商務活動有關的主題所佔比例，再根據錢敏汝(1997)將經濟交際

                                                      
1
 《新絲路初級速成商務漢語》第二冊各課沒有固定結構，意指每一課因需求有個別的編排，沒

有固定的課文，或是生詞量，練習單元也視情況有所增減，沒有固定的模式。 



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編寫設計之研究 

64 
 

分為公司內部及公司外部交際，來看現有商用教材中以屬於商務活動的主題

中，分屬公司內部經濟交際和公司外部經濟交際的配置比例。 

根據研究的教材中可以發現，與商用有關的主題對話可以分為公司內部

人員的交際，以及公司外部人員的交際。後者又可以分為與其他公司的交際，

例如：拜訪客戶、社交活動。另外一種與公司外部人員的交際是與工作有關

的，例如：銀行業務、遠行訂票等。研究者逐課閱讀每本教材之主題對話並

進行分類，最後根據分類結果分析在現有教材中，細分後對話主題所佔之比

例。 

以下是研究者針對教材主題的分析： 

1. 《商務漢語一本通》 

該教材共有 12 單元，平均每單元 2個主題對話，共有 24 個主題對話。

其中公司內部對話一篇，佔全篇數 4%、公司外部對話共 22篇，其中又分公

司對公司的對話 17 篇，佔全篇數 71%，公司對外部單位 5 篇，佔全篇數 21%。 

2. 《經理人漢語：生活篇》 

經理人漢語生活篇分為上下兩冊，共 20課，每課根據主題分為 3～4個

主題對話，其中公司內部對話 9篇，佔全篇數 14%，公司外部對話 21 篇，

公司外部對話當中分為公司對公司對話 8 篇和公司對外部單位 13篇，各佔

全篇數 12%及 19%。 

3. 《BBC初級實用商務漢語》 

 本教材根據商務活動分為五個單元，各單元下各有數課內容，共 16課，

除單元一第一課傳授中文的基礎知識，例如發音、字形等外，其餘各課共有

主題對話 32篇，商務有關對話 23 篇，其中公司內部對話 3 篇，佔全篇數

13%，公司外部對話共有 20 篇，其中公司對公司有 18 篇，佔全篇數 74%，

公司對外部單位有 2 篇，佔全篇數 8%。 

4. 《商務漢語入門》 

 本教材共分為〈基本禮節篇〉、〈日常交際篇〉兩冊，每冊 20 課，〈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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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節篇〉第一課為語音介紹。因此共有 39課編寫了主題會話。每課皆有 2

篇對話，共有 78 篇對話，其中有 70 篇對話與商業行為有關：公司內部對話

共 38篇，占全篇對話 48%，公司外部對話分別為公司對公司 18 篇以及，公

司對外部單位對話 14篇，分別占全對話篇數的 23%及 18%。 

5. 《新絲路初級速成商務漢語 I 、II》 

 由於這兩冊教材的編排與其他教材不相同，因此並非每一課皆有主題對

話。然而該教材當中的對話仍有研究價值，因此研究者整理其中對話，分析

在教材中出現的主題內容。兩冊共有 33 篇對話，14篇與商業行為有關，其

中 8篇屬於公司內部對話，占全對話篇數 24%。公司對公司的對話有 3 篇，

占全篇數 9%，公司對外部單位也有 3 篇，佔全篇數 9%。 

 針對上面的五套教材的主題對話分析，可見下表： 

表 四-2 商用華語教材主題內容分析表 

教材名稱 公司內部 公司外部─

公司對公司 

公司外部─公

司對其他 

其他 

《商務漢語一本通》 4% 71% 21% 4% 

《BBC 初級實用商務漢語》 13% 74% 8% 5% 

《經理人漢語：生活篇》 14% 12% 19% 55% 

《商務漢語入門》 48% 23% 18% 11% 

《新絲路初級速成商務漢語》 24% 9% 9% 58% 

 觀察上列數據，《商務漢語一本通》、《BBC 初級實用商務漢語》兩套教

材著重於公司外部的對話，尤其是公司與公司的對話為最主要的主題，顯示

這兩本教材的內容仍以公司間的交易行為最主要的重點。《商務漢語入門》

則較偏向公司內部的對話，但仍不超過總篇數的一半。其中《經理人漢語：

生活篇》由於是系列教材，礙於主題為〈生活篇〉因此有超過半數的篇數是

與商業行為無關的對話。而《新絲路初級速成商務漢語》的編寫也有類型的

情況，然而筆者認為，這些與商業行為無關的對話，仍可以利用商業相關的

情境編寫，更能讓學習者有身歷其境的認同感，提高學習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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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教材中，公司內部的主題對話比例都不超過半數，然而對於一個上

班族，除非工作的內容與業務相關，需要大量與外部單位接觸，不然大多數

仍是公司內部的對話為主，並且，對初級學習者來說，不僅是語法項目、詞

彙等級的編排，主題內容與工作的相近程度，親疏程度也應該循序漸進，以

語言學習為主，適應華人公司文化為輔，因此筆者認為公司內部主題對話的

比例仍可提高，以適合學習者的需求。 

另外筆者在這些教材中發現一個現象，雖說這些教材是以初學者或零起

點學習者為對象，往往為配合商業行為的複雜性，置入複雜度較高的的複句

或是詞彙。因工作上的需求，詞彙的部分可以理解，但是若是太難的語法句

式，可能造成學習者的困擾，像是《商務漢語一本通》、《商務漢語入門》、《初

級速成商務漢語》都有這樣的情形。要如何在相對一般對話較複雜的的情境

下與初學者的程度及負荷能力中取得平衡，就是初級商用華語教材必頇考量

的重點。 

 

三、教材編排 

課文對話主題分析讓我們了解了現有商用華語教材「教什麼」，本節則

由教材編排以及活動設計來分析現有商用華語教材「如何教」。 

一般而言，語言教材不外乎有主題對話或是課文，生詞介紹、語法介紹、

活動等單元的編排。第二章提及了 Hutchington & Waters 對於專用語言教

材的設計模型，研究者下面利用該架構檢視現有商用華語教材中幾個重要的

部分： 

一、 導論(starter)：由導論的單元引導出該課在語言以及專用主

題上所欲傳授的內容。 

二、 輸入(Input)：專用教材的「輸入」是由專用主題與語言知識

所構成，專用主題是學習者本來已具備的能力及知識，而語言

知識的部分，則在原有的語言知識上加入更多語言知識。 

三、 任務(task)：在教材中以各種不同的練習作為任務學習，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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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應是針對包含語言知識，和專用主題理解的。學習最終的

目的是解決問題，因此利用該課學習的知識，應用在專用場景

中解決問題。 

四、 計畫(project)：根據學習者在該課學習的知識，加以應用在

自己身處的情境中，體現所學。 

在教材編寫的分析，由於《新絲路初級速成商務漢語》I、II 兩本教材

的編寫方式不同，並且每一課架構也些微不同，因此難以進行整體的分析歸

類，因此在這裡捨棄《新絲路初級速成商務漢語》II不分析，僅分析第一

冊。各套商用華語教材的內容編排如下： 

表 四-3 各商用華語教材的內容編排整理 

 

商務漢語一

本通 

經理人漢

語：生活篇 

BBC 初級實

用商務漢語 

商務漢語入

門 

《新絲路初

級速成商務

漢語》I 

導論 
本課重點 本課目標 

核心句 

Functional 

Objectives 

導學 課前提示 

輸入 

文化導入 

看圖識詞 

常用對話 

對話(生詞

短語) 

語法 

學做中國通 

Situational  

conversation 

Grammar and 

Business 

culture notes 

課文 

詞語 

語言點鏈接 

文化點擊 

認一認 

說一說 

學一學 

練一練 

補充詞語 

文化點擊 

任務 

看圖造句 對話、語法

後練習單元 

Communicati

ve Speech 

drills 

練習 聽一聽、 

上列各單元

後的練習活

動 

計畫 
熟能生巧 

學以致用 

課外練習 Communicati

ve Activities 

自我評估 小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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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導論(starter)： 

這四套教材對於每課的主題皆以「導論」的形式提示學習重點，像是該

課所欲學習的溝通技能以及運用場景等等，以短短數句闡述，篇幅不長。其

中《經理人漢語：生活篇》另外列出該課核心句的提示，讓學習者進入學習

之前，在語言知識的部分先行接觸。由於是面對初級的學習者，多輔以英語

的翻譯以幫助理解。 

2. 輸入(input)： 

語言「輸入」可分為主題情境、生詞語法點、文化傳遞幾個部分。以對

話呈現出主題情境，緊接於後多是生詞語法點，同時將語言知識及專用知識

合而為一。《新絲路初級速成商務漢語》則是先介紹生詞、句型，在以主題

對話作為整合，是跟其他教材比較不一樣的地方。由於針對初學者面對最大

的溝通障礙還是語言表達的部分，因此大部分的篇幅仍以語言知識的傳授為

主，並以專業主題的背景作為輔助。這四套教材平均每課皆有 2~3篇主題對

話，其中《BBC 初級實用商務漢語》的編排較為特殊，拼音課文置於漢字課

文之前。另外《商務漢語一本通》中另外有看圖識詞的部分，提供真實商務

生活中可能遇到的東西，這也是一種輸入的表現。 

補充生詞也是「輸入」的一部分，《商務漢語一本通》以看圖識詞作為

進入主題對話前的補充資料；《BBC初級實用商務漢語》則在句型操練或是

替換練習中另行加入相關的補充生詞；《經理人漢語：生活篇》則在課後列

出相關補充生詞，並且是單純補充並不另行練習。《新絲路初級速成商務漢

語》也在課後以查字典的活動讓學生自行學習新生詞，本身已經是練習活動。

《商務漢語入門》則在練習中加入補充生詞，並帶入練習。 

文化點的「輸入」，除《商務漢語一本通》安排在各課的一開始外，其

餘教材皆安排於該課最後的補充資料，也因為初學者的語言能力有限，多輔

以英文的翻譯，純粹作為文化傳遞功能。 

3. 任務(task)： 

四套教材當中不乏練習單元。惟《商務漢語一本通》是四套當中練習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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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最少，僅在重點句型後提供重點句型造句的練習。其餘各冊都針對語言知

識，例如發音、詞彙、語法等，或是結合專用詞彙、背景提供了大量的練習

任務。這些練習任務有以下幾種形態：替換練習、延展練習、聽力練習、拼

音朗讀、組成句子、完成對話、填充、回答問題。由這些練習型態可以發現，

初級的教材還是以語言知識的操練為主，專用知識為輔。 

4. 計畫(project)： 

學習最終的目的在於能夠在學習者身處的環境下實際應用，藉由「輸入」、

「任務」的完成，進而能夠產出適於自身所需的語言，應用相關的溝通技能，

進而在相似相關的場景中運用。雖然這四套教材皆為初級程度的學習者設計，

大多數的練習仍以語言知識的熟練為主，但並未因此忽略實際使用的部分。 

《商務漢語一本通》在「看圖識詞」之後規劃「熟能生巧」的單元，主

旨在於應用看圖識詞中學習到的詞彙，加以應用在自己的工作環境中。同時

在該課的結束後設計「學以致用」單元，以雙人活動的模式進行練習或是以

彙報等活動讓學習者能運用所學報告自己的狀況。《BBC 初級實用商務漢語》

則在課後安排角色扮演、會話設計還有介紹情境等活動加以實用。《商務漢

語入門》在課後練習中一個部分提供了數個與該課相關的情境以供學習者練

習表達。《經理人漢語：生活篇》在課後設計一「課外練習」以實踐方式讓

學生設計故事、接觸環境中的真實對話而後進行報告或是以說明方式實踐。

《新絲路初級速成商務漢語》在每個單元後都有小卒活動，以角色扮演或是

互問互答等方式進行活用。 

 

四、文化點的呈現 

文化傳遞在語言教材中佔有不可撼動的地位，即使是商用華語教材也是

如此。在錢敏汝(1997)中提出，經濟交際障礙中基礎性的障礙是語言的理解，

語言理解影響傳遞的順利與否；然而造成交際對方心理接受與否最大的因素

則是文化理解障礙，因不理解文化而造成溝通上的誤會，在交際過程中交際

程度特別高的商用語言中，更形重要。因此商用華語教材中文化的提點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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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每套教材編排中必列的項目。 

在研究者分析的四套初級商用華語教材中，對於文化點皆有一定程度的

介紹篇幅，以下則為各教材文化點呈現的分析比較。 

《商務漢語一本通》、《商務漢語入門》、《經理人漢語：生活篇》三套教

材，在教材中皆編排了一個單元介紹文化概念，《BBC 初級實用商務漢語》

則在在語法介紹的部分中加入文化點的說明(Culture notes)。但即使是編

排單元介紹，各教材所編排的內容及方式也有所差異。《商務漢語一本通》、

《經理人漢語；生活篇》的方式是以一篇主題文章呈現，並加上英文翻譯。

《商務漢語入門》、《新絲路初級速成商務漢語》在課後練習單元中加入附上

英文翻譯的「文化點擊」小單元以作為文化點說明，篇幅較小。 

《商務漢語一本通》在一課的開始設計「文化導入」單元，該教材共十

二課，因此共有十二篇配合該課主題之「文化導入」。內容分別入下：國家

節日、中國的酒店、貨幣、中文敬語、寒暄、中國文化中的謙遜含蓄、中國

消費者心理、做市場調查、問候方式、簽約與和諧關係、中國契約制度、告

別。由上列文化主題來看，《商務漢語一本通》的編寫著重於在商務活動中

可能觸及的文化概念，並另外提及市場調查、消費者心理、契約制度等相當

專用的商業概念。 

《經理人漢語：生活篇》則在每課最後一個單元設計「學做中國通」單

元，該教材分為上、下兩冊共二十課，因此有二十篇配合主題並附英文翻譯

的「學做中國通」，主題如下：南方與北方、中國人的姓名、打招呼、親屬

稱謂、從大哥大到手機、大鍋飯和鐵飯碗、干支與屬相、漢語中的外來詞、

生活中的度量衡、中國的食文化、街頭秧歌隊、顏色詞的文化含義、旅遊熱

在中國、文房四寶、經濟頭腦與財商、電信業在中國的發展、新生活新語言、

中國的股市、中國省市及其簡稱。由這些主題可知，「學做中國通」希望讓

學習者從中國的社會現況理解中國文化，其中部分對於中國現今商業環境的

介紹、像是電信業、股市、旅遊熱等。 

《商務漢語入門》分為〈基本禮儀篇〉及〈日常交際篇〉共四十課，在

每課課後練習單元最後加入「文化點擊」的項目，以介紹文化點。由於《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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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漢語入門》共有 40課，課數最多，因此提及的文化點也多，以下為兩冊

所提及的文化概念： 

〈基本禮儀篇〉：中國的節日、您和你的區別、什麼時候說謝謝、中國

人的道歉、隱私、中國人的待客禮俗、中國人的禮讓、中國人的謙虛、握手、

送行、中國人的姓名、稱謂、關於乾杯、公休與作息制度、中國人的理財觀

念、介紹他人的順序、中國人送禮的習慣、不用就是不需要幫助嗎？、中國

人的祝福、 

〈日常交際篇〉：關於打電話、中國的出租車、關於問路、漢語普通話

和方言、漢語時間表達、中國的購物場所、中國菜與中國人請客習慣、中國

的人民幣、中國人的地點與地址的表達方式、民居的方位和朝向、關於中國

人的著裝、中國的醫院藥店、中國的簽證、關於快遞公司、關於請求、中國

出口商品交易會、中國的行政區劃、中國政府公務員職務序列、中國的鐵路

客運、中國人的日常娛樂與運動。 

《商務漢語入門》的「文化點擊」單元中有很多是對於在中國生活所應

具備知識的說明，例如如何就醫、鐵路客運介紹、搭乘出租車、有哪些購物

場所、著裝習慣、節日公休制度等等，讓學習者能習慣並融入中國社會。另

外一部分才是文化概念的傳遞，像是請客、送禮習慣、待客禮俗等。 

《新絲路初級速成商務漢語》兩冊的編寫方式不同，但在每課後皆有一

「文化點擊」單元(有些課後列名「文化點滴」，英文名皆為 culture tips)

為中國文化概念或是生活習俗上的介紹等，主題如下：中國節日、謙遜、打

招呼、中國的十二屬相、菜品與點菜、座位安排、工作時間、送禮、穿衣習

慣、吉利話、禁忌數字、幸運數字、麻將、銀行、品牌、成語與俗語、審美

觀、面子。也有跟商業有關的，像是開業典禮、知己知彼等。 

以上各套教材提及的文化點或有不同，研究者整理這四課文化點並做整

理比較，發現有些文化點的重複率比較高，可視為商用華語教材中常被認為

應該傳達之文化概念，像是：打招呼的方式、節日的介紹、飲食餐敘習慣、

另外像是中國人謙遜含蓄的概念、穿衣送禮等習俗、禁忌與祝福、如何表達

禮貌、面子等，都融入了華人的思想而深深影響其行為舉止，因此都應該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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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教材中引導學習者了解。 

筆者在文化點的編排上發現，雖然每一本教材皆規劃了一個單元介紹文

化，然而有些列舉的文化點卻跟概念上的文化沾不上邊，比方說中國的交通、

中國的名牌、中國行政區劃分、甚至是如何問路、哪裡可以購物、如何辦簽

證等等，這些主題筆者認為可以列為補充的資訊，而非在文化點介紹中列入。

這樣的編排或許是因為配合每課的單元編排，因此文化點是否需要安排一單

元進行介紹？還是文化點的介紹可以融入主題對話，以註解的方式配合理解？

這也是可以仔細考慮的部分。 

 

五、 小結 

本小節針對現有教材做了介紹之後，再以「課程主題會話」、「課程編排」、

「文化點安排」深入整理分析五套適用初學者的教材。經由對這五套教材的

分析，筆者發現適用初學者的現有教材有以下的現象，同時也獲得一些編寫

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的原則： 

1. 以課程主題會話來說，以公司內部為情境的教材不多。主題對話多

集中於公司對公司的交際，也就是說多為兩家公司的商務行為，集

中與參訪、買賣、簽合約等內容。再不然就是內容則集中於一般生

活對話，其中僅《商務漢語入門》是針對企業內部的對話編寫的，

比例達 48%，卻仍未過半。因此在編寫初級商用華語教材時，可提

高公司內部對話的比例，並將公司內部的工作內容作為內容主題。 

2. 以教材編排來說，大多能掌握教材傳遞的訊息，並兼顧練習應用之

部分，然而練習應用的方式各有不同，有些集中於句型操練，應用

的比例少，有的補充多，操練應用少，要如何在不同種類的應用練

習中取得平衡，也是重要課題。研究者認為教材編排以情境課文起

頭，以情境引到句型，句型操練的練習相當重要，讓學習者能在遇

到相同情境時能後迅速回應，才能得到相當的教學成效。另一方面

在補充部分則視課文內容及學習者需求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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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文化點安排來說，各教材另設單元說明文化點，然而這個單元是

否必要？而生活資訊的介紹是否應該列為文化點？應該是要斟酌

的部分。研究者認為文化點的安排以切題為重，因此不另列單元，

以提示補充的方式隨時列於課文內容中。 

 

第二節  商用華語課程現況： 

 本研究面對的學習者是以正在中國或是台灣工作或是有計畫在兩地工

作且母語非華語的外籍人士為對象，為前者設置的課程形式鬆散，常為企業

內部訓練，或是以私人家教的模式進行教學；後者則由學校單位開課，因此

課程的結構及形式較為正式、完整。由於兩者形式的不同，研究者取得資訊

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前者以個別訪談的方式進行深入的了解，將於下一章需

求分析作詳細的整理說明。而後者則藉由網路或是語言中心的公開資訊取得

課程相關資訊。 

關於現有商用華語課程的現況將以兩方面探討。一是海內外大專院校所

設置商用華語相關課程，例如在大學商學院下開設的商用中文會話、大學中

文或東亞研究學系下開設的商用中文課程等；二是以國內華語教學單位，例

如大專院校中的華語中心所開設的商用華語課程為研究對象。 

一、海外大專院校商用華語相關課程 

研究者藉由網路搜索，搜尋了十一所海外大學所開設之商用華語課程相

關資料。限於研究者語言能力，十一所大學分別為日本兩所、美國五所、中

國四所。各國相關開設課程現況因國情不同，以下資料分國別介紹如下： 

1、 日本 

筆者搜尋了數個日本大學的開課資訊，發現中文相關的學系多以文學思

想研究為主，商用華語課程多開設在商學院，作為商學院外語選修課，並非

每所學校皆開設相關課程。日本早稻田大學以及慶應義塾大學有完整的課程

說明以及選課資訊，希望藉此了解在日本對於商用華語課程的開設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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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4  日本大學開設之商用華語相關課程 

學校名稱 課名 開課單位 使用教材 

慶應大學 外國語演習 D─ビジ

ネス中国語会話(商

業中文會話) 

商學部 

(商學院) 

1. 實用中國語會話 

2. 実用ビジネス中

国語会話 

早稻田大學 ビジネス中国語 A1 

ビジネス中国語 B1 

(商業中文) 

商學部 

(商學院) 

 

教師補充資料 

中国語ビジネス会

話(中文商用會話) 

 

オープン

教育セン

ター(開放

教育中心) 

1. やさしいビジネ

ス中国語 

2. 教師補充資料 

(資料來源：譯自早稻田大學、慶應大學課程資訊網頁) 

這兩所大學的所開設的相關課程皆對選修的學生有其程度建議或限制。

慶應義塾大學將「ビジネス中国語会話」編排在外國語演習 D 類別，提供給

第三、四學年的商學院學生學習，針對中高級的學習者設置2。早稻田大學

分為兩個開課的單位，「ビジネス中国語 A、B」(商業中文 A、B)課程分為上、

下學期上課，由商學院開設，選修學生為三年級以上，並建議學生程度應在

比「中国語会話 A、B」稍高的程度3以上。另外一門「中国語ビジネス会話」

(中文商用會話)是由學校單位開設─開放教育中心開設雖然未限制選修年

級，但在選課說明中建議以修習過相同的學分的學生
4
較佳。 

 而這幾門課程所用的教材皆為日本出版之商用華語相關教材，也有部分

是由教師自行補充。教學內容方面，以提供詳細授課計畫的早稻田大學來看，

                                                      
2
 慶應義塾大學商學院選修說明中對於外國語演習課程的說明「……外国語を学びたい学生諸君

を対象に設けられた，中・上級向けの演習形式の授業です。」(此課程是對學習外語有興趣之學

生設置，以中、高級的形式教學)。 
3
 早稻田大學商學部中國語會話課程說明：「中国語の基礎知識を有し、さらにレベルの高い実用的な

会話を身につけたい学習者を対象とする中上級会話クラスです。」(針對已有中文的基礎知識，並期

待能使用高程度、更實用的學習者開設之中高級會話課程)。 
4
 早稻田大學中文商用會話的課程說明：「……単位数に相当する学習が必要となる。」(相當的學

分數的學習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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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門課還是限制在商務旅行、交易談判等「小商務」的範圍。詳細授課計畫

請見下表： 

表 四-5 早稻田大學兩門商用華語課程大綱 

ビジネス中国語会話 ビジネス中国語 

第１回 日中企業文化比較 

第２回 拜訪公司、工廠 

第３回 預定約會 

第４回 了解企業概要 

第５回 参観 

第６回 中國商業現況(演講) 

第７回 面試 

第８回 貿易談判 

第９回 議價 

第 10 回 議定日期 

第 11 回 支付方法 

第 12 回 索賠處理·糾紛 

第 13 回 會議 

第 14 回 宴會演講 

第 15 回 測驗 

第 1 回 自己介紹 

[第 2 回] 機場接機 

[第 3 回] 旅途嚮導 

[第 4 回] 到達旅館 

[第 5 回] 換錢 

[第 6 回] 餐飲 

[第 7 回] 交通 

[第 8 回] 一日行程 

[第 9 回] 學校 

[第 10 回] 教學 

[第 11 回] 留學 

[第 12 回] 打工 

[第 13 回] 就業 

[第 14 回] 測驗 

[第 15 回] 測驗講解 

(資料來源：譯自早稻田大學、慶應大學課程資訊網頁) 

2、 美國 

商用華語的相關課程多由東亞研究學系5 (East Asian Studies)開設，

美國大學東亞研究學系除了亞洲歷史、文化、現況介紹等課程外，中文課程

多以語言學習為重點，分為四年課程，商用華語相關的課程多為三年級以後

的選修課程，並非每所大學皆開設。 

表 四-6 美國大學開設之商用華語相關課程 

學校名稱 課名 開課單位 使用教材 

波特蘭大學 Chn 306 Business 世界語言文 未列教材 

                                                      
5
 參考網頁 http://www.ntnu.edu.tw/tcsl/Web-Resources/all.htm，以及編寫《BBC 初級實用商

務漢語》劉美如教授所在之波特蘭大學、編寫《基礎實用商務漢語》的關道雄、遇笑容教授之加

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編寫《Open for Business》(新世紀商用漢語高級讀本)郭珠美教授之加

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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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學學系 

MIM 505 R & C: BEG 

CHINESE 1  

國際管理所 BBC 初級實用商務漢語 

加州大學聖

塔芭芭拉分

校 

25A-B. Elementary 

Business Chinese  

CHIN 125. Business 

Chinese 

東亞研究 未列教材 

加州大學聖

地亞哥分校 

CHIN 165 A-B-C 

Business Chinese 

中國研究中

心 

Open for Business(新

世紀商用漢語高級讀

本) 

威廉大學 

(寒假課程) 

CHIN 011 Business 

Chinese 

東亞研究 未列教材 

哈佛大學 Chinese 163. 

Business Chinese 

東亞研究 Open for Business(新

世紀商用漢語高級讀

本) 

印第安納大

學 

C320 Business 

Chinese 

東亞研究 未列教材 

哥倫比亞大

學 

BUSINESS CHINESE I 東亞研究 Open for Business(新

世紀商用漢語高級讀

本) 

Business Chinese for 

Success: Real Cases 

from Real 

Companies(成功之道) 

南加州大學 EALC 412 BUSINESS 

CHINESE 

東亞研究 Open for Business(新

世紀商用漢語高級讀

本) 

(資料來源：上列各大學之課程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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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列表之大學，除美國威廉大學的正規課程6未列商用華語的相關課

程，其餘大學都將 Business Chinese(商業中文)的課程列為正規課程的選

修課，這幾所學校的課程說明都指出，為因應學生未來對中國就業的需求，

因而開設此課。大部分學校對於選課的學生也有相當要求：波特蘭大學的世

界語言文學系所的中文組，將商用中文課程設定為中高級程度，建議先修過

第二、三年課程後再行選修；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將商用中文課程設定為

必頇完成第三年中文課程後並頇要經過該課授課教授─郭珠美教授的面詴

並獲得許可才得以選修；哈佛大學在選課說明7中指出選修該課的學生必頇

至少修過三年的課或是經講師認可的同等能力；印第安納大學的選課說明中

對學生有兩項要求，第一、必頇在課程編號
8
C301中得到 C 以上的成績(同等

程度中文能力)，第二、同時選修課程編號 C302的課程；哥倫比亞大學在中

文課程中設置了五個程度(Level~5)商業中文列於 Level 3；南加大對學生

的要求是必頇在課程編號9EALC 206中得到 B以上成績(同等程度中文能力)。

由上述的要求來看，商業中文課程在大學中多要求在中高級程度以上，其所

使用的課本為郭珠美教授(Jane C. M. Kuo)編著的《新世紀商用漢語高級讀

本》(Open for business: lessons in Chinese commerce for the 

millennium)，教學內容以主題文章介紹中國經濟現況。 

這八所大學當中大部分都對學生選修程度有所要求，但仍有兩個單位開

設了初學者的商用課程，一是波特蘭大學的國際管理所開設之中文課程，另

一個則是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開設的初級商用中文課程。 

 威廉大學的開設的商業中文課程是屬於寒假課程，對學生沒有特殊要求。

課程說明中即指出該課程非針對進階程度的學生(advanced-level)開設的

課程，而是針對對未來在中國經商有興趣的學生開設，以最基礎的發音，商

用華語字彙、句型開始，介紹中國台灣的商業環境，經商習慣，並請有本地

                                                      
6 所謂正規課程是在秋季班(Fall term)及春季班(Spring term)開設之課程。 
7 哈佛大學商業中文選修說明：“Prerequisite: At least three years of modern Chinese or 

equivalent (with instructor's permission).” 
8 印第安納大學課程編號 C301 及 C302 課程名稱為 Third-Year Chinese I、II，開設給

第三年的學生修習，因此商業中文課程必須是三年級以上才能修習。 
9 南加大將課程分為四年課程，編號商業中文編號 EALC412a、412b 是開設在四年級的課

程，要求程度在 EALC206 以上，此課程是開設在二年級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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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關經商經驗的人士開設講座，傳授經驗。這是與上列學校較為不同的課

程。 

3、 中國 

中國近幾年因對外漢語的蓬勃發展，大學多設立了對外漢語教學的教學

單位，課程的種類繁多，有短期語言進修、長期語言進修、預備科等課程，

也因此各校之間的情況或有不同。教材的使用也因當地得以取得的教材種類

多，所以各校各課程間使用的教材也有所不同。 

表 四-7 中國大學開設之商用華語相關課程 

學校名稱 課名 開課單位 使用教材 

北京大學 中級商務漢語 

高級商務漢語 

對外漢語

教育學院 

中級 

《漢語商務通—中級閱

讀教程》 

高級 

《經貿漢語中級教程》 

北京語言大

學 

經貿漢語口語（上） 

經貿漢語口語(下) 

高級經貿漢語 

漢語進修

學院 

未列 

華東師範大

學 

商務漢語特色課

程： 

商務閱讀 

商務寫作 

商務口語 

實用聽力 

時事新聞 

留學生辦

公室 

中級 

《經貿漢語中級教程》 

《新絲路：商務漢語寫

作教程》 

《經理人漢語商務篇》 

《經貿漢語聽和說》 

《新漢語經濟新聞閱讀

教程》 

高級 

《經貿漢語高級教程》 

《新絲路：商務漢語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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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教程》 

《商務漢語聽說教程》 

《新漢語經濟新聞閱讀

教程》 

上海外國語

大學 

商務漢語強化班： 

商務漢語基礎課 

商務漢語考試

（BCT）強化課 

留學生部 未列 

 

(資料來源：各大學之課程網頁) 

北京大學與北京語言大學的商務漢語課程皆由對外漢語教學的單位開

設，配置在對外漢語語言課程下，作為中級班與高級班選修課；華東師範大

學與上海外國語大學則由該校留學生部門開設商務漢語的專門課程，華東師

範大學對於申請學生的要求為中級以上(或學習漢語半年以上)，而上海外國

語大學更明確將商務漢語強化班以漢語水平考詴三級、五級、七級分為初、

中、高級。 

由各校的提供的教材資訊可以發現，商務漢語課程系列較其他國家完整，

因此教材的使用也根據各課所欲訓練的語言技能而有所不同，閱讀課程、寫

作課程皆有。也因為程度要求在中級以上，使用的教材也包含了較為深入的

經貿課程，但其環繞的主題還是以「小商務」為範圍。 

 

二、國內華語中心開設之商用華語相關課程 

國內有數十所大學開設華語中心，提供對華語學習有興趣之外籍學習者

或是來台留學之國際學生修習華語，隨著每個華語中心發展的不同，每個語

言中心對於課程的設置，開課的種類及選擇也有差異，因此並非每個學校都

設有商用華語相關的課程。藉由網路公開資訊及查訪，筆者收集了下列 7

所華語中心商用華語相關的課程資訊： 

表 四-8 台灣各大學語言中心開設之商用華語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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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課程概況 使用教材 選修程度 

臺灣師範大

學 

依程度分級，商用

中文屬於中級以上

課程 

《實用商業會話》 中級與高級學生 

台灣大學國

際華語研習

所 

依程度分級，分為

單班課、合班課，

以訓練會話為目

的。以選用課本作

為核心課與輔助課

分級依據，共分七

級。 

《新世紀商用漢

語》上、下 

《商業話題》上、

下 

商業報紙(自選) 

財經新聞報導 

依該單位分級制

度，需有第四級10

以上的學生得以

選修 

台灣大學語

言中心中國

語言組 

依程度分班，屬於

高級班課程11 

《實用商用會話

修訂本》 

須修完初、中級

課程或達同等水

準 

中國文化大

學 

開設高級討論課，

分為新聞時事、思

想社會、商業經營

三種主題 

自編主題教材 選修高級討論

課，須達該中心

中高級標準12 

淡江華語 依程度分班，進階

課程分為商用華語

和報章選讀 

《實用商業會話》 分為入門、初

級、中級及進階

課程13，需有中級

以上水準得以選

修 

中央大學語 分為非學分班及學 《實用商業會話》 屬於中級課程14 

                                                      
10 依照台大國際華語研習所提供的課程教材，與商用華語相關的課程開始於第四級(編號

401 開始)，由於該中心並未提供分級標準等資料，筆者以第三級程度所使用教材，像是

編號 314 課程是《遠東生活華語》(三)適用程度推斷第四級應該屬於高級程度。詳細資訊

參考網頁 

11台大語言中心中國語言組將研習班課程分初、中、高三大級，完成初級班及中級班，

可習得約 1500 個生字、3000 個生詞及 400 餘句型。高級班則依學生興趣及程度分別開設

新聞選讀、商用會話、廣播劇、中國文化及文言文入門等課程。參考網頁

http://homepage.ntu.edu.tw/~cld222/ 
12 根據文化大學華語中心提供分級資料，分為初級、中級、中高級、高級主題討論課程

屬於高級課程，需具有 4000~5000 個詞彙及 500~700 語法程度。參考網頁

http://mlc.sce.pccu.edu.tw/default.asp?lang=tw# 
13 淡江大學推廣教育華語中心的程度分級分為入門、初級、中級、進階課程，進階課程

適用於已有 3000 個以上詞彙量程度學生選修，參考網頁

http://www.dce.tku.edu.tw/index.jsp?pageidx=14&subidx=01 
14 中央大學華語學分課程是依照大學課表開課，提供外籍生、僑生選修，課程說明中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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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中心華語

組 

分班，僅學分班中

應用華語課程類開

設商用華語有關課

程 

國立台北教

育大學 

依程度分班，屬於

中級以上課程。另

開設選修課程「華

語商業會話班」，視

情況開課 

《實用商業會話》

一、二 

自編教材 

分別於中級課程

與高級課程15開

設 

(資料來源：各大學之課程網頁及研究者查訪得來之資訊) 

國內華語中心開設之商用華語課程，皆依各中心的分級制度將該課程編

排在中、高級以上課程。以國內經常使用的教材來說，欲修習商用華語課程

平均必頇學完《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四冊，或是《遠東生活華語》第三冊，

也就是約有2000~3000個詞彙量及300~400條語法量的程度才得選修該課。

以兩岸兩個重要的華語測驗來看，這樣的詞彙量及語法量約等於華語文能力

測驗(Test Of Proficiency-Huayu)中級程度16，以及漢語水平測驗(HSK)接

近中級17程度學生。 

除台大國際華語研習外，其他六所華語中心開設的課程多使用 2000年

修訂再版之《實用商業會話》。也有因主題自行選用相關文章，或自行編寫

文章作為教材。 

 

 

                                                                                                                                                           
分為初級課程、中高級課程，商業華語會話屬於中級課程，但並未說明分級依據。參考

網頁 http://www.lc.ncu.edu.tw/main/clp/chinese/course-credit.html 
15 依照台北教育大學課程介紹，分為初級、中級、高級三級。《實用商業會話》第一冊屬

於中級課程，第二冊屬於高級課程，中級課程需要 3000 個詞彙量、400 個句型量。參考

網頁 http://r9.ntue.edu.tw/f_teacher.htm 
16 根據國家華語測驗工作推動委員會提供華語能力測驗等級標準來看，中級的適用對象

在台灣學習華語的時數達 480-960 小時，或是在其他國家、地區學習 960-1920 小時，具

備 5000 個詞彙量。參考網頁：http://www.sc-top.org.tw/chinese/LR/intermediate.php 
17根據漢語水平考試 HSK 網頁對中級的說明：「對於母語非漢語的中級漢語學習者。凡接

受過約 1000—2000 學時漢語教育，掌握 5000 左右漢語常用詞及與之相應的語法和文化

背景知識的學習者」http://www.hsk.org.cn/intro/N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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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從海外的大專院校到國內大學華語中心開設的課程來看，可以發現商用

華語課程現況有下列特點： 

1. 對於選修的學生有程度的限制 

以海外的課程來看，日本大學多為商學院開設之課程，美國大學則在東

亞研究學系下開設，性質稍有不同。中國的大學在體制中有對外漢語教學的

相關單位，通常由對外漢語教學單位開設，留學生部門協同該單位開課。但

不管哪裡的學校都對學生的程度有所要求。日本、美國大學多將該課安排在

三年級以上選修。中國的大學以課程的級數安排或是漢語水平考詴的等級限

定選修學生。台灣國內的華語中心也是相同的，以安排課程的程度作為選修

的限制。 

美國威廉大學在寒假課程多開設不設限程度的課程，然此課程並非正式

課程，一般正式課程仍對修課學生的程度有其要求。 

2. 教材選擇少 

除了在中國因取得教材容易，課程結構也較為完整，所以課程教材使用

的種類較多。其他地區的課程所使用的教材取得較不易，以日本來說仍以當

地出版之教材或以教師自行編寫為主。美國的學校以郭珠美教授編纂的《新

世紀商用漢語高級讀本》(Open for business: lessons in Chinese commerce 

for the millennium)教材為主，台灣方面以長期以來多被使用的教材是《實

用商業會話》上、下兩冊。 

3. 課程內容仍以商務貿易為主題 

以課程來看，中國開設的課程，內容來說仍以商務貿易為其範圍，也就

是環繞在貿易協商、商務旅遊的主題，另一種教材以中國金融經濟現況等文

章作為閱讀訓練。郭珠美教授《新世紀商用漢語高級讀本》(Open for 

business: lessons in Chinese commerce for the millennium)以性質來

說是針對中國經濟現況理解所編寫的教材。《實用商業會話》以內容來看也

是貿易協商、商務旅遊為主。 



第五章 需求調查與分析 

83 
 

第五章   需求調查與分析 

在前一章中，研究者針對現有商用華語教材及課程進行了分析與整理。

由現有的這些相關資訊檢視目前教材的發展，以及由課程的設置現況了解目

前商用華語教學的環境。在商用華語教學的領域中，除了對現況的了解，教

學者與學習者的角色也是不可忽略的。教學者期待什麼樣的教材，能夠使其

真正上手？學習者想學什麼，以符合實際的需求？這兩個問題對於初級商用

華語教材的編寫也是相當重要的課題。 

本章針對了數位在台灣工作並學習華語的外籍人士進行深入的訪談，藉

以了解他們面對現有教材，以及在工作上對商用華語的遇到的困境和實際需

求；另一方面同時訪談了數位教授過商務人士華語的教師，了解他們對現有

教材的看法，教學上的難點並汲取他們針對初級商用華語教材提出的寶貴建

議。 

 

第一節  學習者訪談與分析 

因為工作需求導向而學習的外籍人士，學習動機較為強烈，因此他們針

對教材的需求所提出的意見，對於編寫教材有很重要的意義。因此本研究先

針對學習者的訪談進行分析整理。 

本研究的訪談對象鎖定在台灣工作的外籍人士，不限定產業、職務，避

免取得資訊有所偏頗，也希望取得資訊能得到商用華語教材編寫的普遍性。

下表為本研究訪談之外籍人士： 

表 五-1 訪談外籍人士資料 

編號 性別 工作內容 產業 工作地 學習時間 

S1 女 業務助理 電子業 台灣 3 年多 

S2 男 業務 電子業 台灣 4 年多 

S3 男 業務 電子業 台灣 4 年多 

S4 男 業務 食品加工業 台灣 3 年多 

S5 女 顧問 保險業 台灣 6 個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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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 女 業務聯繫 旅遊業 台灣 1 年 

S7 女 工程師 資訊業 中國大陸 1 年多 

本節先說明訪談問題的架構及概念，之後整理重要的訪談內容，並進行

分析。 

一、 訪談問題 

針對外籍人士的訪談問題共分為：個人資料、工作簡介、中文學習、專

業部份以及對於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的看法等五個部分。 

工作簡介的部分欲理解受訪者的現在工作的情形。不同的職務、產業的

工作內容不同，面對的對象多為公司內部同事，還是公司外部。還有工作中

中文使用的情形。中文學習部分則欲理解受訪者中文學習的歷程，當中教材

的使用是訪談的重點，受訪者是否使用過商用華語相關的教材？使用的教材

是否對現在的工作有所助益？專業部分想了解受訪者的工作內容的專業性，

專用詞彙編寫對商用華語教材的必要性及取捨的條件。最後一部分就是請受

訪者對於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發表自己的看法，藉此瞭解受訪者對於商用華語

教材的需求。 

 

二、 受訪者之工作及語言範圍 

這七位受訪者的工作性質及所在產業皆有所不同，因此對於工作上使用

中文的情形也有不同。因此先針對這七位訪談者的工作現況進行說明。 

以工作產業來說，有三位在電子業(s1、s2、s3)，一位在資訊業(s7)，

其他三位分別在食品加工業(s4)、保險業(s5)、旅遊業(s6);以工作性質來

說，有兩位屬中高階職位，分別為行銷經理(s3)及顧問(s5)，另外有兩位是

屬於業務性質(s2、s4)，兩位屬於助理性質(s1、s6)，還有一位工程師(s7)。

由於個別情況不同，使用中文的情形也不相同，對對中文的需求也不同。 

基本上這七位外籍人士都在工作上或多或少都需要使用中文。尤其以業

務或是助理性質的訪談者多需要使用中文，兩位主管級的受訪者使用中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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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也因接觸對象多是台灣員工而相當的多。 

以兩位主管級的受訪者來看：受訪者 s3 表示由於公司中大多數都是台

灣員工，因此利用中文的情形在 80%以上；而作為顧問工作的受訪者 s5指

出： 

「公司規定我們一定得學中文，因為我的工作必須給台灣的客戶進行產

品的評估建議，不管書寫報告或是簡報都需要使用中文。」(受訪者 s5) 

另外業務工作或是助理必頇使用中文的情形也相當頻繁： 

受訪者 s4的工作因為接觸的工廠及客戶有 2/3都是台灣或是中國，必

頇以中文跟他們溝通；受訪者 s1表示她的工作是作為公司與外國客戶之間

做聯繫翻譯的工作，因此在聯繫的過程中常需要與老闆、業務以中文面對面

或是書信溝通；受訪者 s6的工作是在旅行社做內勤聯繫，因此必頇常常聯

繫台灣的旅館、餐廳。訂房、訂餐、確認行程，有時也兼翻譯，所以聯繫的

時候大部分的時候必頇使用中文。還有遇到要報帳的情形，跟公司會計也是

使用中文。 

即使工作不限制一定使用中文的，也認為學習中文對於它們在工作上的

幫助很大，可以使自己的工作或是辦公室更為順利或愉快。 

「其實公司員工會說日文的人很多，我不一定要學習中文。可是工作當

中會接觸台灣的工廠，當然也可以請同事幫忙翻譯，但要是我自己可以直接

表達，工作會方便很多。」(受訪者 s2) 

而唯一一位工程師受訪者 s7 表示自己的工作技術性比較高，閱讀報告

或是維修多以英文為主要語言，因此真正使用中文的機會大概只有 20%。但

有些時候因為需要跟上司解釋，或是與同事交流，還是多少必頇使用中文，

但並不需要很困難的中文。 

 

三、 中文學習及使用教材情況 

這七位訪談者學習的理由及歷程也有所不同，也並非每位受訪者都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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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商用華語相關的教材，其中有四位受訪者是因工作趨向而學習中文，分列

如下： 

受訪者 s2因外派至台灣，因此為了一開始的生活而開始學中文 

「學中文是在台灣生活的需要，要不然活不下去。」(受訪者 s2) 

其公司提供補助學習，因此開始在語言中心學習，以個人班的方式從零

起點開始，因此使用過一般教材，也使用過商用華語教材。 

受訪者 s3也因外派至台灣，在公司總部時，公司提供中文課程，當初

使用的是一般華語教材，而來台灣以後則以家教的方式或是以自學方式學習

相關知識： 

「沒使用過什麼商用教材，我是真正開始(在台灣)工作以後，透過工作

學習的。」(受訪者 s3) 

受訪者 s5也為外派至台灣的員工，由於工作主要內容是為台灣客戶進

行產品評估建議，因此公司要求必頇學習中文。 

「因為有時候有日本來的長官必須進行翻譯，並且也有拜訪台灣客戶的

情形，壓力很大」(受訪者 s5)。 

受訪者 s5由公司補助至語言中心學習，從零起點開始，公司並要求在

期滿以後以中文做一份報告，作為中文學習證明。因目前仍在學習中，因此

仍使用一般華語教材。 

受訪者 s7與其他三位不同之處在於他是在大學時即在第二外語的項目

選修中文課，目的在於未來能到台灣工作。 

「當初想學西班牙文或是中文，後來覺得中文未來比較有有，所以選擇

中文。」(受訪者 s7) 

另外三位則因其他理由學習中文。 

s1受訪者是因為先生是台灣人，因而學習中文。在語言中心學了大約

兩年的中文，是從完全沒有基礎學習到高階的華語課程。中間使用過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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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教材，也用過商用華語相關的教材。 

受訪者 s4是日籍台人後裔，為了能和台灣的親戚溝通因而學習中文。

由於在本國時沒有學習中文的經驗，他也是在語言中心學了兩年的中文，使

用過一般華語教材及商用華語教材。 

受訪者 s6則是因為對台灣文化有興趣，想在台灣生活因而來台。來台

後也在語言中心學了一年的中文，只使用過一般華語教材。 

由上列受訪者的學習經歷來看，用過商用華語相關教材的受訪者有三位，

其他受訪者僅使用過一般華語教材。下面針對受訪者使用教材的情形進行說

明： 

七位受訪者皆使用過一般華語教材。筆者關注的重點在於一般華語教材

對受訪者的工作上有何幫助？因此筆者提出下面問題，分別將問題及受訪者

意見於下說明。 

由於受訪者都是在學習之初接觸一般華語教材，因此部分受訪者提出了

發音的重要性，並認同一般華語教材對於發音學習方面的幫助最大： 

「視聽華語中使用注音教學，對我的發音學習很快，很有效率。」(受

受訪者 s1) 

「我覺得中文最難的就是發音，一般華語教材對於發音的幫助很大。」

(受訪者 s3) 

另外在詞彙與語法上，受訪者的意見稍有分歧，部分認為一般華語教材

對於基礎上的文法還有詞彙有些幫助： 

「不論工作還是生活，一開始都需要很基礎的文法、生詞，所以一般華

語教材對我也很有幫助。」(受訪者 s2)； 

「一開始我完全不會中文，所以學到的東西都對我有幫助。」(受訪者

s4)； 

「至少聽得懂最基本的對話，做最基本的溝通。」(受訪者 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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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部分的受訪者指出，一般華語教材的詞彙與語法較少，與他的工作

有些差距： 

「我現在工作上的用語，都是自己在工作上學的。」(受訪者 s3)； 

「視聽華語第二冊的詞彙不太多，而且對我沒有幫助，遠東生活華語的

詞彙對我比較有幫助，不過還是老師幫我補充很多課本沒有的詞彙。」(受

訪者 s5)； 

「課本中有些文法，我平常用不到，我問台灣朋友，他們也說很少用。」

(受訪者 s6) 

而在一般教材中對於工作沒有幫助的部分，除了有些受訪者認為有些詞

彙和語法不足，部分受訪者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一是針對教材的話題、情境

等等的缺乏： 

「教材的話題太舊了，像是有一課講電腦的使用，裡面教的現在都不太

用了。」(受訪者 s1)； 

「與我工作有關的話題，我是自己看報紙，或是請教老師。」(受訪者

s3)； 

「一般教材有些情境跟我的工作沒有關係。」(受訪者 s6)； 

「我覺得工作時說的話，尤其是對老闆說話，應該是一種比較禮貌的說

法，我現在使用的課本好像沒有相關的內容。」(受訪者 s5) 

而受訪者 s7則認為他所用的教材在聽力的訓練太少了，還有口語說法

太少。 

使用過商用華語相關教材的受訪者有三位，分別為受訪者 s1、s2、s4。

這兩位都是在台灣學習華語，所使用的商用華語教材皆為《實用商業會話》，

而提及這本教材對於工作上有何幫助，受訪者有以下看法： 

「這本教材在我一開始工作的時候，蠻有幫助的，我常常會查詢裡面的生

詞還有用法。」(受訪者 s1)； 



第五章 需求調查與分析 

89 
 

另外在這本商用華語教材對於工作沒有幫助的部分，兩位受訪者有以下

意見： 

「一些不同業界的詞彙用不到。」(受訪者 s1)； 

「因為不同的行業用的字不同，所以跟我工作有關的字彙是由工作當中

學的。」(受訪者 s4) 

 

四、 專用詞彙 

前面在教材使用的部分，筆者詢問了受訪者對於一般華語教材還有商用

華語教材的看法，有部分受訪者針對教材中的詞彙安排，不管在一般華語教

材或使商用華語教材，跟其在工作中遇到的詞彙有些差別。在訪談的這個部

分，筆者就針對專用詞彙的使用學習，徵求受訪者的看法。一般來說，受訪

者都表示根據產業別，所需要的專用詞也不同。至於是不是需要將專用詞彙

加入初級的商用教材當中呢？大部分的受訪者卻覺得沒有這種必要。 

「在中文程度還不太好的時候，學專用詞彙也沒有什麼用。因為就算懂

也不會用。因此應該先學基本的部分，再進階到專用詞彙。」(受訪者 s2) 

「我認為每個人情況不同，但一開始學中文最重要的是發音，把發音好

好地學好以後，學基礎的語法，把基本的需求做好以後再根據自己不同的需

求(不同的部門)學習。」(受訪者 s3) 

「不需要把專用詞彙放在初學者的教材，因為有些學習跟自己的工作經

驗有關，要是學生本來就有工作的經驗，那些詞彙學起來並不難，比較重要

的是對中文基礎的了解。」(受訪者 s4) 

受訪者 s7也覺得：「不一定要放入什麼專用詞彙，每個人的專業不同，

有的人需要，有的人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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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對於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的看法 

訪談最後一個部分是針對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的看法。筆者想先了解的是

受訪者是否對這樣的教材有興趣？三位受訪者表示，在學中文之初曾經想搜

尋這樣的教材，因此對這樣的教材表達他們的興趣。 

「我曾經很積極的找這樣的教材，因為我覺得教材的種類越多越好，但

找不到。」(訪談者 s1)； 

「我一開始學中文的時候，想要找這樣的教材，在日本有些這樣的教材，

但裡面的對話卻很生硬，感覺是直接從學校對話套用的。」(受訪者 s3)； 

「我會想試試看，因為現在的教材沒教我第一次見面應該說話，像是跟

客戶、老闆見面，只說了『你好……』就說不下去了。」(受訪者 s5)； 

「想用這樣的教材，因為現在很想學，但在現在我的語言中心卻沒有相

關的課。」受訪者 s7； 

也有部分受訪者持保留的態度： 

「這樣的教材是很理想，但是因為商用的字彙通常比較難，音節多，就

算結合了基礎的課程，還是會讓學生混亂。」(受訪者 s2)； 

「如果針對初學的人，裡面如果因為有太多專業詞，還是漢字，那對學

生是沒有用的。」(受訪者 s6) 

不過受訪者 s2 也表示這樣的教材或許會受上班族歡迎，因為學起來比

較有效率。 

絕對不考慮選用的受訪者認為： 

「對初學者來說，他們學的東西應該跟小學生學得差不多，要小學生學

商用相關的東西很奇怪。」(受訪者 s4) 

筆者也針對初級商用教材的內容，徵詢了受訪者的意見。受訪者的意見

大概分為三類：主題規劃、語言能力訓練、文化點介紹。 

主題規劃部分，部分受訪者提出以上班族的生活為主軸作為主題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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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 

「我的建議是用上班族典型的生活，出門到公司、上班開會、拜訪客戶、

跟工廠溝通，應酬訂位等等，選出對上班族有代表性的內容。」(受訪者 s3) 

「不需要完全都是商業的內容，跟生活比較有關的用語比較重要。」(受

訪者 s4) 

「像是上班族一天的生活，他們怎麼過一天，會遇到什麼樣的情景，是

我現在很有興趣的。」(受訪者 s5) 

「我覺得以上班族的生活作為主題，是比較有意思的。」(受訪者 s6) 

另外也有受訪者提出針對場合、對象說話的需求： 

「像寫 e-mail，給客戶寫信、給上司的報告、同事工作上的通知都不太

一樣。」(受訪者 s2) 

「應該提供不同場景應該怎麼說，有的人真的不會說。」(受訪者 s3) 

「是場合說話的的情況比較難，課本這種東西的說明不太清楚」(受訪

者 s4) 

「對什麼人應該說什麼，什麼說法比較禮貌，外國人不清楚。」(受訪

者 s5) 

「跟老闆、同事應該怎麼說話。」(受訪者 s6) 

另外還有其他主題，像是電話溝通(受訪者 s1、s2)、工作職位升遷(受

訪者 s1、s5)、電腦操作(受訪者 s1、s2)、如何寫信(受訪者 s1、s2)、介

紹自己的公司或產品(受訪者 s1、s5)、會議報告(受訪者 s2、s3)、會計報

帳(受訪者 s6)、應酬訂位(受訪者 s3)等等。 

在語言能力訓練部分，幾位受訪者特別強調基礎的重要，尤其是發音的

部分： 

「基礎的部分很重要，發音、文法、生詞，這些基礎的部分不可以忽略。」

(受訪者 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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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音的部分很重要，所以教材一開始應該有老師念正確的發音。」(受

訪者 s3) 

「我覺得對哪一個國家的人發音都很重要，所以有 CD 是很重要的，發

音的練習也很重要。」(受訪者 s5) 

受訪者也認為聽與說的能力很重要： 

「聽跟說的能力很重要，因為語言是一種工具，雖然所有能力都很重要，

但聽跟說應該要高一點。」(受訪者 s7) 

詞性的標註也應該清楚： 

「我覺得詞性在課本裡要說清楚。」(受訪者 s7) 

另外針對練習的部分，受訪者認為代換練習、問答討論都是針對內容以

及用法很好的訓練： 

「句子的練習很重要，越練習越習慣，所以越多越好。問答的練習也很

重要，可以確認自己懂了沒有。」(受訪者 s2) 

「代換練習，同樣的對話在不同的場景的使用要多練習。」(受訪者 s3) 

「我比較喜歡跟同學討論問題，所以我覺得這種討論很重要。所以可以

針對課本的對話內容進行討論，這樣比較能理解，更能學到中文。」(受訪

者 s7) 

不過也有受訪者表示，練習的部分不應過量： 

「我覺得不用太多應用練習，因為學習者沒有時間。太多練習會造成太

多負擔。」(受訪者 s1) 

針對文化點部分，多數受訪者認為送禮的習慣是重要的文化部分： 

「文化差異的小單元，像是送禮的禁忌。」(受訪者 s1) 

「有時候我們不能了解華人的文化，像是送客戶禮物不能送傘。」(受

訪者 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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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中國人一般的常識，送禮不能送鐘、送傘。」(受訪者 s5) 

另外成語是文化的一部分，不管是增加說話的說服力還是，做為跟他人

溝通的材料都可以介紹： 

「提供跟主題有關的小話題，做為跟別人台化的主題，像是成語。」(受

訪者 s1) 

「中文常常使用成語，比較有說服力，或者可以用於強調的時候。」(受

訪者 s3) 

另外像是語氣詞的介紹(受訪者 s1)、薪水問題(受訪者 s4)、應酬習慣

(受訪者 s4)等等。不過也有受訪者指出文化介紹的部分不需要太多，以語

言教學為主。 

「文化部分在教材中沒有一定的必要，有當然很好，我覺得這種教材還

是語言訓練比較重要。」(受訪者 s3) 

 

六、 小結 

 研究者根據訪談架構深度訪談七位外籍人士，可以發現以下的結論： 

1. 由受訪者的工作內容來看，高階的主管以及業務性質、助理性質的

工作使用中文的機會多，因此由訪談中可以看出其動機強，需求也

相當明確。 

2. 由學習經歷來看，受訪者都是從一般華語教材開始學習中文，受訪

者大多肯定一般華語教材在發音及基礎上文法句型上對其有助益，

但對於工作上的幫助卻有限，多位受訪者表示他們工作上的中文都

是跟同事學的，教材對他們的幫助有限，即使是使用過商用華語教

材者，也認為其內容跟工作相關性不大，或者是表達方式過於客套

反而不適用於他的工作。專用語的部分，受訪者認為每個行業別不

同，不一定需要加入，尤其以技術性質高的工作，不一定使用中文。

而且對於初學者來說易造成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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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而針對教材的建議，受訪者認為可以從上班族的生活切入，以公司

生活會遇到的情境教學，對上班族來說較有吸引力，練習的部分以

口說聽力為主，讀寫為輔，練習針對聽說練習，量不需多，重點是

頇讓學習者熟練。至於文化點的部分，受訪者提出應該針對何謂禮

貌的部分加強，另外來有送禮習俗等也是應該補充於教材中的要

點。 

 

第二節  教學者訪談與分析 

 教學者作為接觸教材與學習者的第一線，在教材使用的經驗中知道什麼

樣的內容以及編排方式便於使用，並且能在教學的過程中直接得到學習者的

反饋，因此教學者對於教材相關的建議同樣是不能忽略的。 

 本研究鎖定有針對個人或是企業外派之商用華語教學經驗之教師作為

訪談對象，因為有此經驗的教師直接面對的就是在企業中工作的外籍人士，

需求相當明確，能對教材編寫做出確切中要旨的建議。下表為訪談之教師資

料 

表 五-2 訪談教師資料 

編號 性別 教學年資 課程形態 使用教材 

T1 女 約五年 一對一 《實用商業會話》一、二 

T2 女 一年 一對一 《實用生活華語不打烊》初級

篇 

自編教材 

T3 女 約五年 一對一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一～四 

《實用商業會話》一、二 

商用文章等補充資料 

T4 女 約兩年 團體班 《遊台灣學華語》 

T5 女 約十年 一對一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一～四 

《實用商業會話》一、二 

T6 女 四年 一對一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一～二 

以下先針對訪談問題的架構進行簡要的說明，在整理重要的訪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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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教學者的訪談問題分為四個部分，分為：教材、課程型態、教學、

學生與老師。這四個部分是整個商用華語教學中最關鍵的環節，因此針對這

四個項目深入的了解，以進行需求分析。最後也徵詢了受訪者對於初級商用

華語教材編寫的意見。 

教材部分欲了解教學者對於曾經使用的教材內容以及編排方式的看法，

針對教材難處理的部分，做為未來編寫教材必頇避免的借鏡，而由教學者與

學生的接觸，也能以教學者的觀點尋覓學生的需求。課程型態的方面想了解

目前常見的課程模式，是單人的，多人的？課程的密集程度？了解課程對於

教材的編寫設計提供了實際的藍圖，應該編寫什麼單元適合這種類型的課程

也是相當重要的部分。教學部分想了解教學者在面對教材時的處理方式，以

及面對整個課程規劃的所需要的協助或補充材料的方向等等。最後兩個部分

則是希望從教師面對學生與自己的期待以及要求，而研究者也得配合教學者，

編寫出適於這種教師，並能夠扮演從旁協助之角色的教材。 

以下根據訪談內容的架構，整理重要的訪談記錄如下。 

 

一、 教材方面的看法 

在教材的使用，五位受訪者（t2、t3、t4、t5、t6）使用的教材因其學

生程度多為零起點或是初級學習者，因此使用的是一般華語教材。受訪者

t1的學生因已有一定程度，因此選用商用華語教材。 

針對選用教材的理由，選用一般華語教材的受訪者大多表示因為學習者

的程度為零起點或初級，因此使用的教材都是一般華語教材： 

「因為她完全沒有基礎，這本書(實用生活華語不打烊)有簡單的對話，

編排是彩色的。」(受訪者 t2) 

「學生都是零起點，所以選用《實用視聽華語》第一冊。」(受訪者 t5) 

「因為之前的老師使用實用視聽華語，我是接著從第二冊開始。不過學

生程度非常低，只有第一冊第五課的程度。」(受訪者 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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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使用一般的華語教材，對於身分是商業人士的學習者來說是否適合，

幾位受訪者表示使用的教材內容的確與學習者的生活有部分差距，有時必頇

另行補充生詞或情境： 

「他現在實際的需要跟教材還是有一點差距，但我在上課的時候帶入他

生活中會遇到的字彙，像是課本裡(的人物)是學生、老師，我就會告訴他你

會遇到的是老闆、經理、課長等等。」(受訪者 t2) 

「有的學生覺得教材裡面的字跟他們的生活比較無關，他們想學的字都

不在裡面。像是他們平常會接觸到的「業務部」那種字，我就要告訴他們。」

(受訪者 t3) 

「(這本教材)沒有辦法切合它們生活上實際用到的字，因為我教的學生

每天都在上班，生活在那個區塊，平常會討論到的話題還是跟工作有關的。」

(受訪者 t4) 

「他們反映過日常生活可以用的比較少，像是坐計程車，怎麼跟計程車

司機說話。」(受訪者 t5) 

「實用視聽華語(的內容)不夠用，因為教的是日常會話，跟他的工作上

的東西完全結合不起來。」(受訪者 t6) 

即使是使用商用華語教材，也有跟學習者現實使用上的差距，受訪者

t1表示是用法的關係： 

「這本書跟現實上使用有些差距，有些用法對話很生硬，用不到。」(受

訪者 t1) 

教材的內容跟學習者的需求有差距，因此受訪者大多表示需要使要該教

材在上課以前必頇經過處理，筆者整理受訪者的意見，發現通常是補充與學

生生活周遭相關的詞彙，或是在句型練習時進行情境的更換以增加學習者的

適用性，也有受訪者自行編寫對話： 

「我會自己編寫對話，口語性質比較強的用法，設定一個情境，然後再

從中補充生詞。」(受訪者 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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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自己上過班，所以我大致了解上班的一些情形或狀況，所以練

習的時候，我會拿一些上班可能發生地的情況問他們問題。」(受訪者 t3) 

「我會補充台灣的節慶，畢竟生活在台灣，還是需要了解台灣的一些文

化。另外工作上，因為他們是科技業，雖然科技業需要的字會我不是很懂，

但是上台報告需要的，或是跟科技有關但比較簡單的字，像是電腦、軟體等

等，我也會補充。」(受訪者 t4) 

「通常學生會主動提出他工作上遇到的困難要我補充，以補充單字為多。

然後就是看那一課上到什麼，若是有一些字對他沒什麼用，就以補充的字彙

練習。」(受訪者 t6) 

現有常用的一般華語教材，缺乏的是與工作相關的詞彙，或是跟他們生

活相關的詞彙，而教材中的例句或是對話的情境也常跟學習者相關性不大。

然而，幾位受訪者也表示，一般華語教材裡的教授的句型確實有實用性，只

要善加利用便能達到教學效果： 

「因為教材裡句子的功能性很強，可以自己拿來運用，像是學生本來反

映他不想用這個教材，但是當我把他平常用到的字補充進去，像是報告、做

簡報、會議等等，他馬上可以套在課本的句子裡，也就不再覺得這本教材沒

用了。」(受訪者 t3) 

「我覺得教材的文法進度是可以的，可是可以放入一些更實用的東西，

改成比較商業性卻又不是那麼難的東西。」(受訪者 t5) 

「課本對學生的幫助只有一半，就是句型，學生可以套句型。」(受訪

者 t6) 

 

二、 課程型態的看法 

這種型態的課程多為一對一的課程，五位 受訪者當中僅有一位是以外

派方式進行團體教學(受訪者 t4)。通常時間也都是以一周一次至兩次，一

次 1.5小時到 2 小時間。加上工作的關係常常有出差、接待客戶、視察等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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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有時候可能一個月上不到幾次課。 

也因為學習者是利用工作之餘的時間學習，因此課程是否能夠順利進行，

也是學習者當日的工作情況而定，部分受訪者表示，學生的工作常常影響到

當日課程的順利與否或是學習態度，而課堂的不穩定也讓課程的接續性常常

出現問題。 

「學生很容易不記得，包括字或句子。所以要花時間幫他們複習。有些

學生學的就是特別慢，東西不太容易吸收」(受訪者 t3) 

「因為他們是工作後才開始上課，非常疲倦，所以沒有辦法很積極地回

答問題，老師可能要了解這種情況。」(受訪者 t4) 

「很容易忘記，有時候連念法都忘了。也不是他們不用功，有時候工作

常常需要出差，中間空了好幾堂，再來的時候我就得再一次。每次上課意錢

都要複習一、二十分鐘。」(受訪者 t5) 

「因為工作的關係，一星期只上四次課，而且常常需要請假，沒辦法上

課，所以進步非常緩慢。而且如果工作累的話，他的學習意願就會降低很多。」

(受訪者 t6) 

 

三、 教學方面的看法 

部分受訪者表示自己的教學方式著重生詞的教學，並套用句型，之後再

了解課文內容： 

「先教單字，片語文法，再回去學課文內容。」(受訪者 t1) 

「生詞的部分先帶他們念一念，處理他們不懂的部分，然後設計問題融

入生詞討論一下。基本上跟一般上課沒有差別。」(受訪者 t3) 

「先教生詞，補充在同一個情境下會說到的生詞，然後教語法。也有時

候是生詞語法一起教，帶出生詞然後直接放在語法裡，讓他們練習套用。」

(受訪者 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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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學流程其實很傳統，就是生詞、語法、對話練習。」(受訪者

t5) 

「這樣的學習者基本上是不預習、不複習的。所以一開始還是上生詞，

上生詞的時候就用生詞套句型，所以上完生詞，句型也上完了。」(受訪者

t6) 

也有受訪者以課本為基礎，但是著重於情境的衍伸： 

「當然上課還是以課本為基礎，然後擴展到他平常接觸得到的繪畫，再

學其他的單字。或是學生主動提出平常遇到的事，我們就會以那個為主題作

為教學。」(受訪者 t2) 

但在教材中的活動或是練習部分，受訪者認為遷就於課程的型態或是時

間的限制，學習者對於課後練習或是活動的興趣不高，尤其實練習的內容跟

自己無關的時候： 

「學生自主性很高，所以有些他不想做，就會告訴我她不想做。像股票

買賣紀錄，跟他工作無關，他就不會做。」(受訪者 t1) 

「課後練習有時候做，有時候不做，因為有時候他問了別的問題，我們

就跳到其他話題去了，也有時候他已經懂了，就不做練習了。」(受訪者 t2) 

「這些人上課一星期只能有幾小時，所以活動的取捨很重要。如果只有

兩個人，很難做什麼活動。練習也不要太多太複雜，因為他們沒有時間寫。」

(受訪者 t3) 

但部分受訪者同時仍表示，雖然有些練習活動無法引起學生興趣，但對

於初學者，熟悉句型語法，詞彙的使用是必要的，因此無法避免制式的操練，

尤其是學生沒有時間複習或測驗，在上課中就熟悉語言，尤其是聽說的部分，

變得非常重要： 

「現階段的學生，我比較強調要把詞彙句型的基礎打好，然後補充它們

需要的生詞。」(受訪者 t3) 

「知道怎麼用是很重要的，因為有些學生不知道怎麼用一個字，就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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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七八糟的，句型也是一樣，我會進行對話練習，或是設定情境做練習。」

(受訪者 t5) 

「要引誘她說話，因為他不太說話，比方說給他一個情境，問他這樣的

情形要怎麼說，或是句子的排序練習等等。」(受訪者 t6) 

對於評量的部分，除非是以班級型態團體授課者(受訪者 t4)能以寫試

卷的方式進行測驗，其他受訪者多表示因授課型態還有學生狀況，很難進行

評量，大多只能利用課堂中的提問回答以確認學生理解與否： 

「因為家教的課跟一般的課很不一樣，家教是非常學生導向的，十個(學

生)有十個個告訴我她不想考試，不想寫作業。……我會用我們學過的字跟

他說話，要是他不懂就會問我，如果他可以很流暢的跟我溝通，那至烤在聽

的方面他沒有問題，因為我們上課的時間很端，所以還是把重心放在滿足他

的需求。」(受訪者 t3) 

「以前我給他們考過，但有學生並不喜歡考試，後來我就不考了。其實

平常在對話中我就可以知道他們懂不懂某個字，或是句型用得怎麼樣，所以

用這種方式了解他們懂了多少。」(受訪者 t5) 

「他們這種學生不要評量，也不要作業。那要怎麼知道他懂了，通常我

教的時候會請他當場造句，當場練習。」(受訪者 t6) 

 

四、 師生教學互動的看法 

這樣的學生對自己的要求或是希望達成什麼什麼目標？受訪者大多表

示在這種課堂上的學習者或是教學者要求的能力主要是聽和說： 

「學生方面想要加強自己的聽力，因此我會另外找新聞文章念給她聽，

順練他的聽力。我的部分希望他能流暢的說。」(受訪者 t1) 

「(程度比較好的)希望能夠跟客戶流暢的溝通，他認為如果他能用中文

直接跟他們溝通會更好，也能針對他們產業的問題交換意見。其他(程度初

階的)則是希望聽懂台灣人說什麼，還有能跟台灣同事說話。」(受訪者 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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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希望能夠聽懂公司裡的人在說什麼。」(受訪者 t5) 

「不管他們對自己的目標，或是課堂的要求，還是老師對他們的要求都

是開口說話。但是阻礙他們說話的原因很多，可能是個性或是環境。」(受

訪者 t6) 

由於對於聽、說的重視，部分受訪者特別強調發音的正確性，因此提出

糾音的必要性： 

「初學者我很在意他們的語音，所以會讓他們練習課文，然後我聽它們

念並糾音。」(受訪者 t4) 

「平常上課的重點放在要學生會說，而且要說的正確，還有很重要的就

是他們的發音。」(受訪者 t5) 

研究者亦欲藉受訪者的經驗提供關於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編寫設計的方

向，受訪者對此也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大體而言，受訪者有以下看法： 

1. 針對初學者 

針對初學者的教材，受訪者認為不應該涉入太過於商業的部分，而應以

學習者的周遭生活會遇到的情境或是字彙入手： 

「我覺得初級不太會碰到太商業的東西，所以還是圍繞在公司生活當中，

工作上的會話比較有用。」(受訪者 t1) 

「像學生要坐辦公室，他要向辦公室的人詢問事情，辦公室裡的會話也

是生活的一部分。」(受訪者 t2) 

「希望一開始的就能融入生活，像你的對象是商業人士，可以以公司為

背景但比較生活化的內容。」(受訪者 t5) 

也因此部分受訪者認為在初級商用教材中不應有過於專業或是過於艱

澀的詞彙，不僅僅是因為學習者是初學者，也因為產業的不同會造成所需字

彙不同： 

「產業不同有些東西是不必要的，因為行業太多了，如果他不是金融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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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不需要知道期貨、股票是什麼。」(受訪者 t1) 

「他的工作不需要出差、報價或參訪工廠，商務的範圍太廣了，還是要

看個別需求。」(受訪者 t2) 

「普遍性還有針對性是很難兼顧的，在針對性中找到普遍性才可以適用

大部分的商業人士。」(受訪者 t3)  

受訪者也認為，很多詞彙學生本來就已經有先備知識，不需要花太多時

間解釋或練習，應把它當作情境的一部分教學： 

「我認為商用教材的內容不應該那麼深，應該著重的是商用的會話而不

是商用觀念。」(受訪者 t1) 

「他們可能一來就要看報表，業績。因為學生不是笨蛋，他不是看不懂，

只是不知道中文怎麼說而已。」(受訪者 t6) 

2. 針對編排的方式與內容 

受訪者多認為，以場景、情境帶入學習者所需的句型，對學習者是比較

適宜的方式： 

「我覺得可以設定一些場景、主題，比方說開會、跟同事對話，我們可

以先想一想，這樣的場景可以用什麼句型穿插在裡面就夠了。」(受訪者 t3) 

「這種教材還是以主題式為主，以生活上會遇到的情境為主來帶入句

型。」(受訪者 t5) 

「商用教材可以從零起點開始教，只是要設計每個單元的主題性非常強，

要不然就流於一般教材了。」(受訪者 t6) 

至於哪一些情境常在受訪者的教學中碰到？由訪談紀錄中整理可以發

現有以下的幾種：表達要求、請求(受訪者 t1、t4)、詢問(受訪者 t2、t4)、

表達謝意(受訪者 t1)、發表能力(受訪者 t1)、說明(受訪者 t4)、特殊情況

應對像是電話應對(受訪者 t6) 

另外幾位受訪者提出在工作場合上委婉的表達方式的重要： 



第五章 需求調查與分析 

103 
 

「我的學生他的中文就很直接，因為他不會用委婉的表達方式，我覺得

在工作上這方面應該要放入。」(受訪者 t1) 

「台灣人習慣用比較委婉的方式拒絕，但是他們就會不懂。」(受訪者

t4) 

 

五、 小結 

針對教學者的訪談可以窺見與一般語言課程不同之處，以這六位受訪者

來說，大多以家教型式上課，課程的自由度高，所面對人數少，而受訪者也

多以學生的需求為上課的目標。根據訪談架構深度訪談後，針對教學者的訪

談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課程方面來說，面對商業人士的課程針對性強，有時必頇完全跟著學生

的需求走，因此面對教材必頇經過消化處理，以學習者熟悉的生活環境帶入

教學。並且這些學生因課程的特殊性，每周上課時數少，因公請假缺課的狀

況多，所以複習在課程變成很重要的是，這樣的學習者也不樂意考試作業，

因此在課程中頇時時藉由問答以了解學生是否已經學到。 

對於教材方面來說，受訪者多認為在應以主題式切入，跟他們的生活越

貼近越能引起興趣。另外針對初學者，發音正確度、句型的熟悉度還有聽力

是針對學生最重要的，不可或缺。因此建議應在此加強。另外也有受訪者提

出教授委婉的表達方式也是必要的。 

 在本章，研究者欲藉由學習者的學習經歷及工作內容了解目前學習者面

對現有教材以及針對自己工作上中文使用所遇到的問題，另一方面也透過教

學者對於目前針對商業人士的課堂教學經歷一窺教學者與學習者的需求。 

經由兩方的意見彙整，可以發現不管教學者或是學習者，都認為以生活

周遭環境切入，是對初級商用華語學習者一個好的開始。另外一方面，雙方

都同意，在商業華語教材中聽力、口說的能力是不可或缺的，而對於發音練

習，句型操練等基本功，都是必頇不可避免的。尤其是針對這類學習者，學

習時間有限，阻礙學習的因素也多，如何在一個課堂中將所欲傳授的語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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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從輸入到輸出，這都是初級商用華語教材可以著墨努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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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編寫範例 

本章節是基於第二章文獻探討之理論基礎，經由第四章現有商用華語教

材及課程的現況分析，探討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的發展與限制，並且在針對學

習者及教學者進行深入訪談之後進行第五章的需求分析，做為理解初級商用

華語教材的目標及教材內容編排依據。 

根據前述資料，在本章第一節說明級商用華語教材編寫原則;第二節針

對編寫初級商用華語教材之理念、設計過程及課程實務等進行闡述;第三節

撰寫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範例。 

 

第一節 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編寫原則 

本節總結文獻探討、教材課程現況分析、需求調查等研究所得，針對初

級商用華語教材的編寫進行原則的說明： 

 一、由理論來看 

研究者先是針對相關理論進行蒐集整合，研究初級華語教材的相關領域

多，研究者以商業與語言的關係切入，由此引出專用語研究的相關文獻，發

現在專用語研究中，商用語言是最接近口語、與一般大眾最為貼近的語言，

因此在專用語分類中層次較低，範圍較廣。由於在專用語分類中商用語言層

次低，範圍廣，研究者接著針對商用語言的範圍進行研究，學者將商務語言

分為「大商務」及「小商務」，早一點的教材仍以小商務為範圍，也就是買

賣、商談等貿易性質的內容，而「大商務」的範圍較廣，以經濟交際的觀點

來看，公司內部、外部都應屬商務的範圍，也就是「大商務」的概念。並基

於此研究商用華語的特點，大多數的研究都認為商用華語的交際性質強烈，

他一方面是專業語言的教學，但另一方面是語言技能的教學，而受到文化的

影響，及交際方式處處反映傳統文化的影子，比方說言語婉轉等性質，也引

此雖然商用華語的口語性質強烈，但又跟一般口語型態有所區別。 

研究者第二個是以教材編寫設計的觀點切入，分為專用語言教材的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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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初級華語教材編寫。在此之前，研究者先就教材的針對性原則進行學者

的論述整理。針對性原則對於教材編寫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根據學者對於商

用華語學習者針對性的研究發現，選擇商用華語的學習者通常有其事業動機，

不管是現在的工作或是未來計畫，因此動機強、策略實際，需求迫切，而且

非常強調技能需求。也有學者指出尤其是在職的員工，多需要入門階段的商

用華語，而口語技能大於綜合性的技能需求。由課程來看，課程也較一般語

言中心鬆散。 

由教材編寫來看，專用語言教學是一種一學習為中心的語言教學，其教

材設計與課程型態是分不開的，要確認學習者是誰，分析學習情境還有其需

求情境，並加上語言理論專業知識等要素才能形成課程。學者也指出專用語

言是考量學習者做的設計，著重適合這些活動的語言，但另一方面來看，面

對的對象或是採用的教學方法彈性極大。教材可以經過評估或是自行研發；

而對於初級來說，利用每天所遇到的情境作為教學的重心，而且並需著重於

語音的訓練，這些都是初級商用華語教材著重的部分。 

 研究者另外從商用華語的內容整合學者意見，商用華語得內容不脫職業

需求、教育需求、跨文化的需求，文化因素在商用華語的領域中影響力極大，

文化理解與否會造成交際雙方心理接受度的高低。商用華語的內容也區分層

次，所需求技能也不同。學者根據公司內、公司外的情境分析發現其需求技

能之不同。 

 

二、現況與需求分析 

在建立理論的基礎以後，研究者針對課程、教材的現況進行現況的調查

分析，研究者採用了七套以對話主題為主並且程度接近初學者的教材進行分

析，發現現有的教材仍以公司外部的交際作為主題，並且仍以小商務作為範

圍，而教材編排方面，有些教材因針對初級，在內容及生詞選擇上，商用的

性質比較不明顯，但在練習安排上多能兼顧語言操練以及實際應用的部分。

文化點的選擇，每套教材各有不同，有些以中國人的習慣為題，也有以中國

人的生活為題的，但是否每個文化點對於商業人士皆有必要，研究者認為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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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更進一步的研究探討。課程方面，研究者蒐集了日本、美國、中國數所

大學開設之課程，也蒐集國內華語中心開設的課程進行研究，發現現有課程，

大多仍以中高級的學生為對象，且對象是學生，非商業人士。這樣的課程採

用的教材也多為經貿領域的對話或是文章選讀。 

研究者也另外針對了商業外籍人士及其教學者進行深入訪談，由訪談之

中發現，一般教材對商業人士來說最有利的是基礎發音、句型的教學，同樣

的觀點也出現在教學者的訪談中，他們認為語音、句型的操練以及熟悉度影

響了學生接下來的學習，由於學習者時間有現，也難以進行評量，所以這是

需要教師另行消化產出的部分；由工作的觀點來看，學習者認為從周遭生活

的學習對商業人士來說較有吸引力，但專用語的部分不要多，畢竟每個產業

不同，技術性不同，需要的用語也有所不同，教學者則認為在針對性中要找

出針普遍行，這是初級商用華語教材應著重的點。文化點的部分，學習者認

為必要，但有大概的方向，像是送禮或是禮貌表達等，以教學者的觀點看，

教學者認為婉轉的表達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是學習者自己的表達過於直接會

影響工作，另一方面是學習者可能不懂婉轉的拒絕，因而在工作上失誤。 

 

三、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編寫原則 

由上述的研究過程，研究者認為針對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編寫，應該有以

下的原則： 

1. 以學習者周遭生活作為切入點，也就是以公司生活的範圍擇取教材

內容，而不要受限於貿易交際、參訪簽約等內容，使商用華語教材

在針對性中找到普遍性；另外也非因學習者的程度，將內容鎖定在

一般生活交際，這又與學習者的需求有所差距，造成效率不彰； 

2. 初級商用華語教材應該以情境引導學習，根據商業人士會遇到的情

境切分，並分析不同情境下所需要的交際能力，以此為綱要進行教

學，才能與學習者工作結合，兼顧實用性； 

3. 初級商用華語教材，應著重口說與聽力的練習，讀寫為輔，因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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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在內容編寫上或是練習安排，都因以口說與聽力為優先，尤其是

發音練習及基礎句型操練是不可避免的，這是為了學習者在課堂後

能直接在公司生活中運用，而不是課堂歸課堂、工作歸工作，造成

學習的類浪費； 

4. 由於商業人士課堂時間短，也難兼顧連續性，因此每一課與每一課

間的連結必須強烈，以新課複習舊課，並引導新的一課。這是為彌

補無法評量的不足，並且也確保學習者反覆的練習，進而熟悉； 

5. 文化點的編排，不需要拘泥於每一課的單元，可以在需要的情境下

自然提出，融入課文主題對話也好，或是以小提示的方式呈現，文

化點的重要性不容質疑，但文化點的取捨也是教材編寫的重點。 

 

第二節 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編寫 

本節首先針對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編寫理念進行說明，再闡述教材的編寫

目標，教師與學生的角色、活動與評量方式等課程實務，並根據需求分析設

計內容大綱；最後根據內容大綱擇取教材範例編寫之單元，並簡述教材單元

內容。 

一、 編寫理念與目標 

相較於現有的商用華語教材程度較高，涉及領域也部分不同，適應課程

類型也有差別。現有教材仍有與本教材重疊之部分，因此本教材同時參考現

有教材等之主題及編排，截其長，並基於需求分析資料作為補強，補其短。 

有鑑於過去商用華語教材之內容主題公司外部情境比例較高，本教材將

背景設定在工作場所中，提高公司內部情境，並以職場中可能發生的場景作

為單元規劃依據，因此定名為《職場華語入門》。每篇分為數單元，每單元

包含數個情境，區分不同交際對象，例如對客戶、對同事、對上司等。內容

包含不同的語言交際功能，例如請求、拒絕、詢問等。藉此建立初學者基礎

的語言交際能力，並熟悉職場生活對話作為將來進階其他商用華語教材的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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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對象及教師扮演角色 

根據深度訪談及需求分析，發現學習者的性質為多為企業外派，在本地

企業工作之員工也有，但以前者為多。這些學習者可能在母國未有學習華語

之經驗，或是經由公司安排學習過短期的華語課程，但一般來說程度都不高，

因此公司通常會提供一筆經費供給他來台後繼續進修華語。因此本初級商用

華語教材設定之目標對象是針對有下列需求之外籍人士所編寫： 

1. 沒有華語基礎，在台灣工作或外派至台灣之外籍員工; 

2. 未來計畫或對在台灣工作有興趣之零起點或初級華語學習者 

教師在課堂所扮演之角色在於快速引導學生進入公司生活的生活對話

情境，並學習和應用與其公司生活有關的相關字彙，實踐交際功能的句型，

並且理解在華人社會中的文化習慣，尤其是在工作場合重視階層及需要禮貌

性交際的場合。因此教師是不僅僅是一個課程的教學者，也是對於公司生活

的介紹者與指導者。 

三、 課程型態、活動與評量方式 

而這種課程的型態多為家教型式一對一課程或是小班制的企業外派課

程。學習者需求明顯，教學者針對性強，課程型態特殊，教學時間短間隔長。

因此設計適應這種型態課程之教材，是本研究重要的理由。基於上述理由，

研究者設定本教材以情境為綱，功能為目。配合課程設定每課教學時間為兩

個鐘頭，並兼顧新知識輸入及舊知識回顧的教材。 

課程活動以聽力與口語交際練習，句型操練為主要的練習模式，並設定

情境指引學生進行口語對答，以真正符合學習者在公司生活中的需求，並能

在公司生活中快速的實際運用。由於課型的限制以及學習者的特性，教材並

未安排紙本評量，然教師應在課堂中以問答的方式進行學生學習的評估，教

材的設計上的連結性也提供教學者在評量的便利，根據教材安排的問答練習、

替換練習、情境設計練習皆可套用前課進行複習活動或是評量測驗。 

四、 內容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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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材設定之學習者程度在零起點或略有華語基礎者，因此在教材開始

第一單元為語音介紹，其他單元整合現有教材現況之分析和研究者需求分析

調查之成果，並參考 CERF 語言使用的外部情境1描述，以重點情境分篇，再

以細項進行單元分類，除發音共 10篇，每篇下有 2~3 課，一共有 25 課，預

計每課兩小時完成，加上發音單元約四十小時，以一周四小時的課程來看，

約十周可上完本教材： 

表 六-1 初級商用華語教材《職場華語入門》內容大綱 

篇數 篇名 課數 課名 內容大綱 CEFR 

外部語境 

0 語音 0 語音介紹 介紹發音  

1 問候介紹 1 認識新同事 見面問候 同事 

2 這是我的秘書 介紹人物 秘書 

3 我是今年畢業的 介紹經歷 雇主、上司 

2 行程確認 4 明天幾點開會 詢問時間 開會 

5 報告什麼時候交？ 確認資訊 報告 

6 今晚在那兒聚餐 交辦事項 聚餐 

3 會議簡報 7 這個月業績很好 進行評價 業績 

8 我們的新產品 產品簡介 產品 

4 電話聯繫 9 我幫你轉告他 訊息傳達 顧客、同事 

10 我想請假 請求批准 日常事務管理 

11 確認出貨日 進度確認 出貨 

5 場地預定 12 這家餐廳要早點兒 聯繫確認 商店 

                                                      

1 在 CEFR 的語言使用的外部情境當中，將每個領域的外部情境分有以下要素：

地點、機構、人員、物體、事件、行為、文本等並根據領域的不同進行外部情境

的描述，本教材也根據該情境描述進行內容大綱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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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 

13 我要訂一間房 需求說明 賓館 

14 會議室空著嗎？ 要求安排 會議 

6 電腦使用 15 請教我好嗎？ 請求幫助 電腦技術應用 

16 電腦壞了 流程說明 辦公室維修 

7 文件寄送 17 交給快遞吧！ 提供建議 日常事務管理 

18 上郵局去 交代行程 公共服務機構 

8 問路指路 19 就在前面停吧！ 指示方向 公路交通 

20 銀行怎麼走？ 詢問方向 公路交通 

9 會計報帳 21 應該怎麼報帳？ 請求指示 行政程序 

22 請把這張表填好 指示操作 行政程序 

10 宴會應酬 23 別客氣！ 招待客戶 顧客 

24 祝我們合作快樂 應酬言談 商業洽談會 

25 去喝一杯吧！ 進行邀請 雇主/雇員 

五、 教材單元內容 

由於本教材是以情境分篇，因此在每篇的開始，針對該篇所安排的情境

提示學習者在公司生活中可能使用的情況，同時利用曾學過並可在此運用的

作為複習，以此作為該篇的前導。而在每課開始之前的導論，針對該課情境

中的人物對象及所需的交際能力，包含文化點提示簡要概述，以加強學習者

在學習該課前先對內容建立大概的概念，幫助學習者快速進入該課情境。 

每一課應因商業工作環境的特性，強調聽說能力的訓練，讀寫能則為輔

助。根據教材的架構，本教材共設置五個單元，分別為前導、主題對話及生

詞介紹、句型介紹操練、練習實踐部分。文化點則不另設單元，而是在情境

中以提示的方式出現。其中主題對話與生詞編排在同一頁面，以利學習者面

對生詞能夠配合情境及時查詢，並立即進入學習者的字彙庫。句型介紹與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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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除了學習句型同時加強學生在定式中熟悉公司對話，同時以前課學習之

生詞進行複習加強記憶。練習實踐部分分為兩方面，一是在語言技能上的操

練，像是發音、聲調的加強，生詞的熟悉；另一方面則是在情境運用上加以

應用。 

 

第三節 初級商用華語教材設計之單元範例 

本節根據上述之設計編寫規劃，實地進行單課的教材範例編寫。研究者

根據教學者與學習者需求分析所提出，電話語言對於學習者是較為困難的，

但在公司生活中卻是很重要、很常見的情境，因此在本教材中安排在第四篇，

希望學習者及早接觸學習。也因此選擇電話聯繫作為教材範例。 

以下進行教材範例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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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電話聯絡 

你工作常用電話嗎？ 

什麼時候打電話？ 

你知道怎麼打電話嗎？ 

別忘了，明天

五點開會！ 

是的，報告我

明天給您！ 
這個月業績

還不錯！ 

您好，我是陳

經理的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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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學習電話用語及應對 

 學習如何轉告他人，交代事項 

 熟練前課情境，利用電話交流實踐 

 熟練本課詞彙句型，運用在其他情境 

 

 

 

 

想一想 

說一說 

在公司裡， 

1. 你給誰打電話？ 

2. 你為什麼打電話？ 

3. 你知道接了電話應該說什麼嗎？ 

4. 你知道怎麼打電話嗎？ 

 

 

第九課    我幫你轉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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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話 Dialogue 

 

李美：喂 1，你好，業務部。 

王日明：喂，你好，我是會計室的王日

明，請問陳大中在嗎？ 

李美：陳大中嗎？好的，請您等一下 2。 

------------------------------ 

李美：陳大中現在不在，他去拜訪 3客

戶 4了。 

王日明：請問他什麼時候回來 7？ 

李美：不好意思，我不太清楚 8。您有

什麼事，我幫 6您轉告 7他。 

王日明：他給我的資料 8有一點兒問題，

我要請他補 9資料。 

李美：好的，我請他回來馬上 10回電 11。 

王日明：這件事很急，麻煩您了，謝謝。 

李美：沒問題，請放心。 

生詞發音、解釋 

1. 喂 wèi   

( P ) Hello(when pick up 
phone) 

2. 等一下 shāoděng yíxià  

( IE ) Wait a minute. 

3. 拜訪 bàifǎng    

(V) Visit 

4. 客戶 kèhù 

(N) customer 

5. 清楚 qīngchǔ 

(SV) clear 

6. 幫 bāng 

(CV) help 

7. 轉告 zhuǎngào 

(V) tell, transmit 

8. 資料 zīliào 

(N) data, profile 

9. 補 bǔ 

(V) to make up for 

10. 馬上 mǎshàng 

(A) right away, 
immediately 

11. 回電 huídiàn 

(VO)  return the call 

 

 

通常使用電話

談論工作，需

要比較禮貌，

「請等一下」

比「等一下」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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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read aloud and answer questions 

喂 wéi        

「喂，請問李秘書在嗎？」 Q：什麼時候說：「喂」？ 

稍等一下 shāoděng  yíxià  

不好意思，請稍等一下。 Q：你在找資料，你會跟同事說什麼？ 

拜訪客戶 bàifǎng kèhù  

今天早上要拜訪客戶，下午回來。 Q：你的工作常常拜訪客戶嗎？ 

清楚 qīngchǔ  

這份報告不太清楚，請再寫一次。 Q：同事說得不清楚，你說什麼？ 

幫 bāng  

我幫你交給經理 Q：你需要別人幫你，你說什麼？ 

轉告 zhuǎngào  

他不在，我會轉告他。 Q：你要找的人不在，你說什麼？ 

補 資料 bǔ zīliào       

上次的資料不夠，請你補資料。 Q：什麼時候你需要補資料？ 

馬上 mǎshàng  

做了報告，我馬上交。 Q：開完會，你馬上做什麼？ 

回電 huídiàn     

我現在馬上回電 
Q：別人打電話找你，你不在，回來

該怎麼辦？ 

 

代換練習：把灰色的地方換成別的說一說。 

 



第六章 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編寫範例 

117 

 

 Sentence pattern 

……V一下…… 

…… V 一下 …… 

不好意思，請您 稍等 一下 。 

你寫得不清楚，請你 補 一下 資料。 

我們請李科長 報告 一下 這個月的業績 

上午我要去 拜訪 一下 客戶。 

這件事要麻煩你 轉告 一下 。 

你們不認識，我給妳們 介紹 一下 。 

 

請依照情境說一說： 

(A) A：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喂，請問林華在不在？ 

B：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您稍等一下。 

(B) A：課長，你要的資料好了，____________________。 

B：好的，請放在這裡，我馬上看。 

(C) A：你們不認識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您好，很高興認識您。 

C：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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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幫 S2 V…… 

  …… S (A) 幫 S2 V…… 

 我  幫 你 轉告他。 

 秘書  幫 經理 訂好機票了。 

請放心，  我  幫 你 打電話給他。 

 謝小姐 已經 幫 我 送報告了。 

謝謝 你  幫 我 提醒大家開會的時間。 

 

請依照情境說一說： 

(A) A：陳秘書，我下星期要到香港去開會。 

B：是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別忘了也要訂機票，謝謝。 

(B) A：喂，請找小陳。 

B：我就是。您是哪一位？ 

A：我是小李，我生病了，可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好的，沒問題。 

(C) A：喂，李課長嗎？我要這個月的報表，請你送過來。 

B：是，經理，等一下我請小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好的，我有點急，請盡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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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請 S2……馬上…… 

S1 請 S2 …… 馬上 …… 

我 請 他 回來 馬上 回電 

我 請 秘書 開完會 馬上 送過去 

李經理 請 小陳  馬上 交報告 

小陳 請 我 現在 馬上 做 

課長 請 秘書  馬上 報告經理 

 請 他  馬上 幫我訂機票 

請依照情境說一說： 

(A) A：喂，請找王大明先生。 

B：對不起，他現在不在。有什麼事，我可以幫您轉告她？ 

A：我有急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好的，沒問題。 

(B) A：喂，您好，小張現在在開會，請問有什麼事？ 

B：我是會計室的李立，請轉告他，請他補報帳的資料。 

A：好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A：李明，這個月的業績不太好，怎麼了？ 

B：經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沒關係，下個月好好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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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1 

聽力練習：請圈選聽到的字，找一找是哪個字？ 

bàogào bàodào  拜訪 

zhǔndào zhuǎngào  稍等 

shāoděng xiāoděng  清楚 

kèfù kèhù  客戶 

qīngchǔ jīnchǔ  麻煩 

zīniào zīliào  報告 

huídiàn huìdiàn  馬上 

mǎshàng mǎishàn  轉告 

bàifǎng bàihuǎng  回電 

máfán mǎfán  資料 

請用這些字，跟老師對話。 

 

Practice 2 
 

請接著說： 

A：喂，您好，我找業務部王千。 你：  

A：喂，不好意思，陳先生現在不在。 你：  

A：麻煩您幫我轉告她。 你：  

A：請問李日什麼時候回來？ 你：  

A：我有急事找他……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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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2 

情境演練，跟同學或是老師練習 

你是總經理，打電話找業務部陳一，你要請他補資料： 

    狀況一：接電話的人說陳一不在。你怎麼辦？ 

    狀況二：陳一接電話，你要怎麼說？ 

你不舒服，打電話到公司： 

    狀況一：你今天有很多工作，想請別人幫你做，你怎麼說？ 

    狀況二：你今天會晚一點兒去公司，你要怎麼說？ 

你是業務，你想拜訪客戶，所以打電話到客戶公司： 

    狀況一：你要找的人不在，你怎麼說？ 

    狀況二：他告訴你可以下午去，可是你下午要開會，怎麼辦？ 

你是秘書，老闆從北京打電話…… 

    狀況一：他開會要的報表不見了，你怎麼說？ 

    狀況二：他想訂下個月去美國的機票，你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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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進行了理論的研究、現況蒐集整理，深入訪談進行需求分析之後，研究

者根據前述研究成果嘗試編寫針對初級商用華語進行教材範例的編寫。本章

將總結以上，為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編寫設計的研究提供研究結論；第二節針

對研究的限制及缺失進行說明解釋，並在第三節提供未來研究方向，期能在

商用華語教材編寫的領域略盡微薄之力，也希望對未來研究者提供可行的建

議。 

 

第一節  結論 

 由於目前經濟發展之趨勢，與中國的經濟活動已經不只限貿易活動，投

資設廠或是合資企業的商業型態越見複雜，而有意加入中國就業市場或是樂

於外派至中國的企業人士也越來越多，2003年中國開始研發商務漢語考試，

就可以反映出商用華語的需求。在台灣也有相同的情況，根據研究者不正式

的觀察，在網路上外籍企業人士徵求華語家教的情形的確比過去多，在求職

網站上為外籍人士仲介華語教師的公司也應運而生，反映在台灣這樣的需求

也日漸增多。 

這些商業人士需求明確，動機強，時間卻有限，而且多數在過去並未有

學習中文的經驗。反觀教材，雖然近幾年已經有針對初學者設計的商用華語

教材，但比起中高級以上的商用教材，或是針對經貿類的商用教材來說，初

級商用華語教材的比較仍不高。研究者有鑑於此，因而興起想要研究初級商

用華語教材的念頭，是為本研究的起始。 

研究者先是針對相關理論進行蒐集整合，以商業與語言的關係切入，由

此引出專用語研究的相關文獻，有以下發現： 

1. 商用語言是最接近口語、與一般大眾最為貼近的語言， 

2. 商用語言在專用語分類中層次較低，範圍較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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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商用華語的特點，由大多數學者的見解都認為商用華語的特質： 

1. 交際性質強烈 

2. 是同時融合專業語言和語言技能的教學 

3. 交際方式受到文化的影響，而因此跟一般口語型態有所區別 

商用語言的範圍的討論中，學者將商務語言分為「大商務」及「小商務」，

而以經濟交際的觀點來看，公司內部、外部都應屬商務的範圍，也就是「大

商務」的概念。因此商用華語的範圍應從原本的「小商務」擴展到「大商務」

的範圍，以符合現在商用環境的需求。這一點的理論支持了之後對於深入訪

談所獲得的結果。 

研究商用華語的內容不脫職業需求、教育需求、跨文化的需求，文化因

素在商用華語的領域中影響力極大，文化理解與否會造成交際雙方心理接受

度的高低。因此商用華語的內容也區分層次，所需求技能也不同，由此認知

之後，基於教材編寫設計的起點切入，初級商用華語教材教材的針對性便相

當明顯了： 

1. 商用華語的學習者通常有其事業動機，因此強調語言技能的快速上

手應用。 

2. 在職的員工，多需要入門階段的商用華語，而口語技能大於綜合性

的技能需求。 

3. 由課程來看，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的課程需要彈性，並且能快速適應

學生的需求，也因此教材編寫須納入考慮。 

由教材編寫來看，形成專用語言教學有下列步驟： 

1. 要確認學習者 

2. 分析學習情境還有其需求情境 

3. 加上語言理論專業知識等要 

這個過程是一種以學習為中心的語言教學，而教材的編寫也在這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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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生。而對於初學者來說，利用每天所遇到的情境，也就是辦室生活作為

教學的起點及重心，並著重於語音的訓練，是初級商用華語教材應考量的部

分。 

建立理論的基礎以後，研究者針對課程、教材的現況進行現況的調查分

析，並針對相關人士進行深度訪談。 

以教材的現況來說，研究者有以下發現 

1. 交際內容仍以公司外部的交際作為主題，且為「小商務」範圍， 

2. 針對初級的教材，內容及生詞選擇上，商用的性質不明顯， 

3. 文化點的選擇對於商業人士哪些屬於必要，研究者認為還應該更進

一步的研究探討 

課程方面，研究者蒐集了日本、美國、中國等 11 所大學，及國內華語

中心開設的課程進行研究，發現現有課程有下列現象： 

1. 仍以中高級的學生為對象，且對象是學生，非商業人士 

2. 這課程採用的教材也多為經貿領域的對話或是文章選讀。 

研究者另外由訪談整合教學者與學習者的看法： 

1. 基礎發音、句型的教學的重要性 

2. 從周遭生活的學習對商業人士來說較有吸引力 

3. 從針對性中要找出普遍性，這是初級商用華語教材應著重的點 

4. 文化點的部分要切合商業人士對於生活的需求。內容的取捨相當重

要。 

綜合以上研究過程所得結果，研究者整理了以下編寫原則，作為初級商

用華語教材的建議： 

1. 以學習者周遭生活作為切入點，也就是辦公室中的對話或是公司業

務領域的範圍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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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以情境引導學習，才能與學習者工作結合，兼顧實用性； 

3. 著重口說與聽力的練習尤其是發音練習及基礎句型操練是不可避

免的； 

4. 教材編寫中的各課與每一課間的連結必須強烈，並且提供學習者反

覆練習的機會； 

5. 文化點的編排在需要的情境下自然提出，不需拘泥於各課的安排，

而編寫跟初學者無關的內容。 

 

第二節  研究發展之限制 

限於研究者己身之力，還有客觀條件掌握不易，雖然研究者力求資料搜

尋完整，統整分析做到完備，但過程中難免遇到一些限制，下面陳述本研究

所面對的研究限制： 

1. 受限於時間、空間，本研究的原本設定之訪談對象應為外籍人士十

人，教師十人，然而因為這種課程的沒有固定的形式，也難尋接洽

單位，因此只能由研究者自己身旁的同事、同學、學長姊介紹認識，

因此樣本數未能達到原設定人數，因此蒐集的資料可能因樣本數不

足而無法蒐集更多資訊。 

2. 研究者在接洽訪談的過程中，發現在台的外籍工作人士若需要使用

中文，大多為日韓企業，歐美企業的辦公室文化仍以英文溝通為主，

這也造成研究者訪談的對象僅限於日籍的員工，而韓籍工作人員因

無管道接觸只能作罷。日籍學習者因漢字書寫認讀的經驗，在華語

學習上有其特殊性，因此雖然初級商用華語教材著重於聽說，但其

訪談的資料也可能因訪談者集中在日籍學習者上而有所偏頗。 

3. 另外在海外學校相關課程資訊的蒐集上，因各地學校資訊透明化程

度不一，因此並非每個學校都能得到完整的教學大綱或是課程資訊，

也因此在整理資料上有所缺漏。另外因研究者本身的語言能力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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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能針對日、美兩地學校的進行資訊蒐集，其他像是東南亞、歐洲

的學校資訊可能也有其研究價值，尤其是東南亞有商業往來的地利

之便，無法蒐集相關的資料，實屬憾事。 

4. 國內華語中心的資訊蒐集，除研究者本身工作或是因熟識而能親自

查訪外，大多從網路取得。而對部分學校的華語中心來說，企業外

派數商業機密，因此不願對外提供資訊，因此在這個部分的資訊難

以蒐集。 

5. 在教材設計的過程中，多提及教材實驗的重要性，然行事還需天時、

地利、人和，除了時間空間的限制外，商業人士難以配合教材實驗，

因此本研究並未進行教材實驗的部分。因此教材的設計在實務上是

否合宜，仍需驗證。 

 

第三節  對未來研究發展方向之建議 

經過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研究的整個過程，也了解了本研究的限制，研究

者在此提出對未來研究方向的建議： 

1. 由於本研究未能進行教材實驗，因此在實務上可行與否，適用性如

何即成為本研究的缺憾，因此若能繼續針對初級商用華語學習者的

課程進行教材實驗，從中發現教材的缺漏，而更有針對性地進行初

級商用華語教材編寫的設計，可視為一個未來研究方向。 

2. 由於目前企業外派的風氣日盛，語言中心接洽企業的委託可以做為

教材編寫合作的可能方向，企業外派性質與本研究訪談對象有些許

差異，而針對企業外派的針對性，也是本研究未來可研究之方向。 

3. 在商用華語的研究領域當中，目前對於商用詞彙的研究是現在商用

華語研究的熱門，商用詞彙的分級以及編排、商用口語與一般口語

的句法差異，對於商用華語教材的編寫有很大的助益，因此也可視

為未來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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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針對職場的初級的商用華語教材，必然可發展至中級、高級的商

用華語教材，甚至是系列教材，然其中牽涉甚廣，而對於一般職場

的語言使用是否有其普遍性，也是未來可研究的方向。 

5. 針對商業人士的性質，多位受訪者認為以多媒體教學，或是以網路

學習對於商業人士來說更為適合，因多媒體及網路的彈性大，能依

學生需求變化或取捨，因此初級商用華語多媒體或是網路教材，對

於未來發展也是大有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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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外籍工作者訪談問題 

1. 個人資料 Personal  information 

(不願意回答可跳過 If you are not willing to answer , you may skip it)  

 性別  Gender 

 年齡  Age 

 工作產業  What kind of job do you do? 

 工作時間 How long did you do this job. 

2. 工作相關 About your work 

 工作內容 The content of your job 

 工作上需要接觸的人 Whom will you contact with in your work? 

 工作上使用中文的情況 what kind of the situation you use Chinese in 

your work?  

3. 中文學習 About Chinese learning 

 一開始學中文的理由？Reasons for learning Chinese at the beginning 

 使用過什麼樣的教材？ What kind of teaching material or text book did 

you use? 

 若為一般語言教材，請問這個教材對於你現在工作上是否有幫助？ 

If it is a general Chinese text book, is it helpful to your work now? 

i. 這個教材對於工作上有幫助的是哪一個部分？ 

Which part is the most helpful? 

ii. 你認為這個教材哪一個部分對於你工作上的幫助不大？

Which part is not helpful? 

(詞彙 vocabulary、句型 sentence pattern、文化理解 cultural under 

standing、商業用途 business purpose) 

iii. 你喜歡這個教材什麼地方？Which part do you like the most? 

iv. 你不喜歡這個教材什麼地方？Which part do you dislike the 

most? 

 若為商用教材，請問這個教材對於你現在工作上是否有幫助？ 

If the text book is for business purpose, is it helpful to your work now? 

i. 請問這個商用教材對你哪個部份幫助最大 

Which part is most helpful? 

ii. 你認為這個教材哪一個部分對於你工作沒什麼幫助？ 

Which part is not helpful? 

iii. 這個教材最難的地方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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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part is most different? 

iv. 你覺得這個教材缺乏哪個部分？ 

What do you think this textbook lacks of? 

4. 專業用語部分 About professional terms 

 請問您的工作性質，是否需要使用很多的專用術語？ 

According to your work, do you need a lot of professional terms? 

 專用術語的理解與否，是否會影響您工作是否順利？ 

Unfamiliarity of these professional terms does influence your work? 

 您認為理解這些專業術語是否不大容易？在教材中是否應該增加這

一類詞彙？ 

Is it not easy to understand these terms? Should we put them into the text 

book? 

5. 對於初級商用華語教材的看法 your opinion of Business Chinese text book 

for Beginner 

 回到還不會中文的時候，若有一本針對初級學習者設計的商用教材，

你會考慮選用嗎？理由是什麼？ 

Back to the time when you didn’t know Chinese a lot. Are you willing to 

use this text book: Business Chinese for Beginner? What’s the reason? 

 這份初級商用華語教材裡，你覺得應該包含哪些主題？(請說明理由) 

What kind of the theme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is text book? 

 以一個語言學習者，請問您認為這份初級商用華語教材哪一個部分(情

境？溝通能力?)最重要？ 

As a learner, which part do you think most important (Situations? 

Communicate skills?) in this text book? 

i. 那些中文情境應該包括？What kind of situations should be 

included? 

ii. 哪些中文能力應該包括？What kind of Chinese ability should be 

included?? 

 請問這份初級商用華語教材，你認為應該分為哪些單元？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every chapter in this textbook should be divided 

to what kind of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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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教師訪談問題 

1. 教材 

 使用的教材(一般語言教材？商用語言教材？) 

 該教材在教學上較難處理的部分 

 經由您的教學經驗，教材與現實使用上的差距？ 

 若設計一份對象為初級學習者的商用教材(以上班族生活做為教材編

排重點)，您覺得最不可或缺的部分？ 

2. 教學 

 教學的流程？ 

 教材與活動設計 

 是否添加補充資料？補充資料依據，來源？添加之理由？ 

 教學活動所能達成的目標如何設定及評量？ 

3. 課程 

 課程的類別？密集？常態？ 

 商用漢語教學與一般漢語課堂不同之處？ 

4. 學生 

 學生程度(學時？曾經使用過的課本？TOP？HSK？) 

 學生的學習目標？(為何選讀商用漢語課程？) 

 學生的來源？ 

 學生對課程的要求，或是對教材要求？ 

5. 老師 

 教授商用漢語的課堂重點及要求？ 

 教授商用漢語的難點？ 

 教授商用漢語之教師所應具備知識？ 

 設計商用漢語教材或是教學活動上須注意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