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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馬來語為母語學習者之 

初級華語口語課程設計 
中文摘要  

 

關鍵字：馬來語為母語之華語學習、馬來語為母語學習者之初級口語、

初級口語課程設計、華語口語課程設計、馬來西亞華語口語課程 

 

馬來西亞雙軌制的教育體系可說是獨一無二的。華社發展的華文教育

已趨向完整，可說是相當成功的。然而，一直在強調中文熱的今天，馬來西

亞華語文教學的發展也漸漸備受重視。本研究針對馬來西亞高等教育階段，

以國立大學馬來語為母語的華語學習者為研究對象，探討華語文教學在高等

教育階段的現況和發展趨勢，並依據所蒐集到的資料，分析歸納出華語口語

課的實際需求，以做為本課程設計規劃之需求分析。 

本研究透過學習者之問卷分析與教學者之訪談，對學習者之學習態度

及其所採用之學習策略有了概略性的掌握；半結構性之訪談讓本研究對高等

教育階段將華語文教學列為外國語之發展趨勢也有初步的瞭解。 

筆者參考了馬來西亞華人獨中教育的發展史，並整理出馬來西亞的教

育系統，同時，針對高等教育階段的華語課程進行相關資料蒐集。根據 

Richards (2001)，Brown (1995) 和 Tyler (1949) 對課程設計理論的探討，規

劃課程設計框架，並參考  McCarthy (1995) 與林秀惠  (2005) 所提出的 

4MAT 四大類型學習者以及教學四大步驟流程，以做為本課程設計之基礎

規劃。 

根據本研究所蒐集到的資料顯示學習者本身主動性較不足，較依賴教

室上課。因此，大量的課堂活動有助於提供學習者語言輸出的機會。馬來語

為拉丁羅馬拼音語言，其本身約定俗成的發音調值雖不具有辨異作用，但發

音相近卻為學習者的學習優點；教師可利用學習者本身的語言優勢，再透過

兩者語言比較，凸顯兩者的相異之處；提供具體的範例讓學習者做為模仿的

對象，透過不斷的模仿、練習有助於學習者掌握良好的發音與聲調。本研究

結合實際的需求分析於系統化的課程發展設計，擬定出一個完整的初級華語

口語課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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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Design of Mandarin 
Conversation in Beginning Leval for 

Malay-Native Learners  
 

Abstract 
 

Keywords : Curriculum Design for Malay Learners, Curriculum Design in 
Mandarin Conversation, Mandarin Conversation in Beginning Level, 
Curriculum Design in Beginning Level 

 
    The dualism of education in Malaysia is exceptional.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among Chinese population is a success, as it privileges the 

integrity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The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sia prospers, 

parallel with the mass acceptancy today, hence the government integrates 

Mandarin into syllabus. Chinese pedagogy is welcomed a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mong higher educational stages since it gains more and more 

popularity nowadays.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an overall survey of learners’ attitude and learning 

strategy, through analyzing the feedback of questionnaires from students and the 

interviews with teachers in several universities in Malaysia.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heories of Richards (2001), Brown (1995) and 

Tyler (1949), combined with the 4MAT system of McCarthy (1983), and 

Sequence of Instruction for TCSL of Domizio Lin (2005), I outlined a 

conversation teaching program, which fits in with pragmatical and methodical 

course purposes.  

    This research implementing situational and language-based tasks in order to 

provide learners as much opportunities as possible to practice language usage 

and expand language use from classroom to real-life conver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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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ain Kurikulum Bagi Kursus  
Bahasa Mandarin Lisan Di Kalangan 

Pelajar Berbahasa Melayu 
 

Abstrak 
 

Kata-kata Kunci : Kurikulum Mandarin, Desain Kurikulum Bahasa 
Mandarin, Kursus Bahasa Mandarin,  
 
    Bahasa Mandarin merupakan salah satu bahasa yang kini sangat berkena di 
kalangan international. Hal ini disebabkan oleh perkembangan ekonomi China 
serta kooperasi-kooperasi di antara bangsa dan koncep Globalization. 
Sebahagian pelajar-pelajar universiti diwajibkan mengambil bahasa ketiga, salah 
satunya adalah Bahasa Mandarin. Bahasa Mandarin yang diajarkan di 
universiti-universiti mengarah kepada masing-masing bidang yang diminati oleh 
pelajar tersebut. 
    Penelitian ini pertama-tama mengumpulkan data pustaka yang berkaitan 
dengan teori-teori pengajaran bahasa Cina sebagai bahasa kedua, dan penelitian 
lapangan dengan melakukan wawancara terhadap guru-guru di lima universiti, 
kemudian menyebar angket bagi pelajar-pelajar di universiti-universiti 
kebangsaan. Dari wawancaradan penyebaran angket tersebut diatas, diketahui 
bahawa pengajaran bahasa Mandarin hangya dilakukan di dalam kelas secara 
pasif. Sehingga membuat kemampuan berbahasa Mandarin pelajar-pelajar 
tersebut menjadi sangat pasif. Di samping itu, cara pengajaran guru pun kurang 
memuaskan para pelajar, misalnya: para guru kurang memperhatikan atau 
memperbaiki lafal para pelajar, guru juga kurang memberi latihan bicara. Hal ini 
menyebabkan kekecewaan para pelajar tersebut. 
    Untuk menanggulangi masalah tersebut diatas, penulis mendesain 
kurikulum yang pantas untuk minat dan kebutuhan para pelajar. Kurikulum 
tersebut dirancang berdasarkan teori-teori pengajaran bahasa sebagai bahasa 
kedua yang menekankan pada pengajaran ketrampilan berbicara. Selain itu pula, 
kurikulum ini menitikberatkan pada latihan pelafalan yang tep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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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1 
 

本章分成四節，針對本研究作概括性的說明。節次依序主要為本研究

之背景及引發動機、本研究主題及其重要性、研究之目的以及研究範圍以及

相關名詞釋義。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馬來西亞為一個多元種族及文化的國家，除了馬來人、華人以及印度

人等三大民族外，也包含了東馬沙巴與砂勞越兩州的原著民；在保留各民族

母語文化的同時，也就形成了馬來西亞別具特色的多語言與多元文化風情；

而馬來語最後亦被定訂為馬來西亞的國家語言。根據雲桂賓（1998）對個人

語言使用與社會或國家關聯形式的分類，將個人語言使用與國家語言使用分

成六種範疇，分別是(1) 個人和國家都使用同一種語言；(2) 個人是同一單語

的使用者，國家使用多語；(3) 個人是不同語言的單語使用者，國家使用單

一語言；(4) 個人是不同語言的單語使用者；國家使用多語；(5) 個人是多語

使用者，國家使用單一語言；(6) 個人和國家都使用多語；馬來西亞大體屬

於第三類範疇，即個人是不同語言的單語使用者，國家使用單一語言。馬來

西亞是一個多元種族的國家，馬來語是國家族群重要的教學用語，亦是做為

馬來西亞國民的溝通語言（古鴻廷，2003）。 

自1957年獨立以來，國家的教育制度大趨完備。政府所採取的教育制

度為6－3－2－2制，即是六年小學教育、三年初中教育、兩年高中教育以及

兩年大學先修班（Post-secondary Education）。馬來西亞的教育學制在初等

教育階段（小學一至六年級）保留三種語言源流的學校，然而英語學校則已

漸漸萎縮、被取代；中等教育階段則明顯分成國立中學與獨立中學兩種教育

體制。國立的中等教育階段（國一至高二）則完全以馬來語來進行教學；然

                                                 
1 感謝口試委員陳凌霞博士、吳龍雲博士以及論文指導信世昌教授對本論文所提出的建

議，若有任何疏漏，一概由筆者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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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華人社團支持的獨立中學則保留了母語－華語教學的體系；近年也因

南方學院、新紀元學院及韓江國際學院的創立，讓華語文母語教育有了完整

的教育系統。 

根據馬來西亞的教育制度，教學用語普遍上為馬來語，僅有私立獨中

和部份學科以英語授課。雖然曾出現以母語授課，但根據大馬教育部的計

劃，於明年起將理化科專業授課媒介語改以英語授課。因受英國殖民影響，

加上專業科目相對增多，各大專院校則多以英語為教學用語，以期學生能與

國際掛鉤。 

馬來西亞的語言環境與其教育政策仍有很多值得探討的地方。近幾年

來，受到中國熱的影響以及全球經濟發展無國界的趨勢，多語言環境下的

馬來西亞教育也漸漸的更為開放，許多大專院校目前也都提供了華語課

程。根據馬來西亞高等教育部 (The 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 2007)，

“第三外語能力是驅動國家在國際擂台上成為更具競爭力與創新的必要條

件”。2 

本研究之對象主要針對以馬來語為母語之學習者。筆者試圖探討馬來

西亞目前的華語教學現況，再針對學習者的實際需求規劃設計以口語能力為

主的華語課程。根據楊惠元（1996），會話是進行社會交際最基本的形式，

是雙向傳輸語言的語言活動。 

 

                                                 
2 馬來西亞高等教育部（2007；62），“Proficiency in the third language is vital for developing 

human capital that drives the K-economy as well as gears the country towards competitive 
innov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第一章 緒論 

 

3 

第二節  研究主題與重要性  

 

馬來西亞為多元文化、多元種族的國家。教育制度的分流也保留了多

語言的特色。今年，華語編列入高等教育階段中的選修課，即除了本科系學

生3，其他專業領域的學生也有機會以選修外國語言的方式選修華語。為加

強本身在就業市場的競爭力及拉近各族間的距離與友好展現，相較於法語、

西班牙語、德語、日語、韓語等外國語言，華語相對的成了較熱門的語言選

修課。 

針對學習者對語言使用的實際需求，筆者將以貼近真實生活情景的主

題出發，在強調發音正確的同時，也能掌握基礎的應答能力。以此為課程設

計的出發點，以期能更有效將所學與真實語用結合。 

根據蘇金柳（1999）的研究，除了句子結構和語法的困難點，馬來學

習者對於聲調的掌握也明顯出現難點。馬來語和華語為不同語系的語言，發

音、書寫等方式都迥然不同。馬來語屬南島語系，為拉丁拼音語言，而且是

無聲調的拼音語言。而華語的特色則是有聲調的語言，媽(mā)、麻(má)、
馬(mă)、罵(mà)四者皆不同。一個聲調的不同，則其語意也就會有天壤之

別；語調、聲調的不同則語意上也就產生了不同的解碼。口語上，華語需要

明確的聲調，聽者才能明瞭說話者所要表達的；而馬來語並沒有聲調的混

淆，蘇偉妮（1990）的研究分析指出，在馬來語約定俗成的發音上，即使調

值有所改變，意思仍保持不變，無論是以華語的四聲來念，都不具有辨異作

用；這是與華語最大的差別。 

蘇偉妮（1990）也指出，由於馬來西亞語音系統缺少了塞差音，且該

語言並無送氣音，學習者較難掌握的；元音則發生部分同化現象，如：

“ou”、“iou”和“uo”，被念成熟悉的“au”或“iao”。莊尚花（2004）

的研究也指出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對於撮口音及部份母語缺乏的發音大都

產生了容易混淆的難點。4 

                                                 
3 本科系學生又簡稱為本科生，相關名詞解釋請參考本章第四節之二，名詞解釋第五項 
4 莊尚花（2004）之研究為針對印尼學習者之聽力課程設計；然因馬來語和印尼語皆同屬
南島語系，且句構相同，在發音、語用、詞彙等層面有重疊之處，故參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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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馬來語的語法規則與華語的語法規則也是截然不同的，對馬來

學習者而言，在語用上勢必會造成一定的困擾。故教學者應盡量規劃課堂的

時間，讓學習者多說、多聽以訓練其語音的辨別，並熟悉華語的句法。要學

習者將母語中缺少的送氣音、捲舌音以及元音都同時準確的發出來，教學者

除了需要講解發音部位和發音方法，更重要的是再三的示範，並要求學習者

反覆複誦（林水檺，1990）。就算是學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學習者，也可能

會出現化石化 (fossilization) 的現象，將錯誤的發音、語法、語用等深刻地

留在腦海中，並認為是正確的而頻繁、自然地使用。口語是直接的且無法重

來的，在實際的溝通過程中，學習者除了要聽懂還要做出適當的回應、清楚

的表達自己。 
 

 

第三節  研究目的  
 

初級口語課程的目的在於訓練學習者正確的發音和語調以及適當的基

礎口語表達能力。此外，也想透過更生動有趣的教學方式讓學習者對於不同

領域的課題也能有基本的瞭解與掌握。筆者認為，要加強學習者的口語表達

能力，就得讓學習者有更多的口說機會。 

 

在口語課程設計的過程中，筆者針對幾個問題做探討： 

1. 馬來西亞目前華語教學概況如何？ 

2. 高級教育階段華語為外語的教學趨勢為何？ 

3. 各大學目前華語教材選用情況如何？ 

4. 學習者學習華語的主要動機為何？ 

5. 教學及課程目標是否符合學習者之學習需求？ 

6. 初級口語課程大綱的主要需求為何？ 

7. 馬來西亞華語學習者是否占有學習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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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透過問卷和訪談的方式，以期獲得第一手的資訊，俾使本研

究能以學習者實際需求出發，設計初級口語課程。並希望能作為日後針對馬

來西亞華語學習者口語教材設計的參考方向。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名詞釋義  
 

一、研究範圍 
 

本論文的研究範圍主要在於探討馬來西亞當前的華語為外語之教學概

況，並以學習者的需求與學習難點為依據，設計一針對以母語為馬來語學習

者的初級口語課程，以提高學習者的口語表達能力。藉由學習者本身的母語

發音系統，找出相關接近或類似的發音與發聲方式，透過對比的方式凸顯並

提供學習者做為學習與模仿的楷模。主要研究範圍包括： 

一、 以馬來語為母語之華語學習者在發音與聲調上難點 

二、 馬來西亞馬來語為母語之華語學習者的學習策略 

三、 馬來西亞高等教育階段之華語課程教學現況 

四、 針對馬來西亞以馬來語為母語對象之初級口語課程設計 

 

二、名詞釋義 
 

本研究相關之名詞釋義如下： 

1. 華語課 － 華語並不是該地區的母語，也非馬來西亞官方語言，所以

筆者視華語為第二語言或外語，而華語課即被視為第二語言或外來語

來教學的語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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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民（型）學校 SR(J)K－ 全名為Sekolah Rendah (Jenis) Kebangsaan；

由馬來西亞政府所辦的義務教育學校。除宗教學校外，皆稱為國民

（型）學校。以馬來語為教學用語者為國民學校，包括國民小學、中

學和高中；國民型學校是以母語為教學語言的學校，目前僅有國民型

小學；並沒有國民型中學。 

3. 獨立中學 － 又稱為獨中，屬於私立中學。與一般認知不同，此私立

學校是由華社創辦，資金來源主要是透過社會大眾募捐而來。全馬目

前共有六十所獨立中學；然而，獨中文憑皆不被馬來西亞政府承認。 

4. 文憑生 (Diplomate) － 擁有低於「學士文憑」學位者，亦稱為「副

學士」；根據劍橋字典：“由學院或大學辦法的一種證明文件，證明

通過一項考試或修完一門課程”5 

5. 本科生 (Degree holder) － 指考取大學學位的學生，多指完成三年以

上的大學課程，亦稱為「學士」(Bachelor)；其定義為“成功完成大

學或學院三年或三年以上的課程所獲得的合格文憑”6 

6. 口語、會話、對話 － 根據徐子亮、吳仁甫（2005），口語包括獨白

和會話，而對話又附屬於獨白之下。 

7. 口語課 － 根據呂必松（2005），口語課是“以訓練口語表達能力為

目標，將語言從基本的語言知識層次提升到表達層次，教學重點在於

學生是否具備良好發音和正確句構等基本語言能力，並能用接近地道

的口語表達自我的專門語言課”。口語（oral）與對話（dialogue）不

同，對話是被動，缺乏互動性。本研究針對初級學習者的自我表達能

力，故以口語課稱之。 

                                                 
5 Cambridge Dictionary，“a document given by a college or university to show that you have 

passed a particular examination or finished a course”  
6 “ qualification obtained by students who successfully complete a university or college course, 
normally lasting three years or mo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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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課程設計 － 主要分成兩個階段：大綱細則的準備階段及實際課堂運

用階段。根據 Richards & Rodgers (1986) 所述，大綱模式包含了教學

目的、課程模型、學習者角色、教師角色及教材等。本研究針對為此

類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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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節主要為針對學習者、課程等相關文獻的探討，以瞭解並初步掌

握整個課程設計的基本框架。主要可分為幾個小節，包括了以馬來語為母語

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所可能面對的學習困難、學習心理及學習策略、口語課

的本質、學習者類型、教學方法以及課程設計相關理論等。 
 

 

第一節  第二語言學習  
 

根據統計，全世界擁有超過兩千個民族和三千多種語言。當中，除了

世界的語言－英語外，又以目前的華語最為熱門。大陸經濟的起飛，及其在

國際上地位的堀起，讓華語成為目前全世界最熱門的語言之一。各種類型的

華語課程和教材應運而生。 

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體系可說是東南亞國家中，發展得最完整的。這

主要歸功於華社對於華文或母語教育的支持以及獨立中學、南方學院、新紀

元大學和韓江國際學院等的創辦，讓華文教育在馬來西亞得以傳承。近年

來，華語學習越來越普及，馬來西亞政府日前也將華語列入小學課程綱要

中，作為選修語言課，並鼓勵官兵學華語（ 聯合早報：2009年9月17日）。

本研究的口語課程設計對象主要針對馬來語為母語的華語學習者。筆者將根

據所蒐集到的資料加以整理分析，以作為參考。 

 

一、學習者母語背景 
 

語言教學過程當中，學習者因受到母語的干擾，而常出現語音、語法

的失誤、中介語的產生、語言轉碼的問題等。眾多研究分析皆以對此課題做

深入的探討。學習者本身母語文化背景對語言學習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語言

學習與母語習得之間是不盡相同的，成人的語言學習，是不可能在不知情的

情形下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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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教學過程中，教師應對學習者的語言背景有初步的了解，這也將

有利於協助學習者對標的語言的掌握。學習者可以經由教師的提示，對比母

語和標的語之間的異同。兩者間顯著差異的對比是有利於學習者對標的語的

掌握的。語言與文化是相互交融的，學習語言也就是學習一個新的文化。如

同Schumann (1978) 所提出的文化合流理論，第二語言習得是文化合流的一

個面向；將本身的文化與第二語言文化合流的多少決定了獲得第二語言的成

敗。7相對的，教授語言也是等同教授文化。對學習者母語文化的瞭解，能

夠協助教師在教學上更貼近學習者，協助學習者了解標的語與母語文化的異

同，以期能更有效的提高學習者的學習效果。 

在蘇偉妮（1990）的一項研究中提到，馬來西亞華語為外語的學習者

群主要以馬來語為母語者佔多數，且是零起點的成年學習者。她透過華語與

馬來語語音的比較，分析出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較難掌握或揣摩的發音、學

習者學習上所產生的同化現象等。根據蘇金柳（1997），以馬來語為母語之

學習者在學習華語過程中所面對的母語干擾，往往因為母語的影響而產生了

類似馬來語結構的中文。語序是最明顯的差異；再者，學習者對於兩種語言

的使用多採取直接對譯的方式，這也導致語言使用上出現贅詞、贅字、過度

省略、量詞錯用等問題。此外，莊尚花（2004）也指出，由於學習者的母語

背景為無聲調的拉丁字母拼音語言，加上母語中缺少了華語的捲舌音，故學

習者並不能很好的掌握華語四聲音調和部份發音。 

然而，也因為馬來語為拉丁拼音語言，母語為馬來語的學習者在認讀

拼音上則較佔優勢。根據何富騰、陳朝義（2007）針對馬來學習者進行的一

項測試，完全沒有學過漢語拼音的測試者能夠準確發出三分之二的漢語拼

音。他們的研究也指出學習者另一項顯著的問題是音準的問題，漢語為音調

語言，第一聲的音準為五，而受試者平均音準則為三點五；此外，他們也表

示，沒有受過華語訓練的測試者在自然發音的過程中，藉著本身母語的語音

系統，可以發現與華語聲調調值、發音接近、差異或缺乏等的部分。這對於

協助學習者瞭解並掌握正確的發音將有很大的幫助。教師可以提供學習者較

為熟悉或類似的發音與聲調作為參考依據，供學習者揣摩。 
                                                 
7 Schumann (1978; 34) 表示：“SLA is just one aspect of acculturation and the degree to 
which a learner acculturates to the target language will control the degree to which he acquires 
S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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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馬來大學生學習華語語音所面對的困境，庄興發、何富騰及何偉

智（2005）的研究發現馬來學習者在語音方面所面對的難點以聲調最為明

顯，再者為聲母、韻母；三者偏誤的比例分別為3.2：2.6：1。根據他們的研

究結果，韻母以ü、O的偏誤最為顯著，各占 41.5% 及 11.9%。聲調上最難

掌握的為第二聲（27.4%），再者為第三聲（20.5%），接著為第一聲（19%）

及第四聲（10.1%）。聲母方面，以塞擦音及塞音為明顯的偏誤，分別為 27.9% 

以及 25.3％；此研究結果與蘇偉妮 (1990)、林水檺 (1990)等的研究結果相符

合。“馬來西亞語沒有類似華語的第二聲，因此馬來學習者最難掌握好這個

聲調”（蘇偉妮，1990；250）。 

研究學者分析出偏誤的主要原因為母語中缺乏該發音或發聲結構，受

母語語音系統影響。“si”、“ri”、“yu”、“zai”、“nü”等是學習者

常犯的語音偏誤。馬來語的發音系統缺乏ü的發音，也為非聲調語言且無送

氣音，故在語言學習上出現了上述幾項難點（蘇偉妮，1990；林水檺，1990；

何富騰、陳朝義，2007；庄發興、何富騰、何偉智，2005等）。 

根據楊惠元（1996）認為語音聲調不準之原因有一半屬於聽力的問題；

另一半則是受母語發音系統的干擾，導致發音部位和發音方法掌握得不好。

他也針對上述兩點提出了改善的方法。他建議將難音難調分組，多讓學習者

練習辨析，提高他們辨音辨調的能力，且要天天練習，反覆聽。此外，鼓勵

學習者多模仿，由慢到快，掌握並養成正確的發音部位和方法。 

除了上述所提，陳原（1983）亦表示語言的變異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

這包括了時間、地域及社會因素等，而不同地域引起的語音或詞彙選擇差異

是不可忽視的。由於馬來西亞所教授的華語為拼音、簡體書寫，且詞彙等的

使用皆參照中國大陸為準。在台灣為人熟悉普遍的物名到了馬來西亞也可能

會有不同的稱呼，如：“公車”則為“巴士”；“數位相機”為“數碼相

機”；“筆記型電腦”為“手提電腦”等。楊貴宜（1990）表示，語文的用

詞往往帶有高度的區域局限性，且多為該區域典型事物的客觀反映；特殊性

的文字或用語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和語文價值。筆者認為在詞彙選用上的差

異也是課堂教學中應該注意的。在教學過程中，教師也應該考慮到詞彙區域

性的差異，不可視而不見或略過不提，以免造成學習者混淆；惟有適當的提

醒或比對才能協助學習者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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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者心理需求 
 

針對不同的學習者應採取不同的教學方法；不同年齡的學習者在學習

上有不同的心理需求。心理學家 Piaget（1896－1980）提出道德二期論，即

分為他律期（Heteronymous stage）及自律期（Autonomous stage）。在自律

期，也稱為道德合作期或彈性期，個體能夠根據自己內定的標準對道德行為

作判斷。與 Piaget 一樣採用認知發展取向研究人類道德判斷的心理學家

Kohlberg（1927－1987）將理論擴充為三個時期六個階段的道德發展理論 

（詳見附錄三）。 

根據 Erikson（1963）所提出的人格與社會發展理論，他假設人的一生

分成八個階段，且每個階段都有一個主要危機待解決。8此理論亦被稱為心

理社會論（Psychosocial Theory）， 因為此理論與心理和社會發展原則有關。

大部分的人能滿意地解決每個心理社會危機，並面對新的挑戰，但有些人卻

不能；他們就得在他們的人生中繼續處理尚未完全解決的這些問題（Miller, 

1983），例如青少年的統合危機；自我認同與角色混淆 (Identity vs. Role 

Confusion)。 

這新的自我認同 (Ego identity) 不只是先前認同的總和，亦是個人將天

生才能（即解決先前危機）、機會（青少年及接近成年期的需求、技能、目

標和要求）的基本驅力（即本我；ego）加以重新集合或調整。對於學習者

身心理發展的瞭解讓教師在教學上會有很大幫助。 

在教學上，俄羅斯心理學家 Lev S. Vygostsky（1896-1934）提出一個

重要的概念，即可能發展區域（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和鷹架作用

(Scaffolding)；Wildman (2007) 也提出了相同於鷹架作用的課程觀念，將之

成為協助表現 (Assisted performance)。即是在教學上提供學習者難度稍高於

實際表現程度的教材，並適時的提供學習者需要的幫助（鷹架）。他指示，

教師所給予的幫助應隨著學習者能力的增加而減少；最後由學習者獨立解決

問題，就如同完成建築後拆除鷹架。 

 

                                                 
8 Erikson 將人格與社會發展理論分為八個階段，相關之發展理論請詳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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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語言學習策略 

 

Chamot (2005) 指出語言學習策略的兩大重要性；第一，透過檢測第二

語言學習者的學習策略，可以更瞭解語言學習過程中後設認知、認知、社會

及情感處理等的過程；其二，使語言學習者能夠藉由教授新的學習策略而改

善並協助他們成為更成功的語言學習者。她表示學習策略是有意識且是目標

導向的。雖然學習者不一定確實評述其學習策略的使用，但這仍是作為研究

發展學習者智能處理的主要來源。 

隨著學習者漸漸對學習負起更多責任的同時，自我導向學習也慢慢增

加，產生更多的學習；學習者的自信心、對學習的投入以及能力等都會漸漸

隨之提高，教與學雙方都會感到更成功且更具有成就感。 

 
學習策略是學生用來增進自身學習的方法步驟，使學生能夠主動及自我

導向涉入學習的工具，而主動與自我導向涉入學習對於學生發展溝通能

力來說又是極為必要的。適當的語言學習策略能夠幫助產生語言能力上

的進步與自信心的增加。（Oxford，1990；蘇旻洵譯，2007；頁2） 

 

語言學習策略是學習的工具。蘇昱洵（2007）根據 Oxford (1990) 舉出

語言學習策略的特質，其包括：是問題導向的、以行動為基礎的、涉及超過

認知的層次、可直接或間接輔助學習、可觀察性、知覺層次、可教性、彈性

以及對策略選擇的影響。學習者因為有問題或任務待解決、完成，所以會使

用不同的策略，如臆測策略、記憶策略、情感策略等；學習過程中，為協助

學習而採取的具體行動如做筆記、規劃學習、評估學習結果等都為學習策略

中的行動基礎。策略的選擇是很有彈性的，並無固定順序，亦會受到許多因

素影響，然而，策略是可以訓練、教導的。教師可以幫助學習者在語言或非

語言的學習領域中，察覺自身的學習方式並找出能發揮最大功效的學習方

式。作者透過不同的兩個圖展示了直接與間接策略及六項策略類別的關係，

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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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1 策略系統之概要圖 
 

直接策略指的是處理與學習直接相關的策略，包含記憶與回顧新訊息

的記憶策略、瞭解與產出語言的認知策略以及克服語言不足的補償策略；間

接策略指間接對學習本身的安排，包含組織協調學習過程的後設認知策略、

控制管理情緒的情感策略以及向他人學習的社交策略。教師和學生就如同導

演與演員，導演是演員的內部指導與支持，但教師的功能逐漸轉化，演員在

學習過程中逐漸兼顧導演的功能。 

根據 Chamot (2005)，外顯指示教學包括發展學生察覺自我學習策略的

使用、教師對策略思考的示範、為策略取名、提供練習機會以及自我評鑑。

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研究者認同外顯指示教學比只要求學生使用單一或

多個策略更有效，且促進學生瞭解他們自我思考與學習過程的能力。9 

                                                 
9 Chamot (2005; 123): “Explicit instruction includes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wareness of 
their strategies, teacher modeling of strategic thinking, identifying the strategies by name, 
providing opportunities for practice and self-evaluation. Researchers in both L1 and L2 context 
agree that explicit instruction is far more effective than simply asking students to use one or 
more strategies and also fosters metacognition, students’ ability to understand their own 
thinking and learning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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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語言學習糾錯 
 

學習者會因為學習背景區域性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口音；不同母語背

景的華語學習者也容易受到本身母語與環境的影響，而導致發音的不標準或

語言使用上的不正確而不自知。為了能更好的掌握第二語言，學習過程中他

人的回饋或教師的糾正對學習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Brown（1995）根據

Hendrickson（1980）的建議指出，教師在口語教學過程中不要立刻糾正學

習者的錯誤，無論是大錯（global）或小錯（local），只要是不妨礙溝通、

大家都聽得懂，就無傷大雅。10教師不可強求完美，否則會對學習者造成心

理上的壓力而導致學習者不敢開口說話。從語言學習的角度來講，“聽、說”

是輸入，“讀、寫”則是輸出。學習者在聽懂了以後，順理成章的就會有說

的願望，慢慢的也就會說了。就算在剛開始時也只能說最簡單的話語，斷斷

續續、思維不連貫，甚至說錯了也不要急於糾正，只要說話者和聽話者雙方

能聽得懂就算達到溝通目的了。 

根據 Brown (1995)，造成學習者口語能力表現困難的因素包括了贅

語、簡化詞、口語體、語調變化等；如下表所示： 

 

                                                 
10 Hendrickson 認為，小錯並不會造成語意信息模糊不清，故在不影響溝通的前提下，不

需要更正；而大錯足以影響整個信息的意思或根本不知所云，則需糾正；改正糾錯的底

線是不能因為太多的改錯而導致學習者不敢開口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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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1 口語能力表現困難因素 

群組法      

Clustering 

口語能力並非一個字一個字的唸出來，學習

者需利用群組法將話成串的說出來。 

贅語      

Redundancy 

母語者和非母語者最的大的不同點在於贅

語的使用。母語者利用贅語的空檔做思考

等，而非母語者則不然。口語與書面文不

同，說話者不必太拘謹於選字、選詞，或是

嗯、那等贅語的使用。 

簡化詞語      
Reduced Forms 

學習者需習慣口語常出現簡化的現象，如：

北京大學－北大；師範大學－師大。 

表達的變項  
Performance Variables 

真實的口語中，說話者因為思考等因素造成

的停頓、重複敘述等問題，若將口語透過文

字表示，則會出現一遍混亂且不知所云的現

象。可是，這卻是口語中常聽到的真實語言。 

口語體      
Colloquial Language 

學習者必須對俗語有相當的掌握，因為這些

皆是口語中常出現的。 

說話速度         
Rate of Delivery 

說話的速度皆因人而異，學習者需要習慣不

同的說話速度。 

重音、節奏、語句 
Stress, Rhythm, and 

Intonation 

不同的語調代表不同的語意，學習者應該掌

握語調、節奏等的變化。 

互動         
Interaction 

會話/口語練習的過程當中，免不了互動。學

習者需藉由協商、討論等活動練習表達，若

僅僅只是獨白是沒辦法將口語能力提升的。 

資料來源：Brown (1995)；表格整理：孫雪芹 

 

教師必須要了解學習者所犯的錯誤是暫時的。教師可以透過進行同儕

間的小組活動以降低學習者因害怕犯錯、被糾正而不開口說的心態（Cook, 

1996；Brown, 1995；Hendrickson, 1980；葉德明，2002）以培養共同學習的

教室風氣，所以教師適時的回饋、糾錯能夠讓學習者察覺本身的不足但不至

於傷其自信心，且有助於學習者在溝通時，打開本身的自我監控系統，自我

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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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語言教學過程中，教師應對學習者背景有基本的瞭解與掌握。如此則能

夠更有效地提供學習者適當的幫助，協助語言掌握並提高學習效益。適時適

當的給予學習者回饋是必要的；讓學習者察覺，並了解其本身在發音上的錯

誤和學習難點，是語言學習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環，但切忌別因為矯枉過正

而導致學習者不敢開口。教師對於學習者犯的錯誤也應該要有包容力，畢竟

學習者的失誤是暫時性的。教師應該給予適當的協助與指正，避免學習者產

生語言化石化現象也要避免傷及學習者的信心，使其感到受挫。 

 

 

第二節  第二語言口語教學  
 

本節為說明本第二語言口語教學中，針對口語課的本質、教學對象、

糾錯與訂正、教學法以及測驗與評量四者所扮演的角色及定位。 

 

一、口語課的本質 

 

呂必松（2005）表示，口語課是以訓練自我口語表達為教學目標的專

門語言課，教學的重點是讓學生具備良好的發音和正確的句構等基本語言能

力。口語區別於書面語的最大特點在於它的即時性（施光亨、劉偉，1996）。

徐子亮和吳仁甫（2005）指出，口語課包含了獨白和會話兩類；“獨白有交

流作用而無交際性質，會話則既有交流作用又有交際性質”。一個人的會話

能力是語言能力、表達能力及交際能力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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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整瑩（2009）指出，口語課的性質必須要明確的兩點： 

(一) 口語課是語言技能課不是知識課； 

(二) 目標為培養口頭交際能力及訓練口頭表達技能。 

 

口語課的任務是教學習者怎麼“正確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在什麼場

合、對什麼對象應該說甚麼、怎麼說，即既要表達正確，還要表達得得體” 

（蔡整瑩，2009; 2）。李曉琪等（2006）的研究發現，學習者並不是完全不

會表達或聽不懂，很多時候是他們不知道要如何開始或結束一個對話；他們

不確定在什麼場合說甚麼是適當的。根據他們的研究，他們將對話以框架的

形式呈現，筆者將其主要分為開頭與結尾。框架是根據在對話中所普遍使用

的形式歸類而成。然而，必須特別強調的是，並不是讓學習者於課堂中跟讀、

複誦就算得上是口語課。不同的語言技能課，在教學方法與上課方式上都會

有所不同的。 

會話能力包括語言能力、表達能力和交際能力。陳原（1983）曾提到，

語言不是人與人之間唯一的交際工具，但卻是人類社會中最重要的交際工

具。崔希亮（1992）將交際能力分為講、述、談、說四個層次；並根據這四

種語言行為和組織語言、語篇的難易程度，把“講”定為言語交際能力最高

層次，“述”次之，第三層次為“談”，第四為“說”。范開泰（1992）則

認為口語言語的交際能力應包含三方面：(1) 漢語文化適應能力，即學習者

在語言學習與交際使用過程中，能適應中國人的社會文化；(2) 漢語語言系

統能力，即學習者在使用語言時需符合漢語語法性和可接收性；(3) 漢語得

體表達能力，即學習者能根據不同的語境做出最恰當的表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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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2 口語言語交際能力示意圖 
資料來源：范開泰（1992）；繪圖整理：孫雪芹 

 

吳馥如（2008）根據 Nolasco & Arthur（1991）認為，會話是“自然語

境中，兩人以上、不必依序發言、帶有大量互動訊息、不需在發言後回頭修

飾用語的自然對話”，對話則“缺少互動性，兩人之間一來一往，甚至是問

答形式（Q&A）者”便可稱為對話。11吳馥如也強調會話課是以培養學生在

標的語言文化中得體應對為目標，重點在於培養學生不同的表達能力與應對

能力。 

Cook (1996; 61) 一再強調重申，語言的功能從不會自動產生，而是在

一系列的對話話步中形成的。 

 

“second languages are learnt under the pressure of conversation. Interacting 

with other people through a series of conversational moves is not just what 

the learners are aiming at: it is the actual means of learning.” 

 
                                                 
11 Nolasco& Arthur (1991:5) 對於“conversation”提出了具體解釋： 

     “ … ‘conversation’ refers to a time when two or more people have the right to talk or 
listen without having to follow a fixed schedule, such as an agenda. In conversation everyone 
can have something to say and anyone can speak at any time… we sometimes refer to 
conversation as ‘chat’… ”(Nalasco & Arthur, 1991, 5: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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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漢語學習者來說，要達到理想的口語交際能力需具備一定的語言知

識與表達技能，且對標的語的文化有相當程度的理解，這樣才不會說出不合

乎時宜禮節的話而失禮。根據 Hymes (1971) 對交際溝通能力的定義，“運

用語言（或非語言手段）來進行社會交際的能力”，分為以下四種參數

（parameter）： 
 

表二－2 交際溝通四種參數 

語法性 

Grammaticality 

即語言使用者對於該語言詞彙和語法知識的掌

握，目標是否說出合語法的句子，強調語言的正

確性。 

可接受性 

Acceptability 

即該說法是否能被接受及其接受度，主要從心理

學的角度來分析。 

得體性 

Appropriateness 

即語言使用者的表達在該語境中是否恰當，是否

合乎該語言的社會文化習慣，主要從廣義的文化

方面來判斷。 

可行性 

Feasibility 

即該說法雖可能符合前三種參數，然而現實生活

中的母語者是否使用及使用頻率的高低，主要從

使用機率來決定。 

資料來源：轉摘自吳馥如（2008；12）；表格整理：孫雪芹 

 

二、口語教學目標 

 

根據 Cook (1996) 所示，現今的第二語言學習強調有意義的語言運

用；透過實際的與人交談來學習如何說話。12語言學習課程的目的是有效的

                                                 
12 Cook (1996; 188) 在提及社會交際法時，如是說到－“Learning language means practicing 

communication within the four walls of the classroom. You learn to talk to people by actually 
talking to them…dommunication as a dynamic process to stimulate communication in the 
classroom through task-based activities.” ; “ social communivative style emphasi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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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學習者的口語能力，並在有限的時間內掌握華語的基本演說技巧。演說

是一個人當面把心意用語言向大眾傳播的行為（國音學）。這也是面對面的、

直接的、無法重來的。口語訓練課程的目的在於訓練正確的發音和語調，也

藉此訓練學習者的口語表達能力，讓學習者對於不同領域的課題也能有所了

解與掌握。 

語言教學必須透過實際的溝通練習以達到語言使用的目的。Yalden 

(1987) 強調發展學習者的溝通能力是第二語言教學的目的。學習者在進行

溝通時，不僅要掌握語言結構與使用規則，也需能根據不同的場合做出適當

的表達，並了解他人在特定語篇中話語的語意。 

不同階段的口語課有不同的側重點，初級階段的口語課應以單項訓練

為主，由語音、詞句到語段循序漸進；語音為這一階段的重心，教學目標多

為達到基本交際，能說出簡單的基本句式、能聽懂簡單日常對話並做出適當

的回應等（楊惠元，1996、徐子亮和吳仁甫，2001、李曉琪，2006等）。徐

子亮（2002）也提出，初級口語教學重點是在於訓練學習者對於常用語句的

記憶、模仿與運用。學習者的學習策略讓語言教師有了很好的參考；教師可

以根據學習者的學習策略，針對性的教學，以有效提高學習效益。蔡整瑩

（2009）也表示，初級階段教學也應該讓學習者接觸並了解日常生活所隱含

的文化內涵；讓學習者意識到母語文化和標的語文化的差異。中級階段則多

注重成段表達和交際訓練；表達方式也較為複雜，多著重語問題解決。高級

階段則重視個人口語能裡表達的流暢，著重於不同的語境下問題解決的能力

和交際溝通能力；中、高級階段學習者應更著重於語篇或篇章的理解。吳馥

如（2008）強調，“交際溝通能力無法單獨訓練，若無語法的基底，以及各

項能力的配合，是無法展現的”。 
 

 

                                                                                                                                              
spontaneous production and comprehension in pursuit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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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3 口語掌握能力 

高級   

High 

表達能力、問題解決、交際溝通能力、語篇及篇章理

解；以綜合訓練為主，突出句群和語段的表達 

中級

Intermediate 

成段表達、交際訓練、語篇理解；將課堂的語言知識

跟實際需要應用結合 

初級 

Novice 

以單項訓練為主；音、詞、句、段，順序漸進，做簡

單的交流；察覺母語文化與標的語文化的差異 

資料來源：蔡整瑩（2009）；表格整理：孫雪芹 

 

根據 Brown (1995) 所提出的教學原則，溝通表達是口語教學的目標，

這不但涵蓋了語音、語調、用字等語言的控制掌握，更須要配合語言使用的

情境與對象。說話者往往要在相當有限的時間壓力下發揮各語文知識與技

巧，並說出適當的內容 ( Brown, 1995；Cook, 1996；呂必松，2005；李曉琪，

2006；楊惠元，1996等)。因此，口說訓練要從平時的各種活動中幫助學習

者克服心理障礙，培養勇於開口、樂於表達的習慣。口語的產生必須經過語

言計畫、口語結構建立以及語言計畫執行三個階段。楊惠元（1996）也指出，

加強思維能力與提高語聲表達的技巧是訓練的重點，思維能力由四個重要因

素構成：(一)要有說話的慾望；(二)從大腦記憶庫中提取言語信息；(三)把言

語信息排列組合成句子；(四)選擇合適的表達方法。口語訓練重點包含：(一)

高速組織語言內容的能力；(二)正確選詞造句、組句成段的能力；(三)恰當

選取表達方式的能力；(四)善於運用聲音技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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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3 思維能力與表達技巧展示圖 
資料來源：楊惠元（1996）；繪圖整理：孫雪芹 

 

在以交際功能為本的基礎上，根據徐子亮和吳仁甫（2005），口語教

學的內容概括三種話語：承接性話語、功能性話語及敘述性話語三方面的訓

練也就相序而生。 
 

 
表二－4 口語教學內容的三種話語 

承接性話語 接話、表態 

功能性話語 表達、傳遞說話者的意圖 交際功能為本 

敘述性話語 對事件的陳述 

資料來源：徐子亮、吳仁甫（2005）；表格整理：孫雪芹 

 

承話性話語意在表態，先把對方的話接過來，再述說自己的想法；功

能性話語為表達傳遞說話者的期望、意圖，包括提問、警告、請求、命令等；

敘述性話語是說話者對事件的陳述，如解釋、說明、介紹等，內容大多比較

複雜深入，具靈活性、多變性協調性。而在實際的口語會話中，並不可能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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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單一的陳述、回答。教師也應該要訓練學習者提出話題、擴展話題以及結

束話題的能力（見下表）。教師掌握了口語表達的機制和特點，配合適當的

教學訓練，學習者的學習效果才會提高。 
 
表二－5 提出、擴展與結束話題 

疑問性提出 疑問或反問形式提出話題 

敘述性提出 鎖定話題，再加以細述 

承接性提出 說話人承接話題，如回答，應對 
話題提出 

插入性提出 加入／提出與話題相關的主題 

列舉性擴展 展示話題 

介紹性擴展 加深聽話人的印象 

解釋性擴展 揭示話題意義 
話題展開 

說明性擴展 把話題提高至重要位置 

下結論結束 作結論結束話題；畫龍點睛效果 

溯原因結束 歸結原因結束話題；揭示問題實質 

談效果結束 以談話效果結束；加強話題感染力 
話題結束 

轉換性結束 
結束話題並開啟新話題；關連性轉

換、無關連性轉換 

資料來源：徐子亮、吳仁甫（2005）；表格整理：孫雪芹 

 

夏紀梅（2003）表示，教學的三個基本成份為學生、教師及課程。她

強調在語言教學中，課程設計是針對計畫與期望的課程進行設計，必須考慮

並解決 who，what，why 和 how 的問題；認為教學成功與否，與課程設

計的嚴謹有關。他也表示，若將語言設定為符號系統，則教學目標將會是語

音、語法、語義等系統的掌握，以語言為中心；若將語言設定為工具，則教

學目標將會是語言的功能、語用情景、技能等的掌握，以溝通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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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大類型學習者－4MAT 

 

每個人對知識與訊息的接收與掌握過程皆都不同。在接收訊息同時，

學習者較自在的接收方式，可能是將訊息與具體經驗結合，或是將之與抽象

概念聯結；而在組織瞭解訊息的過程，有的學習者較偏向於思考理解，有的

則趨向以行動反應所學。McCarthy (1983) 所提出的 4MAT 學習系統將上

述學習者對訊息的接收與掌握過程以圖像表示。她將訊息接收設為縱向，理

解掌握為橫向。又將接收過程分為具體經驗  (Experience) 與抽象概念 

(Abstracting Experience)；理解掌握過程分為思考  (Reflection) 與行動 

(Action) 兩類。上述兩者結合形成四種不同面向的學習個體。如下圖所示： 
 

 

 

 

 

 

 

 

 

 

 

 

 

 

 

 

 

 

 

 

 

圖 二－4 四種不同類型之學習者 
資料來源： Official Site for the 4MAT System 網站（2009/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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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McCarthy (1983) 所提出的 4MAT 理論，她依據學習者的學習特

徵，將學習者按照不同的類型分成四大類型，並認為構成學習者不同學習面

向 的 組 合 因 素 包 括 了 具 體 經 驗  (Experience) 、 抽 象 體 驗 (Abstracting 

Experience)、思考( Reflection) 以及實際行動 (Action)。她對上述四類學習

者的特徵定義如下13 ： 
 

表二－6 四大學習者類型及特徵 

學習者類型 學習者特徵 代表性問題 

第一類型 
創造學習。觀察、尋求聯結個人經驗、

意義與關連。將訊息做聯結。 
為甚麼？ 

第二類型 

分析學習。聆聽並思考訊息；尋求事

實、深思；向專家學習思考模式。組

織想法。 

什麼？ 

第三類型 
實踐學習。邊想邊做。試驗、建立、

創造。想像豐富。實踐想法。 
如何？ 

第四類型 

創造學習。實際操作與感受。找尋隱

藏的可能性、探索、從錯誤中學習、

自我探索。原創性。 

如果？ 

資料來源：Official Site for the 4MAT system網站（2009/10/27）； 
表格整理、翻譯：孫雪芹 

 

 

                                                 
13 McCarthy (1983) ，“Type 1: Imaginative Learning–Feeling and watching, seeking 
personal associations, meaning, involvement. Making connections. Key question: Why? Type 2: 
Analytic Learning–Listening to and thinking about information; seeking facts, thinking through 
ideas; learning what the experts think. Formulating ideas. Key question: What? Type 3: 
Common Sense Learning–Thinking and doing. Experimenting, building, creating usability. 
Tinkering. Applying ideas. Key question: How? Type 4: Dynamic Learning–Doing and feeling. 
Seeking hidden possibilities, exploring, learning by trial and error, self-discovery. Creating 
original adaptations. Key question: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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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AT教學系統，亦稱為「全腦教學系統」 (whole-brain instruction 

system)，整合大腦左右半球，應用於左右腦運作的教學系統。根據 McCarthy 

& McCarthy (2006)，她將左右腦運作分別稱為線性運作 (Linear Processing) 

與環狀運作 (Round Processing)。又依偏向線性或環狀學習者在學習策略上

的差別做比較(參考附錄，表)。結合原先的四大類型系統，再依上述線性與

環狀運作分成四次類，即「連結」(Connect)、「檢視」(Attend)、「觀念」

(Image)、「分享」(Inform)、「練習」(Practice)、「延伸」(Extend)、「精煉」

(Refine)以及「整合」(Perform)。 

 

 

 

 

圖 二－5 4MAT教學系統概念圖 

資料來源：Official Site for the 4MAT System 網站（2009/10/27） 

 

第一等分包含「連結」(Connect) 與「檢視」(Attend)，學習者透過舊

有的經驗與新知識做連結，並尋找其相關性；第二等分是「觀念」(Image) 以

及「分享」(Inform)，學習者除了要了解分析新知識的整體概念，也要讓學

習者整合相關的概念；接著是「練習」(Practice) 並「延伸」(Extend)，即讓

學習者藉由動手做的方式練習並檢測所學，掌握新知；第四等分是「精煉」

(Refine) 與「整合」(Perform)，學習者分析實踐過程並提出改進，將新知與

實際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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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McCarthy (1983) 也指出，在 4MAT 循環教學系統中，學習者擁有

較多的互動與激勵學習的刺激物，能運用與延伸所學的知識在日常生活中；

最重要的是能提高學習者的學習興趣、讓學習者更樂於學習。McCarthy & 

McCarthy (2006) 建議教師以一致性、有限的輸入與行為控制、肯定教師的

知識、活動與資訊的重複以及線性的思考順序為全腦教學指導原則。14 

根據上述所提的四大類型學習者，林秀惠（2005）提出了教學四大步

驟；第一階段為奠基(Warm-up)，活絡基礎；第二階段為鞏固 (Build-up)，

分析歸納；第三階段為強化 (Connect up)，實作驗證；第四階段為衍生

(Link-up)，反思重組。 

 

 

 

 

圖 二－6 教學四大基本步驟流程 
    資料來源：Domizio Lin（2005） 

 

根據林秀惠 (2005) 的定義，奠基階段是理論階段，主要建立學習者基

本的語言能力，對於課文內容規範的基本語言能力有所掌握；鞏固階段為分

析運用，對理論進行歸納，掌握運用基本語言能力；強化階段是所學知識的

實踐，可以選擇透過活動檢測學習效果；藉由教師所設計的活動，讓學習者

                                                 
14 McCarthy & McCarthy (2006；47)，“…instruction that is designed for: uniformity, control 

of inputs and  behavior, confirmation of the teacher’s/ instructor’s knowledge, repetition of 
activities and information, and linearity, in thinking and in seque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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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新知與日常生活聯結，即教師提供一個空間讓學習者思考並實踐所學；衍

生階段為實際的情境比對、分析並討論內容的異同，教師協助學習者釐清新

知概念，針對性的給予學習者大量練習的機會，以期學習者能將所學「整合」

應用。 

外語教學講究針對性，教學對象是課程的中心，瞭解學習者相關背景

資料是必要的步驟。學習者年齡層次的不同，教師所採用的教學方式也就必

然不同。掌握教學對象心理層面的發展，可做為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教學方

法、糾錯、課堂活動設計規劃等的參照。 

 

四、口語教材與教學 

 

根據 Richards (2001)，Cunningsworth (1995)將教材在語言教學中的特

徵分為下列六項：(一)、做為呈現教材（口說和書寫）的資源；(二)、學習

者練習及溝通互動的活動來源；(三)、做為學習者就文法、生詞、發音等的

參考資源；(四)、引發進行課堂活動的參考來源；(五)、課綱(反應已經訂定

的學習目標)；(六)、做為缺乏教學經驗教師提升自信的支柱。15 

Richards (2001) 進一步解釋，對教師而言，教師使用教材做為他們主

要的教學資源；是課程的基本大綱、教學的主要輔助指導；對學習者而言，

教材是除了教師以外，在他們學習上最主要的聯繫來源。16因此表示，選擇

教材在課程設計過程中是相當重要的一環。他也進一步指出課本做為教材應

具備的四大評估條件：(一)、與學習者的需求相呼應；符合課程與教學目標；

(二)、反映出學習者使用（現階段／未來）該語言狀況；課本的挑選將有助

於協助學習者有效的使用語言；(三)、學生的需求為學習者的需求，且協助

                                                 
15 Richards (2001)，a resource for presentation materials (spoken and written); a source of 

activities for learner practice and 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 a reference source for learners on 
grammar, vocabulary, pronunciation, and so on; a source of stimulation an ideas for classroom 
activities; a syllabus (where they reflect learning objectives that have already been determined); 
support for less experienced teachers who have yet to gain in confidence 
16 Richards (2001)，“…major source of contact they have with the language apart from the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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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過程，而非強制套用“方法”；(四)、角色明確，做為學習的支柱；如

教師，做為標的語和學習者的協調者。17 

教材的使用具有千萬種面貌，文本、網路、光碟、影像等，都是現今

常用的。針對語言教學，呂必松（1996）認為應該以不同的方法訓練不同的

語言技能；他認為好的口語教材設計應有以下幾點：(一)、話題的難度要適

宜；(二)、話題應盡量貼近學生的實際生活，讓他們感興趣；(三)、增加世

界共同性話題；(四)、話題要貼近學生的知識水平。此外，教師在選定教材

時，也需考慮到教學對象，這點尤為重要，教師應該盡量避免挑選不符合學

習者學習心理的教材，要貼近學習者的學習程度。Rowntree (1997; 92) 也指

出，好的教材應具備的特點有：引起學習者的興趣、喚起之前所學的、告知

將會學習的內容、解釋新的內容、聯結新的概念於先前所學、省思新的內容、

反饋所學、鼓勵練習、確定他們了解應該做的、檢查本身的學習進度、協助

他們做得更好。18（轉摘自Richards，2001） 

除了以上幾點，為了使教學更具針對性及更具實用性，教材的選用也

因而倡導所謂的更具真實性的教材；而對教材真實性的定義也是頗具爭議性

的。Richards (2001) 列出眾學者（Phillips and Shettlesworth，1978; Clarke，

1989; Peacock，1997）對 Authentic Materials 與 Created Materials 的益處

做比對： 

 

                                                 
17 Richards (2001)，“1. They should correspond to learners’ needs. They should match the aims 

and objectives of the language-learning program. 2. They should reflect the uses (present or 
future) that learners will make of the language. Textbook should be chosen that will help equip 
students to use language effectively for their own purposes. 3. They should take account of 
students’ needs as learners and should facilitate their learning processes, without dogmatically 
imposing a rigid “method”. 4. They should have a clear role as a support for learning. Like 
teachers, they mediate between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the learner” 
18 Rowntree (1997; 92)，“…arouse the learners’ interest; remind them of earlier learning; tell 

them what they will be learning next; explain new learning content to them; relate these ideas to 
learners’ previous learning; get learners to think about new content; help them get feedback on 
their learning; encourage them to practice; make sure they know what they are supposed to be 
doing; enable them to check their progress; help them do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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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7 Authentic Materials 與 Created Materials 

比人為設計的教材更能引起學習者興趣，對學習者的

學習動機有正面的影響 

為標的文化提供最真實的文化訊息 

學習者接觸最真實的而非人工的語言 

更貼近學習者需求，連結學習者課堂所學於實際生活 

Authentic 

Materials 

更有創意的教學法 

亦可提高學習者學習興趣，大部分的出版教材亦可設計成

青年雜誌等以吸引學習者 

真實教材含有大量超過學習者能夠負荷的生詞與語法

點；造成學習者和教師的困擾 

人為設計教材更能針對主題；符合學習者的程度；是教學

更有系統、組織 

Created 

Materials 

真實教材會造成教師的負擔與困擾；需要大量的時間備課

與找尋適合的題材及設計適當課堂活動練習 

資料來源：Richards（2001）；表格整理、翻譯：孫雪芹 

 

在挑選教材的過程中，教師應將教學和學習對象考慮在內。口語課所

使用的教材應與寫作課或其他語言技能訓練課程所使用的不同。蔡整瑩

（2009）表示，挑選教材除了要考慮是否符合學習對象，也應注意教材的內

容、版式、配套資料等；他也指出，根據呂必松（1993）、趙金銘（1997）、

劉珣（2000）等對教材分類的研究，“國內編寫的絕大部分教材是適合來華

學生在漢語環境中使用的，國外編寫的教材則一般適用於學生在當地學習漢

語”（蔡整瑩，2009；161）。沒有教材是完美無暇、適用於任何學習者或

學習環境的，教師應針對教材的不足之處做出適當的調整、刪減或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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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Ricahrds (2001；264)， 他針對基礎口語教材(low-level speaking 

materials)提出了教材應具備的幾個要點：19 

(一)、讓學習者在離開課堂後仍有所收穫 

(二)、教授學習者覺得適合的（符合學習者所需的） 

(三)、讓學習者有成就感 

(四)、練習過程具趣味性 

(五)、提供愉快的學習經驗 

(六)、讓學習者嚐到成功的機會 

(七)、提供個人練習的機會 

(八)、提供個別化的學習機會 

(九)、提供自我評量的所學機會 

 

一個人的說話能力不是靠“教”而提高的，而是靠“練”而提高的（楊

惠元，1996）。口語課強調精講多練，課堂的主角是學習者而非教師，應鼓

勵學習者多開口說話。為達到有效教學，課程設計者和教師得規劃合適之教

學方法與策略。口語課除了訓練學習者說話的能力外，也不可忽略聽力的訓

練。口語課程設計並非只訓練學習者說的能力而完全忽略聽的能力。聽說能

力是人與人溝通交際中共存的。口語課特別強調的是培養及加強訓練學習者

說話（發問）的能力；培養學習者良好的說話態度和習慣。 

根據 Pica 和 Doughty（1985）對英語為第二外語學習者的研究指出，

課堂中利用交際式活動（communicative activities）是有效的，同儕任務

（peer-group task）活動比起以教師為中心（teacher-centered）的教學法得以

讓學習者得到更多使用標的語的練習機會。 

為提高口頭表達能力，史為陣、馬民（2007）將口頭訓練與教學貫穿，

                                                 
19 Ricahrds (2001；264)，“ Gives learners something they can take away from the lesson; 

Teaches something learners feel they can use; Gives learners a sense of achievement; Practices 
learning items in an interesting and novel way; Provides a pleasurable learning experience;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success;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individual practice;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personalization;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self-assessment of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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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學習者透過大量說話的策略，提高語言掌握。20他們認為在教學過程

中，教師應對學習者採取預習說、課前說、讀後說、課後說以及假設說的方

式，透過各種不同的說話訓練提高學習者的口頭表達能力。21 除了上述所

提，語境的運用於語言教學中更是不可忽略的。語境的運用在教學中可分為

材料語境和即時語境兩類。根據徐子亮和吳仁甫（2005），材料語境具有順

應性利用和發揮性利用；即時性語境則於即時的語境下，教學習者運用貼切

的語句形式；順應性利用多用於上下文語境或情節性語境，而發揮性利用則

是“通過對語言材料的聯想和擴展來進行的”，如看了一段影片後，猜測或

聯想接續故事等。此項目則在語言教學中大量使用。 

語言學習中的口語練習，根據 Richards 和 Rodgers (1986；161) ，一般

都 分 為 機 械 式  (mechanical) 、 有 意 義  (meaningful) 以 及 溝 通 式 

(communicative) 三個階層。這也可作為課堂活動設計的參考依據，並針對

學習者的程度和能力適當的調整；可為每課堂活動設計的參考。 

 

一、機械式的 (mechanical) 練習 

機械式的練習即是讓學習者反覆練習單純的句型結構，最重要的是要

讓 學 習 者 獲 得 練 習 表 達  (production) 的 機 會 ， 而 不 以 理 解 

(comprehension)為滿足。但需注意的是機械式的練習須要用刺激、趣味

的遊戲加以包裝，才能提高並激發學習者的興趣與學習動機。 

 

                                                 
20 口頭表達、口頭訓練為作者原文所使用，為尊於原著，筆者按作者之寫法引用 
21 史為陣、馬民（2007；208）對於預習說、課前說、讀後說、課後說以及假設說的敘述： 
(1) 預習說：每學一課，先說預習方法、預習過程及預習效果。要求有中心、有條理地
說出課文內容梗概。 

(2) 課前說：教師在每講一課之前（板書題目之後）組織學生說文體、說特徵、說總體
感受、說學習本課的方法及思路。 

(3) 讀後說：師生共同讀了課文之後，組織學生說材料佈局、說主題立意、說層次關係。 
(4) 課後說：每一節課講完後，留出5－7分鐘時間，讓學生妙墨巧筆，說感想體會及得
失、質疑、解疑，相互討論。 

(5)  假設說：如果這樣的題目讓自己寫，說寫什麼、怎樣寫，說材料的取捨，說構思佈
局，說和所學課文風格上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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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意義的 (meaningful) 練習 

學習者必須掌握詞句的意思，做出正確的語意表達，此類練習可多配

合圖表或圖案進行，作為提示。 

 

三、溝通式的 (communicative) 練習 

學習者不只要掌握詞句的意思，還要做出正確的語意表達，模擬語言

使用的真實情境，讓學習者運用真實的語言完成某項任務，體現語言

的溝通功能。教師必須先設定語言使用的情境，學習者必須透過彼此

合作、討論、商議等過程，設法完成任務、達成目標。 

 

將上述的練習結合運用，相信不但能夠有效的提升學習者的學習動

機，也能同時增強他們的口語和聽的能力。 

聽力理解能力在口語課中，是不可忽略的。聽說二者不能分離，不能

只聽不說或只說不聽，這就不可能是一個有效的對話或溝通。口語課為強調

培養學習者口語溝通能力，然而也包涵了聽力理解能力，否則將無法達到溝

通的效用。根據方申萍（2000），Vandergrift 也表示聽力理解技巧在語言

學習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它能促進其他語言技巧的產生。周小兵（1989）

也指出，大量的語言輸入將有助於促進學習者發音標準，表達流利。 

對一剛開始接觸華語的零起點學習者而言，聲調、語音、詞彙、句法

等問題都是學習者感到陌生、不熟悉的。在這一階段，教師需用耐心按部就

班協助學習者建立一套新的語言系統。漢語為聲調語言，每一聲調都具有不

同的意思。初階段的華語學習者應加強發音、聲調辨認的能力，接著是以課

文內容為主的聽力練習。透過大量的輸入，學習者需要聽辨不同聲調、調值

等，“語音教學的初始階段…要進行聽的訓練，聽多了，聽準了，才能說得

對…”（楊惠元，1996；225）。筆者相信將這兩點做為作業重點，編列入

教材使用內將有效提升學習者的聽辨能力。語言不是教會的，而是練會的（楊

惠元，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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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Richards (1986) 指出會話教學可分成兩種，直接和間接教學法。在間

接的教學法裡，學習者透過有意義的教學活動，獲得說話能力；而直接教學

法，則得事先計畫並考慮流暢的會話所需要的技巧、策略及過程等。然而其

對於任務導向教學法則略有保留，根據他的說法，任務導向為間接法，因為

該教學法的重點是任務的完成並非練習語言。 

若上述所提及的“任務”是具真實性的（Authentic）與實用性的，是

現實生活中學習者所可能面對或接觸到的，筆者認為，則應屬直接的語言練

習；再者，“有意義的教學活動”是否也包含了讓學生練習與真實語境接近

的模擬會話練習呢？ 

課程內容應以學習者為中心，主要仍是以學習者周圍可能接觸到的素

材為出發點，讓學習者由淺入深、由輕鬆到嚴肅的針對不同的課題發言。先

引起學習者的學習動機、興趣，並建立他們的自信，讓他們覺得自己是有能

力可以應付的。在有了說的意願後，慢慢循序漸進地讓學習者談論較嚴肅的

課題。課題兼具文化的元素和特徵，學習者可藉此了解不同的文化，並透過

討論，學習包容與諒解。 

 

 



以馬來語為母語學習者之初級華語口語課程設計 

36 

第三節  第二語言課程設計理論  
 

本節將整理各學者對第二語言課程設計的的理論與看法，針對各項要

點因素進行整合分析。 

 

一、課程設計相關理論 
 

Tyler (1949) 的經典之作《課程與教學之基本原理》 (Basic Principles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建立的一套理論，一般稱之為「泰勒原則」，他

以提問的方式，將課程設計分為四個的步驟進行：22 

一、應該尋求達到什麼樣的教育目的？ 

二、什麼樣的教育經驗可以幫助達到這些目的？ 

三、教育經驗如何有效的加以組織？(要達到教學目標，如何選擇有用

的學習經驗？) 

四、如何界定這些目的是否已經達到？(學習經驗的有效性如何被評

估？) 

 

明確的訂定教育目標是課程設計的首要任務。Tyler (1949) 認為，教育

目標是源自於學習者和社會環境的需求的。當目標確立後，課程設計者則根

據學習經驗和學習內容，選擇讓學習者藉由什麼樣的學習活動形式來達到目

標。Tyler也提了三個準則作為學習內容組織的依據，即「持續性」 

(continuity)、「順序性」(sequence)、和「統整性」(integration)。最後，則

是「評鑑」，用以測試、驗收課程設計運作成效。 

語言學習大多是以達到溝通為主要目的。Nunan (1989) 提出以學習者

                                                 
22 Tyler (1949)，課程設計四個步驟： 

1. What educational purposes should the school seek to attend? 
2. What educational experiences can be provided that are likely to attain these purposes? 
3. How can these educational experiences be effectively organized? 
4. How can we determine whether these purposes are being at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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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心的教學設計。根據其對課程的定義“課程是由教學者與學習者相互合

作產生的，學習者高度參與課程內容與教學方式的決策過程”。23學習者脫

離了單向接收的角色，引發了學習動機並提高了學習興趣，將學習由以往被

動的角色轉為主動積極的態度。他以學習者為中心提出了與 Brown 基礎概

念相同的步驟。雖然說法不同，但基本的思考模式卻是相同的，分別為：課

前籌劃工作：需求分析與學習者分類；教學內容設計：設立教學目標與內容

分級；教學法：選擇教學法；教材設計以及評鑑。24 

Kemp (1985) 提出，所有在系統化教學設計模式策劃的過程中所涉及

的步驟即為「教學設計」(Instructional Design)。教學活動為一個循環的過程，

不論是教師或教學設計者都應該考慮到過程中的「構成要素」(elements)。 語

言課程的設計包括了所有與教學有關的過程和計畫。需要周密的設計和組

織，要考慮學習者、教材、課堂教學、社會環境等並不斷的修改調整亦是因

應各種需求（curriculum adaption）。 

根據 Brown (1995) 所提出的理論，語言課程設計的因素包括了「需求

分析」 (Need Analysis)、「教學目標」 (Objectives)、「教學測試」 (Testing)、

「教材使用」  (Materials)、「教學方式」  (Teaching)和「教學評鑑」 

(Evaluation)。其關係圖表如下(圖二－7) : 
 

 

                                                 
23 Nunan (1989：19) ，“The curriculum is a collaborative effort between teachers and learners, 

since learners are closely involved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regarding the content of the 
curriculum and how it is taught.” 
24 Nunan (1989：14)，”Pre-course planning procedure: needs analysis, grouping learners; 

planning content: setting objectives and planning and grading the content; methodology: 
selection of method; material design;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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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7 Systematic Approach to Design and Maintaining Language Curriculum 
資料來源： Brown (1995) 

 

根據 Richards & Rodgers (1986)，語言教學方法分成三大部分來討論，

那就是「教學觀」(approach) 、「設計」(design) 和「過程」(procedure)。

兩位作者提出了「語言課程發展」(Languag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process ) 

的模式，藉由需求評估的結果來修正或擬定學習目標，然後再有系統的進行

教材、教法、教學活動、評鑑等的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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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8 Languag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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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之教學目標應以學習者之最終需求為目的；而語言學習之最終成

效與教學目標應為一致，方能稱為有效教學。學習者之學習需求與教學者之

教學目標二者關係密切，唯有當兩者之目標方向相同才能達到最有效的教學

與學習效果。此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也是課程的最終目標。對學校或

課程設計者而言，需求分析一般與學習者學習語言的目的劃上等號。然而，

根據 Richards (2001) 指出 Linse (1993) 表示，需求分析也應包含學習者的

權利。“學校有責任在課程設計中考慮學生的文化、政治及個性以發展實際

及有效的活動和目的，並提供每一位學生公平的機會”（轉自Richards，

2001；53） 

 

It is the school’s responsibility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cultural, political, and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 as the curriculum is developed in order to plan 

activities and objectives that are realistic and purposeful … it is the school’s 

responsibility to provide equal access to school opportunities and to validate the 

experiences of all students, regardless of their political and/or cultural background. 

( Linse, in Hudelson 1993; 46) 

 
針對語言教學，徐家珍（2000）也表示，身為一名語言教師，應該要

選擇性的教授有關的文化，其中包括了以下幾點： 

1. 與語言交際能力相關的 

2. 與語言理解及活動相關，如：科舉 

3. 與語言無直接關聯的不需講 

4. 對程度不同的學生，內容應該不同 

 

若學習者的語言學習需求是以滿足其專業運用為目的，Richards (2001) 

認為該課程設計之主旨非常清楚明確，即該課程之需求、教學與課程目標都

已非常清楚，而學習者本身也知道其對該語言學習的目的為何；反之，則該

需求分析並非依據學習者本身訂定，而是由課程設計者替學習者訂定認為有

利於他們的學習目標。國、高中階段之語言為第二外語的課程多屬此類。對

課程設計者而言，了解課程所針對之學習對象是非常重要的。相同的課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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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齡、階段的學習者而言，必然有不同的學習需求。 

他也指出，需求涵蓋了學習者對學習該語言的動機、期望、要求以及

其能力的不足等。而為取得相關資訊，可透過問卷、訪談、觀察、（學生）

自我評鑑、個案研究、等方式。Nunan (1988) 也表示，需求分析所蒐集之

資料將會歸類成兩大類；第一類為與學習者相關的必要背景資料，而第二類

則屬於較個人的學習傾向及對於學習需求的看法等。25Brindly (1984) 彙整與 

Nunan 相關的看法，列出要點說明需求分析所扮演之角色，並指出需求分

析為課程規劃的核心，有利於課程設計者提出有助於學習者目標與整體學習

的規劃與設計。26而針對課程設計而言，Bruner (1977) 主張螺旋式課程 

(Spiral curriculum)，強調在不同年級重複相同或類似的主題，但難度提高；

認為教材應以學習者能夠學習的方式呈現，才算有效。而白建華（1995）也

指出，螺旋式教學能夠使學習者更有效地學習；讓知識進入學習者的長期記

憶，並讓學習者可以根據之前所學，不斷的往上增加、挑戰自己。 

 

二、第二語言教學法 

 

語言教學的方法不斷的更新，從文法翻譯法、連續教學法到現在的溝

通導向教學法，人們開始將注意力集中到語言課程的整體而非以往的片。流

                                                 
25 Nunan (1998; 49)，“It will be noted that the information solicited falls naturally into two 

different categories. The first is essential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while the second is more 
personal, relating to learners’ preferences and perception of need.” 
26 Brindly (1984)，“To identify the general issues and principles of needs analysis and 

objective setting consistent with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adult language learning and with 
AMEP methodology in particular; to document existing practices in the areas of needs analysis 
and objective setting; to propose a system for categorizing the long-term language goals of 
learner; to investigate mechanisms for translating these long-term goals into specific short-term 
objectives that are attainable within the scope of one course or learning arrangement; to identify 
processes by which these objectives could be identified and articulated by the learner and 
agreed to by learner and teacher; to identify the implications for teacher training and materials 
development in implementing such a system or systems; to identify areas of furth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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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性與正確性的問題，形成兩種教學趨勢：信息取向 (message oriented)及

語言取向 (language oriented)；亦稱為語言使用教學 (teaching language use) 

及語言法則教學 (teaching language usage)；教學趨勢多半以前者為主，後者

為輔 (Brown, 2001)。心理語言學和社會語言學等也標誌了語言教學的另一

各階段。Edward Anthony (1963) 認為“方法” (method)是「教學觀」

(Approach)、「教學法」(Method)和「教學技巧」 (Technique)中的一項。教

學法為教學觀發展出來的有系統的教學方案，而教學技巧則是在課堂中執行

方案的特定活動，三者相互呼應。根據 Brown (1995)，「教學法」(method)

是以某個選定的教學觀為基礎，對語言做有系統的呈現整體計畫。 

教學目標為學習者有效表達並掌握使用語言，故應朝此方向設計教

學，引導學習者參與實際活動的操作，提高使用標的語言的輸出以達致語言

內化。Long and Crookes (1986) 的研究顯示，學習者在參與任務過程中，除

了刺激語言行為的輸出，也促使學習者使用所學之語言知識。課堂分組活動

除了有效提高學習者語言學習掌握，也有助於提高學習者學習動機。外語教

學中常用之教學活動大略可分為十四種，教師在選擇活動時除了考慮活動型

態外，亦需將教學對象之年齡、學習傾向等列入考量，以避免過於幼稚或艱

澀。 

了解學習者的學習目標、學習方法、學習心理等因素，進而做出適當

的調整能讓教學更有效。Cook（1996）指出，第二語言學習與語言教學兩

者關係密切，語言教學不能僅有理論而無視學習者的學習過程。唯有透過對

學習者語言學習過程的瞭解，再調整教學方法方能達到更有效的學習效果。

教學理論發展至今已為數不少，隨著時代變遷，大環境的轉變也塑造了為滿

足不同學習需求的教學理論相續而生，各專家學者均說之有理，言之有物，

然而教學者卻不可照單全收。筆者試圖以學習者之立場出發，篩選較符合初

級學習者口語學習者，以「口語」及「情境」為主要考量。 

本研究課程設計對象為初級零起點之學習者，教學活動設計並不一定

全部都適合，教師得斟酌規劃執行。為使學習者對語言知識有所掌握，以情

境式教學法 (Situational Learning) 與內容導教學法向為主 (Content-based 

Instruction)，溝通式教學法 (Communication Language Teaching) 與任務導向

教學法 (Task-based Instruction) 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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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課程設計主要仍是強調學習者的口語能力。所使用的教學法主

要為溝通式教學 (Communicative Approach)，本章節將簡述幾個以溝通式教

學法為首的教學法的特點。 

 

(一)、情境式教學法(Situational Learning, SL) 
 

Lave及Wenger（1991）提出情境式教學法，主張學習者藉由進入情境

脈絡（context）以習得知識；強調學習應透過實際的參與，惟有在實務社群

(community of practice) 中方能有效學習，並認為知識是學習者與情境互動

的產物且深受社會及文化的影響。邱貴發（1996）指出情境式教學法強調學

習活動的真實性、重視情境中的觀察、示範、解說等學習方式及重視學習過

程 。 Brown ， Collins 及 Duguid (1989) 提 出 「 認 知 學 徒 制 」 (cognitive 

apprenticeship)，又稱為「養成訓練」，強調真實情境的學習與實務知識的

獲得；由專家引領學習，藉由示範、講解以及個體主動的觀察學習，在真實

的社會脈絡下透過社會互動學習，建構知識學習過程；27主要三點為：(一)、

重視主動學習：學習不是被動的灌輸，而是訴諸於主動思考與探究，是一種

個體「由做中學」的系統化、主動性的過程；(二)、強調反省學習：經由自

我覺察、矯正、監控與反省，發展出新的知識、態度、行為和技能，以因應

新的社會脈絡情境之需求；(三)、提倡團隊學習，強調合作與互動，學習不

是獨自進行的，而是在團隊合作下學習的。 

根據徐子亮和吳仁甫（2005）所示，會話教學離不開語境，需針對不

同階段設置特定語言情景且設計要考慮交際價值，減少隨意性和盲目性。他

們也提出在設計中所應注意的幾個方面，包括了開拓性、針對性、具體化和

輸入與輸出的比重28。 

                                                 
27 Brown, Collins & Duguid (1989; 32-42) 原文敘述為：“Cognitive apprenticeship supports 

learning in a domain by enabling students to acquire, develop and use cognitive tools in 
authentic domain activity. Learning, both outside and inside school, advances through 
collaborative social interaction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28 根據徐子亮、吳仁甫（2005）的敘述，開拓性是指開闊學習者的思路；延續性則是讓
對話得以延續，語境不再只是停留在固定的模式，而是有所開拓延伸，如：“…打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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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容導向教學法(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Stryker ＆ Leaver (1997) 提出內容導向教學法的課程結構。此可分成

下列兩大階段：（一）、反映學習者感興趣的主題；主題彼此具相關性，使

語言技巧、詞彙、語法、及概念能統合並順利移轉。（二）、引起學習者興

趣，提升學習者理解力、發展學習者使用適合情境的語言能力、使用學習內

容中所使用的語言。學習者選擇合於情境的語言進行溝通。 

此教學法主張語言的使用是需要整合性技巧的。學習者可以透過課堂

活動，整合在現實生活中可能會用到的技巧，包括知識、語言、及如何思考。

根據 Wesche (1993)，內容導向教學法除了讓學習者獲得語言知識外，也提

高了他們的語言能力。29 

內容導向教學法中，學習者、教師和教材所扮演的角色如表： 
 

                                                                                                                                              
給朋友，但他搬家了，接電話的是陌生人”等；“所謂針對性即所提供的情景對會話雙方
的交際要有所指定”；語境設計沒有針對性會導致學習者無從着手，教師難以控制；對

於具體化的敘述，他們認為語境應該是明確的，語境設置應該細化，盡可能明確談話要

點；他們也表示，接收是輸入，表達是輸出；語境設置應盡量使交際雙方都有適當且適

量的輸入和輸出技能訓練機會 
29 根據 Wesche (1993；57-58) “…In Content-based language teaching, the claim in a sense is 

that students get ‘two for one’ – both content knowledge and increased language 
pro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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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8 內容導向教學法－學習者、教師及教材的角色 

學習者的角色 教師的角色 教材的角色 

學習者之間需協力合

作進行學習，「做中

學」 

學 習 者 對 學 習 內 容

(input)需能主動進行

詮釋 

 

能忍受學習過程中出

現的不確定性 

需主動參與學習主題

之選擇與課堂活動 

對學習內容具有豐富

的知識 

 

能誘導學習者展現對

學習內容所具有的知

識 

 

教學需以情境與可理

解性為重 

 

選擇具真實性的素材

並改編 

 

具有分析學習者需要

之能力 

 

多樣性、真實性，取

材自報章雜誌等媒體

之資料、旅遊書籍、

技術期刊、火車時課

表、報紙廣告等 

 

材料需事先經過修改

編寫，以符合學習者

的理解程度 

 

可提供學習者學習指

導與策略 

資料來源：施玉惠等譯（2003）；表格整理：孫雪芹 
 

(三)、任務導向教學法(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 ,TBLT) 

 

教師給予學習者學習任務，讓學習者在透過完成任務的過程中，自然

而然地學習並運用語言的教學方法。而所謂的「學習任務」通常是指能夠讓

學習者運用其語言技巧，去完成某件事或解決一項問題的開放式教學活動。

根據 Willis (1996)，「任務」即是學習者透過使用標的語來進行溝通以達成

或完成目標。 

由於本研究學習對象設定為初級、語言能力為零起點的學習者，故任

務導向教學法為一輔助教學，主要在課程後半部，學習者掌握基本的詞彙量

與語法後，才得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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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溝通交際式教學法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CLT) 

 

溝通交際式教學法發跡於六零年代的情境式語言教學法（Situational 

Language Teaching，SLT），在近二十年備受重視。此教學法強調溝通能力

比語言能力（linguistic structure）來得重要，比較重視溝通能力的培養；目

的語並不是學習的對象，只是為了達成溝通的一種「工具」。Cook (1996)

的研究指出，大部分的語言對話鄰近應對（adjacency pair）都由打招呼與應

對、問與答、陳述與反應等組成 。然而，各語言之間最顯著的差別為禮貌

原則（ politeness）的認同。他也強調溝通式教學法主張第二語言是在對話

的壓力下學成的，藉由一系列的對話話步與他人互動並不只是學習者的目

標，這也是學習的實質意義。 

Pica 和 Doughty（1985）的研究也指出，英語為第二外語學習者透過

課堂中的溝通交際式活動（communicative activities）達到有效的學習；利用

同儕任務（peer-group task）的教學活動讓學習者得到更多使用標的語的練

習機會。 
 

三、課程教學測試與評鑑 
 

測試是教學的回饋，是手段；評鑑是目的，是對教師教學上的檢討。

透過測試可了解教學過程中和教學過程後，學習者的學習情況和教學結果、

任務是否一致，符合原訂目標。教師透過對學生測試的結果，評估教學的質

量，檢討教學效果並改進；也能幫助教師改善教學缺陷，藉由分析學習者的

語言偏誤，即錯誤或失誤，再回饋給學習者，幫助他們更有效的學習。就學

習者而言，測驗為測量本身對知識的掌握和應用反應能力。根據楊惠元

（1996）的意見，語言考試為一提高教與學的重要環節。藉由考試，教師可

以驗收學習者的學習成果，藉以審查所採用的教學策略並做修改，以提高品

質；學習者可透過考試重新發現問題，改進學習方法。測試的目的是為了把

缺陷減弱到最低點，把成果擴大到最高點 (楊惠元，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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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評量不只侷限於學習者或課堂中。教師也應接受共事者與學習者

的評鑑。如此一來，才能更客觀的審查每一環節，提高教學效益與品質。 

Marsh (1992; 39) 也指出公共考試(Public Examination) 的三項優點，分

別為：30  

1. 客 觀 測 試 (It can provide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of a student’s 

performance.) 

2. 能力指標 (It can define common standards of performance required for 

adequate completion of a syllabus.) 

3. 廣受肯定 (It has status in the wider community.) 

 

測試與評鑑在課程設計中是檢視監督每一環節的重要角色。除了校內

課程的對學習者的考試測驗外，也包括了學習者對教師上課的評鑑、教師對

教師的評鑑、學習者參加校外公開考試能力的評鑑等。 

華語為外語口語相關能力檢測目前以中國的漢語水平考試 (HSK)、台

灣的口語能力檢定 (TOP)、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框架 (CEFR) 以及美國口語

能力檢測 (ACTFL-OPI) 較廣為人知。筆者就目前所蒐集到的資料，針對中

國漢語水平考試（HSK）、台灣的口語能力檢測（TOP）、 歐盟共同語言

框架（CEFR）以及美國口語能力指標（ACTFL） 做簡單的介紹。 

中國漢語水平考試（HSK）主要為測試學習者之聽力理解、閱讀理解

和綜合表達能力，口語能力由另外開發之口語考察測試。HSK漢語水平考試

將分成七大等級，即入門級、基礎、初級、初中等、中級、高等以及高級，

可是在應試者等級劃分上並不夠明確。基本上而言，口語交際溝通能力被分

為初、中、高三個等級，且每一個等級又可分為若干等級。根據呂必松

（2005），各級別的描述如表二－9： 
 

                                                 
30 Public Examination – 公共考試，其為所有大眾人士可以自行報名參加的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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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9 口述級別描述 

初級（1－5） 掌握日常用語、基本語法；有一定的語用知識 

中級（6－8） 

聽懂電台的廣播；能在日常生活中自在的進行口頭表達；

看得懂報紙、能擔任一般社交活動方面的翻譯；掌握複雜

的語法現象及語用規則 

高級 
能自由的進行口頭表達、順利的閱讀；除了掌握一定的語

法和語用規則外，還有一定的修辭知識 

資料來源：呂必松（1995）表格整理：孫雪芹 

 

根據台灣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華語文口語能力測驗」 (Test 

of Oral Proficiency) 又簡稱為TOP，是專為華語學習者所設計的。這是一個

以“…「溝通任務」為導向，在命題方面，力求貼近於真實情境中需要達成

的各種溝通任務；在評量方面，著重於考察考生能否在特定語境下，藉由口

語表達，有效地傳遞訊息。” (台灣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網站資料) 

華語文口語能力測驗TOP共分為四個等級，分別為基礎、初等、中等

以及高等。根據所得資料，筆者以表格示之，如表二－10。 
 

 

表二－10 華語文口語能力測驗TOP 

等級 適用對象 

TOP基礎級 
在台灣學習180個學習時數（約半年）以上，或在非華語

地區學習360個學習時數以上；具備基本語法及800個基礎

詞彙量。 

TOP進階級 在台灣學習華語的時數達360-480小時，或是在其他國家、

地區學習720-960小時；具備1500個詞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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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高階級 
在台灣學習180個學習時數（約半年）以上，或在非華語

地區學習360個學習時數以上；具備基本語法及800個基礎

詞彙量。 

TOP流利級 在台灣學習華語的時數達960小時以上，或是在其他國

家、地區學習1920小時以上；具備8000個詞彙量。 

資料來源：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網站（2009/12/16）；表格整理：孫雪芹) 
 

 

此項測驗於今年透過馬來西亞吉隆坡台灣學校 (Chinese Taipei School, 

Kuala Lumpur) 正式辦理，共兩個梯次。根據統計，以今年度報考之考生，

主要還是以馬來西亞華人（獨中生）居多，共有考生211人，而來自其他國

家的考生有：日本，2人、韓國，16人、印尼，3人以及美國，2人，今年度

之考生總計234人。 

 

 
圖 二－9 華語文口語能力測驗TOP與漢語水平考試HSK等級對比  
資料來源：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網站（2009/12/16） 

 

華語文口語能力檢測TOP參照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框架CEFR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等級的標準與能力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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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11 TOP參照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框架 

TOP CEFR 能力說明 

基礎級 A2 

1. 能對於人物 、生活或工作條件、每日例行工作、

喜歡及厭惡等事物進行簡單描述； 

2. 能使用簡單的片語或句子連貫來呈現；能敘述一

個故事。 

進階級 B1 

3. 能合理地、流利地對於自己感興趣的不同主題，

進行直接且連貫的描述； 

4. 能根據書本或影片劇情，進而描述自己的感想； 

5. 能描述夢想、希望及期望；能描述真實或想像事

件。 

高階級 B2 

6. 能針對廣大範圍與興趣相關的主題，做出清晰、

具系統性結構的描述及呈現，並能舉出適當例子，

以支持自己的論點。 

流利級 C1 (C2) 

7. 針對複雜的主題，能做出清晰且結構完整的呈

現，並且能使用其他說明、理由、相關例子延伸並

支持自己的論點。 

8. 能發展特定要點並能做出適當的結論。 

9. 能流利且幾乎不費力宣布事項，且能運用重音與

語調精確地傳達更細微的意思。 

資料來源：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網站（2009/12/16）；表格整理：孫雪芹 

 

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框架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簡稱CEFR) 於1996年頒布。旨在將歐洲語言教學標準化，推動

各國間的語言文化交流，促進彼此的溝通，為歐洲各國現今語言課程之教學

參考目標及語言檢定設計之參考指南。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框架將學習能力指

標分為六個級別、三個等級，每個級別的語言能力描述如表二－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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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12 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框架－針對外語學習設定之能力指標 

能力級別 能力描述 

C2 能夠輕易理解任何吸收到的訊息，並且針對不同書

面或口語來源做出大綱、重新架構不同的論點，提

出的表達，自然而非常流暢，緊緊地抓住語言最唯

妙唯肖的部分，更能在較為複雜的場合上辨別專業

上細微的意涵 
高級－   

精熟運用 C1 能理解包括要求、長篇文章、或意義含蓄的廣泛訊

息，自然而流暢的表達，而沒有明顯的詞窮狀況發

生，懂得彈性並有效率的運用語言在社交、學術、

專業目的之上，對於複雜的主題能產生清晰且架構

良好、細節性的文字，展現收放自如的組織形式、

連結和精巧的策略。 

B2 能理解複雜文章段落的具體和抽象主旨，包括技巧

地討論自己專門的領域，可自然而流暢地和該語言

的母語使用者進行例行互動。可以針對廣泛的主題

說出清晰、細節性的文字，並且可對於一個議題提

出解釋與利弊分析或是各式各樣的想法。 
中級－   

自主運用 B1 能理解自己在工作、學習環境、休閒環境等等遇到

熟悉的事物做出理解，能再該語言使用地區旅遊時

對應各種可能的狀況，也可以對於自己感興趣或熟

知的的事物提出簡單的相關資訊，另外還能夠描述

經驗、事件、夢境、願望、和雄心大志，並能對自

己的意見或計畫做出簡略的解釋。 

A2 能理解在最貼近自己的環境中經常被使用的表達方

式或語句，例如非常基本的個人和家庭資料、購物、

區域地理、和就業，能與人溝通簡單而例行性的工

作，這類工作通常只需要簡單而直接的日常訊息，

另外，這個等級的學習者，能夠用粗淺的詞語描述

自身背景、以及最貼近自己的環境之中的事物。 

初級－   

基礎運用 

A1 能理解並運用每天熟悉、與自己喜好有關且具體的

表達方式和非常基礎的語句，可以介紹或詢問、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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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自己或他人有關個人的訊息，例如居住地、人際

關係、所有物，對於他人緩慢而清晰的對談，只能

以簡單的方式產生反應。 

資料來源：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標準（2009/11/10）；表格整理：孫雪芹 

 

美國口語能力指標 (ACTFL Proficiency Guidelines - Speaking) 是由美

國外語教學協會 (American Council on Teaching for Foreign Language，簡稱

ACTFL) 於1999年修訂的口語專業指標，共分為四等級，即初等、中等、高

等以及優等，除了優等外，每一等級又次分成三個級別，共計十個級別；主

要以嚴謹的評鑑標準檢測受試者者語言表現能力。此項口語能力測驗(Oral 

Proficiency Interview，簡稱 OPI ) 以面試方式進行各種專項語言任務來檢驗

受試者的語言能力。程度分級如圖二－10所示： 

 
 

 

 

 

 

 

 

 

 

 

 

 

 

 

 

圖 二－10 ACTFL語言程度分級示意圖 
資料來源：ACTFL網站（2009/12/16） 

優等    Superior 

優級   Superior 

高級  High 
中級  Mid 

高 等  

Advanced 
初級  Low 
高級  High 
中級  Mid 

中 等  

Intermediate 
初級  Low 
高級  High 
中級  Mid 

初 等      

Novice 
初級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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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本節彙整口語教學相關理論與能力測試指標。教學配合語用訓練需具

備雙向互動而非單向給予。此外，釐清口語課個整體概念，教師在口語練習

過程中應提供學習者實際的語境、情景支持，方為有意義的口語練習。僅讓

學習者漫無目標地開口說話，看似熱鬧的課堂學習，卻沒有實質的學習效

益。能力測試指標突現出初級口語課語言知識基礎的重要性，有效紮實的奠

定語言知識掌握能力將有利於引領學習者朝更高層次的口語表達能力邁

進，達到交際溝通的語用能力。 

口語課是一門技能課，是以訓練學習者口頭語言使用為目的的語言

課。語言是操練來的，不是學習來的。這也點出了口語課另一特點，在課堂

中讓學習者操練語言是必要的絕對因素。口語課上課方式需與其他語言技能

課不同，且每一語言技能課皆得上出其特色來。教師絕不能一招打天下，不

然這些課程就失去了本身的意義了。 

結合文獻中個各學者的意見，筆者將會針對以任務式教學為主，配合

情境與真實材料 (authentic material) 和參考學者們所提出的意見，試發展一

針對馬來西亞馬來語為母語之華語學習者的初級口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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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節為介紹本研究所採用之研究方法以及進行過程。簡述本研究之

架構、資料蒐集與分析、文獻探討及需求分析等過程。由文獻探討瞭解專家

學者所作的相關研究；藉由問卷調查和訪談掌握現今學習者的需求與教學現

況；針對不足之處，再蒐集參考相關資料以補強。最後，希望以宏觀的角度

設計課程及教學單元範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論文所採取的研究方法主要為發展研究法(Development Research)。

旨在發展一套針對馬來西亞華語為外語學習者之初級口語課程。此研究方法

基於已預設之教學目標，由實際實務需求面發展。蒐集相關文獻資料後，再

予以整理分析，製作雛形系統並加以修正。根據 Kumar (2005; 30)，文獻分

析或許是會讓人覺得很耗時、令人怯步、氣餒、沮喪，但卻也是值得的。文

獻分析有其功能：(一)、作為相關研究問題及研究範圍的理論背景；(二)、

改進研究方法；(三)、擴展研究領域的相關知識；(四)、將研究以文字具體

呈現。31本研究假定口語課程之必要性，且需有良好周詳的設計規劃，再基

於此假定，進行相關資料文獻的蒐集和研讀，並對相關課型進行探討、分析；

針對學習者需求，逐步發展出相關口語課程設計，並提出具體教學範例。 

為避免忽視實際需求及其他客觀條件而導致結果產生落差，理想的課

                                                 
31 Kumar (2005; 30)表示：Reviewing literature can be time-consuming, daunting and 

frustrating, but it is also rewarding. A literature review has a number of functions: (1)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background to your study. (2) It reviews the means by which you establish 
the links between what you are proposing to examine and what has already been studied. In 
other words, it helps you to refine your research methodology. (3)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view 
you are able to know how your finding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existing body of knowledge in 
your profession. (4) It enables you to contextualise your fi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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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設計應從學習者角度出發，將需求評估結果列入設計考量範圍，合理並慎

重的考慮教學環境、師生互動等客觀條件，方可增加其實用性與價值。為確

實瞭解並取得實際的資料，本研究採用了調查研究法，以問卷填寫及半結構

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方式進行。問卷的答題形式為封鎖式答題

（Closed response），根據吳明清 (1991) 此類問卷多以是非、選擇為主，

包括檢核法 (Checklist)、類別法 (Categories)、評定法 (Rating) 以及等級法 

(Ranking)。他也指出半結構訪談也具有結構嚴謹、標準化的題目與答案，

但留下較大彈性讓受訪者表達更多想法及意見，而訪談員也較能控制訪談的

程序與用語。 

 

 

第二節 研究過程  
 

本節將說明研究之規劃與其實施之過程。首先，筆者設定本研究之範

圍，即對研究對象、研究主題等做限制，進行文獻資料蒐集，再透過欲採用

之研究方法，設計並發放問卷及進行訪談以掌握課程需求。接著，整理分析

所獲得的資訊，再以各學者專家之理論為基礎，針對馬來西亞華語為外語學

習者做一口語課程設計，提出相關課程大綱及教學設計範例，最後，提出結

論和建議。各研究過程之敘述如下。研究流程如圖三－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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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1 研究流程圖 
 

提出大綱：確定研究方向、研究範圍 

文獻彙整：需求分析、資料整合 

文獻蒐集 
需求調查、文獻探討 

需求調查 

問卷發放 

教師訪談 

文獻探討 
資料蒐集 

文獻整理 

課程設計：課程設計原則、範例 

 

結論與建議：研究限制、後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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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獻蒐集 

 

筆者根據本身語言學習之經驗與實際課堂觀察，初步確定本課程設計

大方向為針對初級學習者的口語表達能力，主要目標為學習者能流利的自我

表達。釐清相關概念，筆者將研究範圍縮小，並針對馬來西亞馬來語為母語

之華語初級學習者開始蒐集相關教學與設計理論相關方面的文獻資料。資料

來源主要為各相關單位之藏書、資料，包括馬來西亞董教總會、國家圖書館、

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華語教學研究所所圖、英語教學研究所等相之專書、

國際期刊、論文集等。主要依循馬來西亞教育系統、第二語言課程設計、口

語教學等方向及概念展開，著手進行相關理論與文獻的蒐集整理。 
 

二、需求分析 

 

為本論文所需之需求分析，筆者針對馬來西亞華語學習者設計了一份

問卷，主要為蒐集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學習方法，並希望對目前所使用之教

材有概略的認識。此外，也希望能藉由問卷調查得知學習者在口語學習過程

中所可能會面對到的困難。 

此外，筆者也訪問了在馬來西亞教授華語文的教師，他們的學生多為

馬來學生或華語非母語的中東學生。筆者透過訪談的方式，以便獲得更多相

關資料，對目前馬來西亞的華語教學概況有較深入的瞭解。通過整合上述兩

者的回饋與建議，獲取較為客觀實際的看法及結果。 

 

(一)、問卷調查  
 

問卷的研究對象為馬來西亞馬來語為母語的華語學習者。筆者將問卷

的填答對象設限，以盡可能保持其信度與效度。問卷調查採以當面實施與網

路發放兩種方式。筆者先與各校相關單位負責人聯絡，取得同意後再進行問

卷發放；主要透過訪談教師的協助，方得以完成。然而因為受到時間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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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並非所有受訪教師都能夠給與協助。此外，因為外在因素的限制，

筆者無法親自發放所有的問卷，部份問卷惟有委託當班課授課教師代為發放

回收，再轉交至筆者。為避免佔用教課時間而影響教學進度，在徵得授課老

師同意後，於課堂結束前五分鐘發放問卷請學習者填寫並回收。筆者在彙整

所有問卷並剔除無效問卷後，再予以解讀分析。 

此項研究資料並未涉及複雜之量化分析，僅以加總後取百分比的方式

計算。惟部份涉及多選項之題數，需另計算複選項次及總計。 

 

A平均百分比 = GN得票總數 ÷ N問卷母群體 × 100% 

 

(二)、教師訪談  
 

筆者藉由網路搜尋，取得馬來西亞各國立大學課程相關單位負責人的

電子郵件後，寫信尋求協助或透過相關單位的介紹與負責教師聯絡，並說明

筆者的訪談目的。接著，透過電子郵件或電話與各老師教授取得聯繫，說明

筆者論文相關方向及訪談目的。在徵詢同意及進行訪談前，筆者將會告知受

訪教師訪談目的，且盡量將時間控制在一小時內。為不打擾受訪教師的作息

時間，筆者讓受訪教師決定訪談時間，再予以配合。 
 

三、課程設計 
 

筆者整理並分析所蒐集的訪談資料與問卷後，再根據所得文獻探討與

分析，試圖設計規劃一針對馬來西亞華語學習者的口語課程。根據 Brown 

(1995) 的理論，語言課程設計包括了需求分析 (Need Analysis)、教學目標 

(Objectives)、測試  (Testing)、教材  (Materials)、教學  (Teaching)和評鑑 

(Evaluation)。筆者依照Brown的框架及參照先前所得的資料分析於文獻理論

來進行課程設計。同時，參考了逆向式課程設計理論 (Backwards Curriculum 

Design)，結合二者以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彙整文獻資料、需求分析與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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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綜合各項要點，以此研究架構設計規劃課程及教學範例。 

課程設計規劃為初級口語，以一學期十四週，每週上課課時數以三小

時為主。教學範例設計考量學習者為零起點之初學者，應提供大量語言操練

以奠定扎實之語言基礎；透過凸顯學習者母語與標的語的異同之處，協助學

習者掌握發音技巧與基本的語用能力；配合適當課堂活動、情景對話練習

等，增加學習者語言主題使用輸出次數，提高語言掌握能力。由於本研究不

以教材設計為主，故教學內容僅以《漢語口語速成－入門篇》為課程使用教

材。 

 

 

第三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  
 

為取得客觀的依據，需經由多種方法和管道來蒐集數據、資料。本論

文研究過程之資料蒐集步驟可分為問卷調查、教師訪談以及文獻探討三項。 

 

一、發放問卷以瞭解學習者之需求 
 

為更準確的掌握及瞭解學習者的學習目標與需求，筆者針對研究的母

群體設計了相關問卷。問卷分發對象為選修華語課程的馬來語為母語學習

者，且將研究對象設定為沒有華語語言背景之學習者。32根據所得之分析結

果，作為本論文的需求分析。本研究之問卷調查採取網路問卷與當面實施發

放兩者。編寫問卷題目時筆者盡量使題目中性、不具威脅性，以免引起答題

者的心理防衛。33 

由於考慮到研究母群體的華語掌握能力及研究相關的瞭解，所有問卷

                                                 
32 學習者本身的母語並非華語者，且為零起點之華語學習者 
33 根據吳明清（1991；345）的定義：“凡涉及個人隱私、社會價值或道德規範，而易構
成答題者心理威脅，以致產生心理防衛而可能不據實回答之問題，即稱為威脅性問題

（Threatening question）；反之，問題中性、不涉及個人或社會價值者，稱為非威脅性問

題（Non-threatening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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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以英文書寫。筆者將問卷分成三個部份：第一部分為背景資料，受訪者

需提供其日常使用語言、家庭使用語言、學習之目的、使用之教材、是否有

華語學習經驗等相關訊息；第二部份為其在學習過程中，較注重的技能掌握

及學習策略，有助於瞭解研究母群體對口語課真實的需求；第三部份為學習

者認為有效提高口語能力的學習方法和策略，此部分可作為課程教學活動有

力的參考指標。 

問卷發放調查實施方式主要透過當面實施及網路發放兩者。共發出問

卷35份，回收23份，回收率為65.7%；扣除無效問卷後，共獲得有效問卷20

份。問卷回收後，根據所得資料與意見，逐步解讀分析，並進行相關課程設

計。受試者僅設定為馬來西亞各國立大學馬來語為母語之華語學習者，扣除

無效之問卷後，共得有效問卷二十份。所有受試者皆為馬來人，受試者背景

資料如表三－1所示： 
 

表三－1 受試者背景資料 

1. 性別 

男 女 

7 13 

2. 年齡 

21歲以下 21－23歲 24－26歲 27歲以上 

3 17 0 0 

3. 家庭使用語言 

英語 馬來語 華語 淡米爾語 其他 

2 20 0 0 0 

4. 可使用語言 

英語 馬來語 華語 淡米爾語 其他 

13 20 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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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育背景 

高中 大學 研究所 其他 

0 20 0 0 

6. 學習華語的目的／動機 

就職 朋友 興趣 中文熱 父母要求 學分要求 其他 

4 0 7 0 0 9 0 

 

二、訪談實際授課的老師 

 

為取得目前馬來西亞華語教學的真實現況，筆者訪問了站在馬來西亞

華語教學第一線上的老師與教授。主要透過當面訪談、電話訪談以及電子郵

件往來等方式進行。訪談方式採取半結構性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訪

談，所有訪問題目均為事先設計好的。 

受訪教師教學年資歷介於三年半至十六年以上，皆具有教授華語為外

語的經驗。受訪教師共七人，教學年資歷五年以下者有兩位、十五年以下有

兩位、十五年以上者有三位。受訪教師年齡介於26－35歲者有三位，36歲以

上者有四位。受訪教師基本資料如下表所示： 

 

受訪教師編號 年齡 教學年資歷 

受訪教師01 36歲以上 17年 

受訪教師02 36歲以上 21年 

受訪教師03 35以下 8年 

受訪教師04 35以下 3年 

受訪教師05 36以上 18年 

受訪教師06 35以下 4年 

受訪教師07 36歲以上 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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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教師授課對象以馬來西亞非華裔學習者為主，當中又以馬來學習

者佔絕大多數，其他包括馬來西亞當地的少數土族或印度學習者，部份教師

亦常接觸來自中東地區的學習者，與台灣對外華語教師常接觸的教學對象有

些許不同，美、日、韓三國的學習者為極少數。 

所有受訪教師目前任教的地點單位遍佈全馬各地，所教授的課程皆不

一，使用的教材也不同。因為教育政策等因素，多採用大陸教材為教學參考

資料或教材。 

在訪談的過程中，一切以受訪教師為中心，視訪談當時的現況斟酌衡

量，但並不會刻意按照所羅列的問題順序進行訪談，惟以不偏離主題為大原

則。訪談進行時，為保持其信度及避免遺漏受訪教師說過的重點，筆者皆採

取全程錄音的方式備份。此舉也於訪談前，在徵得受訪教師的同意後才進行

的。少數受訪教師拒絕同步錄音，故筆者也遵照其意，放棄錄音而以做筆記

的方式記錄。此外，筆者也將時間稍作限制，盡量以不超過一小時為原則，

以免打擾受訪教師休息研究。若受訪教師願意繼續，則不中止；反之，則要

求另外安排時間，進行第二次的訪談。 

為了將訪談阻力降低，筆者選擇以聊天、輕鬆的方式進行訪談，引導

受訪教師進入狀況，再依據受訪教師的回答與建議進行提問。大部分的受訪

教師都侃侃而談，不吝與筆者分享其教學經驗及對口語課程之看法。訪談過

程中，時間上有時較難掌握，然而，筆者以不打斷受訪教師發言為優先考量，

不會硬性將話題或訪談結束。筆者於訪談結束後建立訪談逐字稿；彙整並歸

納逐字稿相關資料成訪談大綱模式。為避免及排除誤解，將訪談大綱以電子

郵件方式寄至受訪教師，請受訪教師校正內容；確定無誤後，方改寫成訪問

稿，作為分析資料來源。 

由於人力、財力與時間等因素，筆者無法與所有學習者進行訪談。唯

有藉訪談與學習者直接接觸的老師們來取得較為可信的資料，以保持其信

度。訪談的過程亦讓筆者對於所採用的教學法和教材有較深的認識。 

因部份受訪教師要求，並為顧及教師們的隱私，筆者並不詳述受訪教

師相關資料，一律僅以代號表明身分。筆者將所獲得的資料，部份撰寫成文

稿，以作為研究分析之資料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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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獻資料探討 
 

本研究在參考部份資料以界定研究範圍及問題後，著手進行資料的蒐

集、研讀。根據王文科、王智弘 (2004)，文獻分析法 (document analysis)

又稱內容分析法 (content analysis) 或資訊分析法 (information analysis)，係

指以客觀的態度，對文件或資訊內容進行研究與分析，以推論文獻背景及意

義，也就是透過文獻獲得想要的資料。相關文獻資料皆經過審慎篩選，主要

來自專書、期刊或論文集；惟馬來西亞華語非母語教學相關文獻資料較不易

獲得，故亦將當地報章、大學學報等作為參考資料來源，以期能獲得更多相

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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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教學概況與需求分析 

 

本章節將概述馬來西亞的教育制度以及高等教育階段目前的華語教學

概況，並將所蒐集到的資料以及所回收的有效問卷進行分析，以期針對馬來

西亞馬來語為母語之華語學習者設計初級口語課。本章內容主要可分為三

節；第一節為馬來西亞的教育體制概述；第二節為馬來西亞華語課程的發展

概況；第三節為學習者之需求分析，說明學習者對於課程的需求；第四節為

教師訪談內容彙整，主要探討當前華語課的課程安排與教材選用。 

 

 

第一節  馬來西亞教育制度概述  
 

馬來西亞是一個多語言、多種族、多元宗教的社會。其中，主要的三

大種族分別為馬來人（51％）、華人（26％）以及印度人（13％）。一如大

部分的國家，馬來西亞的教育體系包含了學前教育、小學教育、中學教育和

大專教育。其中政府提供長達11+1年的義務教育，既六年的小學義務教育

及五年的中學義務教育。34也因為歷史因素，尚有六十所由華社所創辦和維

持的華文獨立中學，又稱為獨中。馬來西亞政府除了在各階段開辦各類型的

學校以及教育機構外，也允許私人機構在符合一定的條件下開辦私立學院，

尤其是在學前教育和大專教育方面。筆者將根據莫順生（2000）所繪製的教

育系統學制圖做部份修改（圖四－1），為不同的教育階段作簡單的介紹。 

 

                                                 
34 根據莫順生、柯嘉遜等人的敘述，義務教育為11年，即六年的小學教育以及五年的國
中教育；而筆者將一年的國中先修班（預備班）一併加入，故以11+1年的義務教育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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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 馬來西亞教育系統學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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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等教育階段 
 

在馬來西亞，絕大部分的小學都是由政府開設的，私立小學僅占極少

數。馬來西亞的小學可分成三個源流，既以國語 — 馬來語為教學媒介語的

國民小學（國小）、以淡米爾語為教學媒介語的淡米爾小學（淡小）以及以

華語為教學媒介語的國民型華文小學（華小）。35雖然這三種小學的教學媒

介語都不同，但所採用的課程綱要仍是相同的（拉薩報告書，1957）。 

除了本身的母語之外，淡米爾小學和國民型華文小學都必需教授馬來

語和英語，這是必修的科目；英語視為第三種語言，學生在小六畢業前的英

文程度，應能與馬來語小學學生的英文程度並駕齊驅；馬來亞聯邦教育文憑

和初級教育文憑考試用語以官方語文之一（馬來文或英文）為主。(資料來

源：The Rahman Talib Report, 1960; 2-16)。 

 
這本國家教育政策報告書，《拉薩報告書》，的目標旨在希望藉由使用

一種學習規則來統一國家 內所有族群的兒童，包括所有族群能夠使用國

語與重要媒介語，縱使此政策無法立刻達成而逐步推行。36 
(葉玉賢，2002，語言政策與教育－馬來西亞與新加坡之比較) 

 

在完成了六年的小學義務教育後，學生都必須參加政府規定的小學成

就測驗考試 (Ujian Penilaian Sekolah Rendah, 簡稱 UPSR )。學生在國中階

段，按學區分配、安排到不同的國中去就讀；再依據學生所考得的成績，編

排學生是否在下一學年就讀國中一年級。根據教育部的規定，凡事成績未達

C等標準者，則需就讀一年的預備班（國中先修班課程）。而部份選擇進入

獨立中學就讀的學生，則需參加每年七月所舉行的入學考試；但每間獨立中

學的考試時間略有不同。這項考試顧名思義，就是所謂的編班考試。各所獨

                                                 
35 根據莫順生（2000）馬來西亞的教育史上，也曾出現過英語小學。但是在《1967年國
語法案》通過後，英小就於70年代中期全部被改為以馬來語為媒介語的國民小學。華小
和淡小當時也面對嚴重改制的危機。政府明顯偏重國小的發展而忽略華小和淡小的需

求；政策上的種種阻擾、限制華小淡小的增建、當局的撥款津貼和軟硬體的分配上的不

公平也引發了人民的不滿 
36 更多關於《拉薩報告書》內容討論，請參考《教總33年》，頁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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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會依照學生的考試程度來編班。成績未達理想或懸殊太大者，將需進入預

備班。37在本研究撰寫過程中，馬來西亞政府宣佈將華語課程正式列入所有

小學的語言課程綱要，作為選修的第二外語（或第三外語）。 
 

二、中等教育階段 

 

大部分的中學都屬於政府開設的國立中學，私立中學為數不多，包括

了由華社創辦維持的六十所華文獨立中學。38一般而言，華裔多進入華小就

讀。到了國中以後，情況則不一；有的選擇到國立中學就讀，有的選擇到獨

立中學。國立中學（又稱為國中）與獨立中學（又稱為獨中）這兩種教育制

度最大的差異是媒介語言的使用；在獨中，理所當然的，教學媒介語為華語，

除了華語、英語和馬來語也是必修的科目之一；而在國中，馬來語才是教學

媒介語，華語文則是列為選修課。 

此外，升留級制度也是獨中別於國中的另一項特點。在獨中的教育體

制下，凡學年成績不到標準者，得留級並重修該年級的科目。同一年級留級

超過三次者，則被勒令停學。 

 

(一)、國立中學教育制度 
 

國中的教育制度採取3－2制；即三年初中、兩年高中。學生在完成所

規定的三年初中教育之後，得參加政府規定的馬來西亞初級教育文憑考試

（Penilaian Menengah Rendah，簡稱 PMR）。這項考試是作為高中分流參

考標準，分為普通中學、技術中學與職業學校三類，無論是文科或理工科，

                                                 
37 獨中預備班與國中的預備班相同，但以獨中入學考試成績為審核標準 
38 為符合國家需求及種種因素，截至2002年一月，除了1604所一般的國民中學外，政府
還開設了以下各類型中學，包括三十九所寄宿學校，以協助鄉區的優異生獲得寄宿的便

利和完善的學習地方；五十六所宗教中學，以滿足家長的需求。這類學校更為注重宗教

教育；八十二所工藝學校和4所職業學校，以加強學生在有關領域的理解能力；兩所體育
學校，以培訓有潛能代表國家參與國際比賽的運動健將以及三所為殘疾學生而開設的特

別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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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必須以馬來語為教學用語（葉玉賢，2002）。將三年初中稱為“前期中等

教育”而兩年高中為“後期中等教育”，葉玉賢（2002）沒有說明其所謂的

“後期中等教育”是否也使用馬來語作為教學用語。根據筆者所獲得的資

料，專業科目一般都以英語為教學媒介語，主要是讓學生能與世界掛鉤。39 

國中以馬來語為教學媒介語，馬來文更是學生必修的課目。華文和淡

米爾文屬於母語課程，被列為選修課。根據政府1979年所訂定的法令，《1979

年內閣檢討教育政策實施委員會報告書》( Laporan Jawatankuasa Kabinet 

Mengkaji Dasar Pelajaran )，母語班的開設需至少要有十五位的家長提出申

請，方可開設。40 

國中畢業後，部份學生選擇就業而部份學生則選擇繼續就讀中學延修

班課程（中六）或大學先修班課程。選擇後者的學生，必須根據其馬來西亞

教育文憑（Sijil Persekolahan Malaysia，簡稱 SPM）的考試成績來決定是否

被入取。這一階段的教育是為了讓學生進入本地大學、外國大學以及其他高

等教育機構或進入社會工作而作準備的。 
 

(二)、獨立中學教育制度 
 

馬來西亞獨立中學在學制上採“三三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

在大環境的轉變之下，高中三年的課程現又可分流成不同的專業，以柔佛州

居鑾中華中學為例，該獨中將高中分為理工科、商科、美工科以及電工科四

類。41獨立中學的辦學方針採取“雙軌制”；獨中一方面規定學生必須參加

獨中統一考試（Unified Examination Certificate，簡稱 UEC ），另一方面協

助學生參加政府的公共考試（PMR、SPM等）及商業文憑考試（如倫敦商

業文憑考試LCCI），以適應社會環境的需求（ 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

                                                 
39 筆者親自訪問就讀於國中的高中生，以查證；於2009年8月，馬來西亞政府宣佈要將高
中教學用語（專業課目）擬定為英語 
40 此報告書亦稱為《馬哈迪報告書》；主要為商討、回顧1956年至1960年的語言政策 
41 理科和商科又可分為純理科、文理科、純商科及文商科；純理科和純商科不需修讀歷
史及地理兩門科目，但需修讀經濟、高級會計等；文理和文商科則需修讀歷史及地理兩

門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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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局，1991）。由於相關的政府考試並非強迫性的要求學生參加，古鴻廷

（2003）指出，獨立中學以“補習”的方式，協助學生參加政府考試。此外，

為避免學生荒廢學業，所有獨中皆採取了留級或試讀的制度。以學生每學年

度之總平均成績為準繩，若不及格者則需留級一年；及格但在邊緣者為“試

讀”，即可升到下一個學級但有降班之虞。 

獨中統一考試又稱“統考”，是全國六十間獨中統一出題的考試。學

生在完成初中三年的學制時，就必須參加初中統考；而在完成高中三年的學

制時，則是參加高中統考。對獨中生而言統考非常重要，因為統考文憑是他

們賴以申請進入國內外大專院等教育機構或工作的重要文憑之一。大部分的

獨中生在初中三年級時，會選擇參加獨中的統考以及政府的初級教育文憑考

試；在高中二年級時，參加政府的教育文憑考試；而在高中三年級時，則專

注於獨中統考或倫敦商業文憑考試。42全馬獨中分佈情況如表四－1所示，東

馬，即沙巴、砂勞越，共有二十三所獨中，西馬共有三十七所。 

 

 

                                                 
42 各所獨中會依據學生不同程度的需求，對參加政府文憑考試的時間做微小的調整，如
讓學生在高中一年級時才參加政府的初級教育文憑考試，或是讓學生根據自己的意願，

選擇在初中三年級或高中一年級時參加政府的初級教育文憑考試；在高中二年級或高中

三年級時參加政府的教育文憑考試；但就獨中統考而言，則規定為初中三年級和高中三

年級，是學習階段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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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 全馬六十間華文獨立中學分佈情況 

資料來源：馬來西亞董教總教育網站（2009/09/07）；表格整理：孫雪芹 

地區 數量 校名 

砂勞越 14 

古晉中華一中、古晉中華三中、古晉中華四中、         

五 角 民 立 中 學 、 黃 乃 裳 中 學 、 建 興 中 學 、            

公教中學、公民中學、開智中學、光民中學、      

培 民 中 學 、 廉 律 中 學 、 泗 里 奎 民 立 中 學 、            

西連民眾中學 

沙巴 9 

沙巴崇正中學、沙巴建國中學、吧巴中學、         

保佛中學、丹南崇正中學、斗湖巴華中學、         

古達培正中學、沙巴拿督中學、山打根育源中學 

霹靂 9 

怡保育才中學、怡保培南中學、班台育青中學、         

江沙崇華中學、天定南華中學、金寶培元中學、         

安順三民中學、太平華聯中學、怡保深齋中學 

柔佛 8 

新山寬柔中學、笨珍培群中學、巴株華仁中學、   

永平中華中學、居鑾中華中學、利豐港培華中學、

麻坡中化中學、新文龍中華中學 

檳城 5 
威省日新中學、韓江中學、菩提中學、檳華女中、

鐘靈中學 

吉隆坡 4 循人中學、中華中學、尊孔中學、坤成女中 

雪蘭莪 4 
巴生中學、巴生濱華中學、巴生興華中學、         

巴生光華中學 

吉打 3 
雙溪大年新民中學、亞羅士打新民中學、亞羅士打

吉華中學 

森美蘭 2 芙蓉中學、波德伸中華中學 

馬六甲 1 培風中學 

吉蘭丹 1 哥打巴魯中華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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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董總資訊局，從2001年到2007年全國華文獨中的學生總人數、華

裔、非華裔學生人數及比率如表四－2 及表四－3 所示： 
 

表四－2 全國華文獨立中學非華裔學生人數（2001－2007年） 

年份 
華文獨中 

學生總人數 

非華裔 

學生人數 

非華裔學生 

人數比率（%） 

2001 53635 917 1.71 

2002 54048 686 1.27 

2003 52850 527 1.00 

2004 53005 510 0.96 

2005 53402 694 1.30 

2006 54755 663 1.21 

2007 55818 779 1.40 

資料來源：董總資訊局整理；表格整理：孫雪芹 

 

表四－3 全國華文獨立中學各族學生人數（2007年） 

學生族群  學生人數  總數  比率（%） 

 公民  非公民    

華族 54164 875 55039 98.60 

馬來族 182 0 182 0.33 

印族 190 0 190 0.34 

其他 311 96 407 0.73 

總數  54847 971 55818 100.00 

資料來源：董總資訊局整理；表格整理：孫雪芹 

 
從上表清楚得知，自2001年迄今全馬獨中生平均共有近五萬五千名左

右。其中，非華裔學生平均人數約為七百人，占平均總數的百分之一點三左

右。在2007年，獨中學生人數為 55818 人，非華裔人數，包含非馬來西亞

公民，為 779 人，占總人數的百分之一點四；扣除非馬來西亞公民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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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總學生人數為 54847 人，非華族學生為 683 人，約占總學生人數的百分

之一點二四。這也表示，每一年將有五萬多名的學生是不在馬來西亞國家認

可的教育體系內的；每年畢業將近一萬名的獨中學生得為自己的升學途徑尋

找管道。 

 

三、高等教育階段 
 

馬來西亞高等教育階段可分成國立、私立兩者；包括了工藝學院、訓

練學院、國立大專院校及私立大專院校等。馬來西亞私立教育機構大體上分

成兩類：(1) 私立學校或稱私立普通教育機構 ( Private Education System，

簡稱PES)；包含私立幼兒園、華文獨立中學、函授學校、特別教育學校、

語言培訓中心等； (2) 私立高等教育機構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簡稱PHEI)，其中又以雙聯課程 (Twinning Program) 和華教體系

的南方學院、新紀元學院以及韓江國際學院為代表。 

近十年，馬來西亞董教總終於成功開辦私立院校，目前僅有得來不易

的三所，分別是南方學院、新紀元學院以及韓江國際學院。43馬來西亞的華

文教育可說是東南亞國家當中，發展得最完整的。這主要仍是華社對於華文

教育的鼎力支持及維護，讓大部分的華裔子弟有機會接受完善的華文教育。

現階段更因為新紀元及韓江國際學院的成立，為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制度鋪設

了更趨於完整的教育道路。 

根據馬來西亞高等教育局  (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 ，簡稱

MOHE)，馬來西亞目前有二十所公立大學，四所國外分校以及六百五十二

所私立學院；其中又有七十九所私立學院提供上述的雙聯課程。過去數十年

來，國立大學招生都實施固打制，造成許多優秀的非土著學生無法進入國立

大學。44這樣的制度普遍上引起非土著社會的不滿和抗議。 

                                                 
43 學院（College），所得之文憑並非一般大學學士文憑，而是僅次於學士文憑的“副學士”
文憑；一般稱之為 “Degree”；目前三所學院更是以學術成就為學校品牌，積極爭取，將
有望升格為大學 
44 固打制度（quota）是國立大專院校用以收取學生人數的一個標準制度，每學年度所招



以馬來語為母語學習者之初級華語口語課程設計 

74 

在馬來西亞，不論是國立大專院校還是私立大專院校，其教育人員（主

要是師資）、課程、設備與管理都要受到國家教育部門的管理與監督。私立

大專院校同時受國家學術監督局的監管。國家學術監督局根據各科系教育專

家針對私立院校的師資、設備和教材等各方面的學術評審報告，確認水準，

方可批准開辦。同時，亦對各大專院校作定期檢查評估，以確保教育教學品

質。根據 Zubairi 和 Sarudin（2009），大多數的國立大專院校皆被鼓勵提

供外語學習，以利於國家建設與發展。45馬來西亞主要的二十所國立大學如

下表所示： 

 
表四－4 馬來西亞主要的二十所國立大學 

Public Universities 國立大學 

1 International Islamic University Malaysia (UIAM) 馬來西亞國際伊斯蘭大學 

2 Universiti Daru Iman Malaysia (UDM) 馬來西亞達路伊曼大學 

3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UKM) 馬來西亞國民大學 

4 Universiti Malaya (UM) 馬來亞大學 

5 Universiti Malaysia Kelantan (UMK) 馬來西亞吉蘭丹大學 

6 Universiti Malaysia Pahang (UMP) 馬來西亞彭亨大學 

7 Universiti Malaysia Perlis (UniMAP) 馬來西亞坡璃市大學 

8 Universiti Malaysia Sabah (UMS) 馬來西亞沙巴大學 

9 Universiti Malaysia Sarawak (UNIMAS) 馬來西亞砂勞越大學 

10 Universiti Malaysia Terengganu (UMT) 馬來西亞丁加奴大學 

                                                                                                                                              
收的新生當中，百分之五十為馬來人，百分之二十為印度人及華人，百分之十為原住民。

（馬來人的馬來亞，Malaya of the Malays） 
45 根據 Zubairi 和 Sarudin（2009, 9(2), 75），“The importance of foreign languages in a 

borderless world is more evident when nation building is highly dependent on the acquisition 
and transfer of foreig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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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Universiti Pendidikan Sultan Idris (UPSI) 蘇丹伊德立斯教育大學 

12 Universiti Pertahanan Nasional Malaysia (UPNM) 馬來西亞農業大學 

13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UPM) 馬來西亞布特拉大學 

14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USM) 馬來西亞理科大學 

15 Universiti Sains Islam Malaysia(USIM) 馬來西亞伊斯蘭理科大學 

16 Universiti Teknologi Malaysia (UTM) 馬來西亞工藝大學 

17 Universiti Teknologi MARA (UiTM) 馬來西亞瑪拉工藝大學 

18 Universiti Teknikal Malaysia Melaka (UTeM) 馬來西亞馬六甲工藝大學 

19 Universiti Tun Hussein Onn Malaysia (UTHM) 馬來西亞敦胡申翁大學 

20 Universiti Utara Malaysia (UUM) 馬來西亞北方大學 

資料來源：馬來西亞高等教育局網站（2009/09/07）；表格整理：孫雪芹 

 

除了上述所提，大部分學生在完成高中教育以後，亦會考慮選擇與國

外大學聯辦的“雙聯課程”（Twinning-Program），即國外大學與馬來西亞

私立學院共同設立的分校。學生能以相對低廉的費用取得國外學士文憑（如

以到英國升學為例，在馬來西亞選讀雙聯課程的費用僅需其三分之一）。根

據馬來西亞教育部，目前雙聯課程可分為“2＋1”、“3＋0”等，即學生可

選擇在馬來西亞就讀該課程兩年，再到國外就讀一年；或是三年皆在馬來西

亞完成。提供次類課程的私立院校，如之前所提，高達七十九所；而根據教

育部的資料顯示，主要的十所私立院校及其特色課程如表二－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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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5 馬來西亞十所主要私立院校特色課程 

馬來西亞泰萊私立大學學院  
Taylor College 

全馬教育最嚴謹之院校；其飯店管理學

系號稱亞洲第一；提供飯店、旅遊管

理、商學院、建築設計、傳媒等科系； 

馬來西亞亞太科技大學學院  

APIIT 

提供電腦科技、信息領域MBA等課程；

學生就業率最高 

馬來西亞林國榮創意工藝大學   

Lim Kok Wing Art School 

提供美術、設計、多媒體、動畫、時裝

設計、電影等課程 

馬來西亞英迪大學學院總院     

Inti College 

提供管理、會計、人力資源、國際貿易

等課程 

馬來西亞思特雅國際大學      

UCSI 

提供音樂、護理、食品工程、生物科技

等課程 

馬來西亞萬達學院          

KBU 

提供管理、商業設計、室內設計、電腦

科學等商業類課程 

馬來西亞精英大學               

HELP 

提供商業管理、會計、物流、多媒體科

技等課程 

馬來西亞雙威學院         

SUNWAY 

提供大學預科、會計、金融貿易、ACCA

等課程 

馬來西亞林登學院             

Linton College 

提供會計、金融、電機、土木工程、電

子等課程 

馬來西亞文德學院          

Mantissa 

提供專升碩課程，即大學升研究所碩士

課程 

資料來源：馬來西亞高等教育局網站（2009/09/07）；表格整理：孫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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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無論國立或私立大專院校，華語都列為外國語言來教授。高等教育階

段的學生可以以選修第三語言或外語的方式選修華語。語言需要透過大量的

練習實踐以達到有效掌握的能力；馬來西亞四百多萬華族人口為這些華語初

學者提供了重要的語言環境（蘇偉妮，1990）。 
 

 
 

第二節  馬來西亞高等教育階段華語課概況  
 

馬來西亞高等教育階段可分成國立、私立兩者；私立高等教育又以雙

聯課程與華教體系為代表。根據馬來西亞高等教育局 (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簡稱MOHE)，馬來西亞國立高等教育階段目前共有二十所國立

大學  (Public University)、二十二所工藝學院  (Polytechnics)、社區學院 

(Community College) 三十七所、公立學院 (Public College) 一所以及師範學

院 (Teacher Education Institutes) 二十七所。46 

馬 來 西 亞 國 立 大 學 其 中 又 分 成 四 所 研 究 型 大 學  (Research 

University) 、四所綜合性大學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以及十二所專業

大學 (Specialize University)。所有國立大學教學使用媒介語多為馬來語，部

份課程亦使用英語教學，且將華語課列入外國語言課來教授。這二十所國立

大學當中，有八所大學開授華語相關課程，如：馬來亞大學 (UM)、馬來西

亞博特拉大學 (UPM)、馬來西亞理科大學  (USM)、馬來西亞北方大學 

(UUM)、馬來西亞砂勞越大學 (UNIMAS)、馬來西亞沙巴大學 (UMS)、馬

                                                 
46 馬來西亞高等教育局，The 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MOHE，網路資料：
http://www.portal.mohe.gov.my/portal/page/portal/ExtPortal/，16/11/2009； 原文為：Type of 

Government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 Number of Institutes: (1) Public Universities, 20; 
(2) Polytechnics, 22; (3) Community College, 37; (4) Public College, 1; (5) Teacher Education 
Institutes, 27; 由於政府陸續將部份學院升格成大學，此筆資料僅截至16/1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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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西亞國家大學 (UKM)、馬來西亞瑪拉科技大學 (UiTM)等。 

由於馬來西亞政府不認可華文獨中統考文憑，全馬六十所獨中的學

生，絕大多數為華裔子弟，也就不能亦無法進入本地國立大學。政府將獨中

生排除在國家的教育體制外，為了升學，這些學生也只能轉向私立院校或海

外大學發展。不過，由於獨中學生的綜合素質高，國外大部份的學校都會依

學生實際的成績來篩選錄取。47 此外，國內三所華教體系的專院，南方學院、

新紀元學院以及韓江國際學院也是選項之一。此三所學院主要使用的教學媒

介語言為華語部份使用英語。華語課程主要為本科系，即中文系。華語文教

學視為母語教學或第二語言教學。三所院校所開設的課程主要如表四－6所

示。 
 
表四－6 三所華教院校所開設的主要課程 

南方學院 

商學系－企業管理、市場行銷、國際貿易、會計、金

融分析專業文憑；電腦系－電腦科學專業文憑、資訊

科技專業文憑、 資訊系統工程學士文憑、電機與電子

專業文憑；馬來文系；英文系；中文系；新聞傳播系；

藝術與設計－工業設計專業文憑、廣告設計專業文憑 

新紀元學院 

商學系；資訊工藝系；媒體研究系；美術與設計系；

戲劇與影像系；中國語言文學系；輔導諮商心理學系；   

教育系 

韓江學院 
商業管理系；傳播系；電子工程系；多媒體及電腦資

訊系；中文系；技職文憑課程 

資料來源：各校相關網站（2009/12/10）；表格整理：孫雪芹 

 

馬來西亞高等教育階段最特殊的課程也就是雙聯課程  (Twinning 

Program)。此課程是馬來西亞政府於1998年開始實施的教育政策。此獨特的

教育方式主要是藉由引進外國國立大學課程與本地私立院校合作，讓學生獲

                                                 
47
 學生實際的成績即為獨中統考成績(Unified Examination Certificate, UEC)；國外大學接受

獨中生以其獨中統考成績申請進入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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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國際認可的文憑及學位。這也可喻為“歐美留學的跳板”，是吸引大批外

國學生到馬來西亞留學的主要原因之一；加上相對低廉的學費與高額的獎學

金，受到想取得國外文憑卻又受限於財力的留學生們的青睞。根據之前的資

料顯示（第二章第一節，馬來西亞高等教育階段），這些私立的學院所提供

的雙聯課程主要仍是以管理、經貿、電子科技、設計等為主流。教學使用語

言主要為英語和馬來語；華語文教學被視為外語教學，或是作為第三語言學

分課程。 

根據馬來西亞教育部規定，外語學習需以三到四個學期為基本要求。

依所蒐集的資料顯示，大部分的教師是受聘於合約制的。由於課程綱要多由

各大學華文組編訂課綱，且每所大學皆不近相同，頗有各自為政的教學政

策。48因此，教師在教材的選用上，除了少數大學規定教材的選用外，也展

現了教師個人的教學風格。49 

由於行政和師資不足等因素，再加上華語課被列為選修課，因此授課

方式大多也採取大班制教學。每一班級上課人數在三十人左右。是故，有些

教師也會因此避免進行課堂活動；也有教師採取傳統的教學法、翻譯法，部

份教師仍照本宣科，學習者也就默默的聽。教師仍是扮演著主導者的角色，

沒辦法立刻針對學習者的各別需求，給予相對的幫助。部分教師認為在課堂

中給予學習者任務或進行活動是很麻煩的事，尤其是大班制教學。三十幾個

人一起行動，教室場面可想而知。但筆者認為，若是教師活動設計周詳、指

示 (instructions) 清楚、場地安排適當，則仍是可行的，透過身體力行的教

學活動，學習者將獲益良多。 

根據所蒐集到的資料顯示，馬來西亞華語學習者大致上可分成文憑生

及本科生。50兩者間的差別主要是前者以就讀華校畢業者為主要教學對象；

後者以零起點或華語非母語者為主要教學對象。（本研究設定後者為主要的

教學對象。）不難發現，在馬來西亞的教育制度下，華語被列為外語學習。

大部分學習者多是對華語有興趣者才會選修華語。然而，學習者的學習態度

                                                 
48 大學的課程綱每一學期都會變動、更換 
49 馬來西亞所教授的漢字為簡體字，是故所選用的教材多參考中國大陸的占多數；也有
選用本地大學華文組自編的教材；台灣的教材則相對的較少。 
50 相關名詞解釋請參閱第一章第四節之名詞解釋第四和第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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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較為被動、不夠積極。這也或許和大班教學及教師的教法有密切的關係。

學習者於課堂中，並沒有給予太多可以進行課堂活動的空間及相互溝通的機

會。 

學習者將學習華語視為日後工作或求學的工具之一。根據所蒐集到的

資料顯示，學習者除了因為學分要求規定外，也是為了日後在工作領域中更

具有競爭力而選擇了華語。此結果與 Zubairi 和 Sarudin（2009）發表的研

究結果相同。華語學習者在學習語言的同時，受到了外在因素的影響，Tan 

和 Ooi (2008) 的研究也指出學習者的學習動機主要有兩大類，即內隱學習

（Implicit Learning）以及工具型學習（Tools Learning）兩大動機。 

教師所採用的教學方式較為傳統，部份也使用文法翻譯法。教學方式

仍多注重在語法掌握層面。也由於許多外在因素，如學生人數、行政考量等，

遏制了教師無限創意、限制了教師的發揮，取而代之的是較被接受的傳統教

學法。 

截至目前，馬來西亞各國立大學均把華語課列為外國語言課程。授課

內容並沒有統一固定的課程綱要，多由該校的華文系（若有）或華語課程單

位自行安排規劃。大部分華語為外語教學主要視說話交際功能為課程目標；

主要以學習者能夠應對日常生活會話為教學目標。大部分的學校都採取自由

選課的方式，將華語課列入外語選修課程內；而部份學校則歸定學生需修得

為期兩個學期以上的外語學分方能畢業。授課內容目標各異，包括短篇文章

閱讀、漢字說寫認讀、專業相關語言能力訓練等；部份大學較強調學習者漢

字書寫的能力，部份則強調口語說話能力；部份大學不以教授漢字為主，而

以口語能力及漢語拼音認讀為主，學習者僅需認讀極少數日常生活中常見之

漢字，漢字書寫能力並不十分重要。 

針對馬來西亞華語學習者設計的教材並不多，根據所蒐集到的資料顯

示，大部份大學使用中國大陸出版的教材，也有部分教師採用自編教材或是

本地大學編制的教材。課堂中所使用的教材並沒有統一。教師可自行選用教

材，或針對學習者的需要給予補充和加強。 

課堂中教師可自行選用輔助教材，或針對學習者的需要給予補充和加

強。普遍上而言，教師偏好使用自己挑選的教材，但仍遵循所規劃統一的教

學方針。上課的重心多圍繞在文本。目前，僅有少數針對課程和學習者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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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本地教材為本地大學所採用。51雖然教材有限，教師對教材的開發和利

用是無限的（夏紀梅，2003）。部份大學已經將教材、作業慢慢朝向電子化

方面靠攏。學習者透過網路，可以直接取得大部分相關課程的作業練習，教

師不需要再批改紙本作業。 

由於所得的樣本數有限，僅能將其統整略述，並不能以偏概全。 

 
 

第三節  問卷分析  
 

本研究試圖藉由問卷瞭解學習者的實際需求、學習方式及策略。問卷

共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為受試者相關背景資料，包括其語言背景、學習目

的、學習經驗等；第二部份主要針對受試者本身的口語能力，包括所使用的

學習方式、改善策略等；第三部份則以分級的方式，針對受試者為提高其本

身的口說能力所可能使用之學習策略，以及其認為有效的學習方式。 

所有的受試者年齡主要介於21－23歲者，僅有三位年齡低於21歲，但

所有受試者皆為大學學生。其中男生有七位；女生有13位。家庭語言多為單

一語言家庭，即馬來語家庭；僅有百分之十選擇使用雙語，英語和馬來語。

填選可使用語言這一項目，有七人選擇一種語言，即僅使用馬來語；共有九

人選擇可使用兩種語言，即馬來語和英語；四人選擇馬來語、英語和華語為

可使用語言。 

根據蒐集到的資料顯示，受試者選修華語主要的考量因素分別為就

職、學業以及本身的興趣三大類。百分之四十五為學分考量者；百分之三十

五為有興趣者；百分之二十為考慮到日後職場需求。此結果與 Zubairi 和 

Sarudin（2009）的研究結果相符合。筆者相信，勾選學分要求之受訪者也

是因為對華語或華人文化有興趣、有好感，才會選擇學習華語。正如老師們

所說的，如果學生沒有對這個語言或這個語言的文化感興趣，他們就不會選

                                                 
51  市面上也出現了幾套針對專業領域的教材，如：電話、社交、經商、飲食、購物、旅

遊、生活1－4以及針對華語非母語編制的基礎華語，但並不是全套都被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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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這門課了，畢竟學校還是有其他語言可選擇。 

當被問及在學習華語過程中，受試者最在意的語言表現，有百分之二

十九的受試者表示在意發音；百分之十四表示語法的正確使用是相對重要

的；而百分之五表示首要考量是流利度；約有百分之四十二的受試者表示能

夠清楚表達是他們最在意的；約百分之十的受試者指出他們在意人與人之間

得體的互動。如下表所示： 

 
表四－7 學習過程中最在意的語言表現統計圖 

1. 學習過程中最在意的語言表現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a. 發音標準 6 30％ 

b. 語法正確 1 10％ 

c. 說話流利 8 5％ 

d. 表達清晰 4 45％ 

e. 互動得體 1 10％ 

f. 內容理解 0 0％ 

g. 其他 0 0％ 

 20 100％ 

 

 

對於內容理解等則沒有任何的受試者表示是其在意的選項。為了將變

因範圍縮小，筆者將這題限定為單一選題。依照結果順序排列為表達清晰、

發音標準、語法正確及互動得體、說話流利及最後是理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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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8 與人溝通時所使用的策略（補償策略） 

2. 當你在與人溝通時，對方不了解你所要表達的，你會： 

放棄 

使用其

他字代

替 

使用肢

體語言 
畫圖 

使用英

語或其

他語言 

使用字

典 

求助他

人 

15％ 8％ 13％ 8％ 42％ 7％ 7％ 

 

在一項指示受試者依照自己個人看法勾選其認為有效的學習方法及策

略時，大部分的受試者皆傾向選擇提供個體語言輸出、互動性高的活動，藉

由語言的實踐，以做中學掌握語言。此項目為複選項目，勾選三個選項以上

者有七人；十一人選擇了兩項；僅有兩人勾選單一選項，分別為“放棄”與

“使用英語或其他語言”，共計四十六次，而上述之百分比的計算為各選項

占四十六次總和中的次數。就選項“使用英語或其他語言”而言，幾乎所有

的受試者皆勾選了此項目。無論是勾選了兩項或三項的學習者，此選項幾乎

是“必選”的；僅有一位勾選了兩個選項的學習者將此選項排除在外。換句

話說，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受試者認同並勾選“使用英語或其他語言”的選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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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9 如何改善發音問題（認知策略） 

3. 如何改善發音問題？（複選題）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a. 請老師糾正 16 80％ 36％ 

b. 錄音並與母語者對比 3 15％ 7％ 

c. 請母語者糾正 3 15％ 7％ 

d. 與母語者語言交換 3 15％ 7％ 

e. 聽華語教材CD 7 35％ 15％ 

f. 參加發音課 1 5％ 2％ 

g. 大聲朗讀 5 25％ 11％ 

h. 模仿老師的發音 7 35％ 15％ 

 45  100％ 

 

由於此為複選題，百分比計算方式分為兩者，第一列採單項計算的方

式，以二十人為準，計算當中多少人選擇該項；而第二列則以百分比的總數

四十五的勾選次數為準，計算該項的勾選次數與總數的百分比。受訪者改善

發音的方式多選擇“請老師改正”，有十六次之多，占百分之三十六；其次

為“聽教材CD”以及“模仿老師的發音”，各有七次，各占百分之十五；

“大聲朗讀”亦有五次之多，占百分之十一；“錄音並與母語者對比 ”、

“請母語者糾正”及“與母語者語言交換”各為三次，各占百分之七；選項

“參加發音課”僅一次，占百分之二。此為複選題，選擇單一選項、雙選項

與三選項者皆為六人，選擇四個與五個選項各為一人。單一選項者中就有五

人，即百分之八十三，選擇了選項“a. 請老師糾正”；二十位受試者中就

有十六人，即百分之八十的高比例。發音課程並沒有受到受試者的青睞，相

信主要原因是因為發音課程尚不普及。四分之一的受試者選擇“大聲朗讀”

以改善其發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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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0 課後練習 

4. 課堂外，你使用什麼其他方式練習說話？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a. 我只參與課堂活動 6 30％ 

b. 聽／唱華語歌曲 1 5％ 

c. 看電影或華語節目 8 40％ 

d. 和朋友聊天 4 20％ 

e. 大聲朗讀課文 1 5％ 

 20 100％ 

 

受訪者針對口說能力所採取的練習方式以選項“看電影或華語節目”

為最多，共計八人，占百分之四十。然而，這一項並沒有實際的語言輸出，

但內容很可能是最接近實際生活對話的；反應出學習者較著重於實際層面，

與第七題較重視“清楚表達”有相呼應的結果。六人表示只參與課堂活動，

即百分之三十的受試者語用範圍僅侷限於課堂，課後並沒有其他的練習方

式。四位受試者會透過與朋友聊天的方式練習，將語言學習實踐與生活。朗

讀課文與聽／唱華語歌曲則各占百分之五。學習者依賴教師，課堂上課為主

要的語言接觸。此外，學習者主動性不足；課堂教室外並不主動積極學習。 

為了能夠更瞭解所採用的學習策略，其中有十題以程度的方式，要求

受試者根據本身的實際情況勾選。筆者將以下表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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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總是，3=有時候，2=偶爾 以及 1=不曾 

表四－11 認為有效之學習策略 

  4 3 2 1 

題號 項目 勾選人數 

1. 與母語者交談時，我主動請他們糾正發音。 ----------------- 2 9 8 1 

2. 說話的時候，我使用課文內的句子結構。---------------------- 4 9 6 1 

3. 就算犯錯，我也不怕開口說華語。---------------------------------- 2 8 9 1 

4. 我鼓勵自己在課堂外多說華語。-------------------------------------- 1 6 11 2 

5. 我找母語者練習說華語。 ------------------------------------------------ 1 8 9 2 

6. 為了記憶生詞，我嘗試在課堂外使用------------------------------ 1 5 11 3 

7. 我使用母語或其他語言來記憶華語生詞。 --------------------- 4 8 8 0 

8. 我重複背誦華語生詞和句子結構以便記憶。 ----------------- 1 10 7 2 

9. 我使用課本CD或MP3來練習說話與聽力。 --------------------- 4 5 7 4 

10. 當我聽到生詞或不懂的句子時，我會寫下記錄。 ---------- 2 4 10 4 

 

根據第一題和第五題，選擇“總是”和“有時候”主動要求母語者糾

正發音的人數、 與母語者練習說話各有十一人與九人，即佔了百分之五十

五及百分之四十五。勾選“偶爾”則各有八人（題一，即百分之四十）與九

人（題五，即百分之四十五）；勾選“不曾”者占百分之五和百分之十。此

外，根據第九題，有四人表示總是利用教材的 CD 或 MP3 練習說話聽力；

五人勾選“有時候”；七位受試者偶爾這麼做；而有四位表示不曾利用教材

CD 或 MP3 作為語言練習的工具。 

根據第二題，在說話時會使用課文內的句子結構來表達的受試者有百

分之六十五，即勾選“總是”者占百分之二十，而百分之四十五為“有時

候”；百分之三十勾選“偶爾”；僅一位表示“不曾”。為了記憶生詞和句

子結構，第八題勾選“總是”使用重複背誦的受試者有一人；勾選“有時

候”者有十人，即百分之五十；七人表示“偶爾”；“不曾”以重複背誦的

方式記憶者有兩人。根據第七題，總是使用母語或其他語言來記憶生詞者有

四人，“有時候”及“偶爾”兩個選項亦各有百分之四十。 

根據資料顯示，第四、六題，常於課外使用所學語言的受試者並不多，

各僅一人，占百分之五，勾選“總是”；勾選“有時候”者，前者占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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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後者為百分之二十五。兩題各有百分之五十五的受試者勾選“偶

爾”；“不曾”各有百分之十與百分之十五。 

在第三題，近半數的受試者，百分之四十五，在使用華語說話的時候

表示害怕犯錯；一位表示“偶爾”會害怕犯錯；百分之十不會因為害怕犯錯

而不開口說；百分之四十表示有時候會因為害怕而不敢說。 

根據第十題，在聽到生詞或不懂的句子時，會寫下記錄者僅有兩人；

四人勾選“有時候”；十人表示“偶爾”；四人勾選“不曾”。 

受試者於課後不常使用所學的生詞。但是會利用教材或找母語者來練

習說話並主動要求他人糾正發音。課文是學習者模擬、構句的主要來源。藉

由使用母語和其他語言，受試者重複背誦生詞和句子結構來幫助記憶。根據

資料顯示，近三分之二的受試者會使用教材、課文內的句子來表達，以期在

與他人說話時減少犯錯的機會，清楚表達。近二分之一的受試者表示會因為

害怕犯錯而不開口說話。 

筆者就問卷第三項的學習策略逐一分析，以瞭解受訪者之看法。根據

問卷調查的分析，大約可歸納了解學習者偏好的課堂活動、學習方式等，以

做為教師教學上的參考。此項目共有十三題，筆者將本質相同者歸納成一

組，共可分成九組。 
 

表四－12 學習策略－口語訓練 

 參加口語練習 話劇表演 大眾演說 

非常有效 20％ 15％ 10％ 

有效 55％ 40％ 45％ 

尚可 20％ 25％ 20％ 

無效 5％ 20％ 25％ 

 100％ 100％ 100％ 

 

由於口語練習、話劇表演以及大眾演說在本質上皆屬於針對口語表達

訓練的方式，故筆者將上述三者合併後以上圖表示。根據所得資料顯示，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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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二十的受試者認為參與口語練習非常有效，這與選擇尚可的人數是相同

的；資料顯示大部分的受試者表示此方法有效；僅百分之五的受試者表示無

效。百分之五十五的受試者認為話劇表演是有效的，且其中有接近百分之二

十八的受試者勾選了非常有效這一攔；百分之二十認為是無效的。大眾演說

的部份，有百分之五十五的受試者認為有效，其中僅二人認為非常有效；百

分之二十五認為無效。百分之二十認為尚可。 
 

表四－13 學習策略－朗讀／聽讀訓練 

 利用教材的CD或MP3 檔案練習聽讀或是大聲朗讀 

選項 百分比 

非常有效 30％ 

有效 55％ 

尚可 15％ 

無效 0％ 

 100％ 

 

利用教材的CD或MP3 檔案練習聽讀或是大聲朗讀，絕大部分的受試

者，超過百分之八十皆認為是有效的，僅百分之十五的受試者勾選尚可這一

項目；並沒有勾選無效者。雖然部份受試者本身並不使用此學習方式，但仍

肯定其對語言掌握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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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4 學習策略示意圖－聽錄音檔 

 於課堂中錄音；課後聽錄音檔 

選項 百分比 

非常有效 0％ 

有效 25％ 

尚可 65％ 

無效 10％ 

 100％ 

 

於課堂中錄音；課後聽錄音檔這一項目，超過半數的受試者勾選了尚

可；四分之一的受試者認為有效；百分之十覺得無效。與前一項目的聽讀不

同之處在於錄音檔為上課課堂的錄音，筆者相信若要從中整理出可供復習的

語料或段落，實為困難。與其將時間利用在找尋可使用的語料，學習者或許

會選擇聽讀課本的 CD 或 MP3 檔案。 
 

表四－15 學習策略－廣播媒體 

 華語節目 新聞廣播 華語歌曲 

非常有效 0％ 0％ 5％ 

有效 30％ 15％ 45％ 

尚可 45％ 45％ 25％ 

無效 25％ 40％ 25％ 

 100％ 100％ 100％ 

 

電視媒體的效用由這一項目不難發現，大概有半數的受試者認為華語

歌曲有助於語言學習；話雖如此，筆者卻擔心學習者在語音聲調上的荒腔走

板，畢竟說話聲調與歌唱不一樣。娛樂消費日益劇增，卡拉OK處處可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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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相信也是間接的誘因。大約百分之六十的受試者保持懷疑的態度，認為

華語節目對其語言學的學習並沒有太大的幫助；百分之四十的受試者認為新

聞廣播對語言學習無效；勾選尚可者也占了百分之四十五之多。這主要的原

因，筆者相信跟所學的詞彙量有著極度密切的關係。沒有掌握足夠的詞彙量

與語法規則，要上了48小時的學習者聽懂新聞廣播或看懂華語節目，似乎過

於吃力。 

 

表四－16 學習策略－做中學  

 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 

選項 百分比 

非常有效 30％ 

有效 45％ 

尚可 25％ 

無效 0％ 

 100％ 

 

超過百分之七十五的受試者認為做中學有利於其語言的學習；語言的

輸出練習與運用有效協助學習者掌握語言。四分之一的受試者認為尚可。此

項目並沒有勾選無效者。擺脫傳統課堂教師的上課方式，即教師在台上一直

說，學習者在台下靜靜聽的模式，學習者偏好以行動、實際的操作實踐來學

習並掌握語言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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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7 學習策略－與母語者做朋友 

 與母語者做朋友   

選項 百分比 

非常有效 0％ 

有效 15％ 

尚可 45％ 

無效 40％ 

 100％ 

 

這一項目，僅有三位受試者表示有效；百分之四十認為無效，勾選尚

可者也占了百分之四十五之多。可說過半數是認為與母語者做朋友對其在華

語學習上並沒有幫助。這或許與多語言社會有相當大的關係。大部分的母語

者皆可選擇使用馬來語或英語作為溝通的語言。這也反映在當學習者對與聽

話人無法了解其所欲表達之事項時，多選擇改用其他語言來表達這一選項

上。 

 

表四－18 學習策略－網路聊天 

網路聊天－使用網路即時通、Skype、ICQ等網路聊天室 

選項 百分比 

非常有效 15％ 

有效 25％ 

尚可 30％ 

無效 3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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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網路即時通、Skype、ICQ等網路聊天室並沒有受到青睞。透過筆

者的訪談，雖然有些學校鼓勵學習者使用網路聊天室，甚至教師也會與學習

者一起使用網路聊天室，以培養並鼓勵學習者多使用華語。筆者認為，此方

法並不適合初級或零起點的學習者，雖然可以練習拼音，卻礙於詞彙量的不

足、拼音打字輸入緩慢等，間接導致學習者在學習上受挫。此外，加上網路

聊天的話題過於廣泛，話題或內容並不一定是在學習課程範圍內的，零起點

的學習者無法以十分有限的詞彙、句式做信息的交流。 

 
表四－19 學習策略－日常對話練習與句式練習 

選項 百分比 

 日常對話練習 句式練習 

非常有效 20％ 25％ 

有效 55％ 45％ 

尚可 25％ 25％ 

無效 0％ 5％ 

 100％ 100％ 

     

    根據表四－19，百分之七十五的受試者認為對話練習是有效的，五人勾

選尚可；並沒有勾選無效者。至於句式練習，百分之七十的受試者持正面的

看法，認為多練習課堂中所教授的句式對於口語有幫助；僅有一位受試者認

為無效。 

從上述的資料我們不難發現，學習者在語言學習過程中，對於犯錯行

為相當抗拒。他們往往為了避免犯錯而選擇避開與他人口說互動的機會；獨

白與個體聽力練習仍是大部份學習者選擇自我提升的管道。在實際的語言實

踐，學習者抱著“少說少錯，不說不錯”的一個心態，非必要場合不使用。 

此問卷調查也顯示了大部分的受試者表示語言輸出的練習有助於語言

學習與掌握。雖然他們本身所使用的學習策略較偏向個體語言訓練，但是在

第三部分，依據個人看法選擇認為有效的學習方式，透露出學習者對互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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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學習、角色扮演等學習活動的肯定。 

語言要不斷的使用、操練，才能掌握運用。為提高學習者的語言輸出

與使用，教師可透過不同的教學活動、課堂練習、課後作業等，鼓勵學習者

多開口說話多練習，培養不怕犯錯的精神。 

結合上述問卷統計與分析的結果，初步瞭解、掌握了學習者的需求，

作為課程設計實踐的參考因素，並以此為教學活動之設計指南。 

 
 

第四節  教師訪談分析  
 

本研究教師訪談以半結構訪談的的方式，設計問題大綱，再依據實際

訪談進度做調整、修正。受訪教師皆為馬來西亞各大專院校之華語文教師，

共計七名。筆者在進行教師訪談時盡量將時間控制以一小時為限，或與受訪

教師另約時間再進行第二次或多次的訪談，以避免打擾受訪教師。訪談主要

為詢問教師對於目前學習者口語能力的看法、課程需求、課程建議等，以作

為本研究課程規劃設計之參考。 

 

一、教師訪談內容整理 

 

筆者依據訪談資料，將彙整、分析後的語料以口語課程需求與建議為

兩大討論事項，並按照此兩項目為訪談內容分析之依據，而非依照實際訪談

內容之順序、時間撰寫，亦不遵照訪談問題擬定之排列順序 。 

 

（一）課程需求  
 

針對語言四種技能，聽、說、讀、寫的排序，大部份的受訪教師認為

聽說較讀寫重要；雖有教師表示四項技能應視為一體，同等重要，但受制於

許多外在現實因素，仍以聽說為主，讀寫為輔。排序方式為聽、說>讀、寫；

聽、說>讀> (寫)；聽>說>讀>寫。受訪教師皆表示聽、說技能在外語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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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重要的，學習者要聽得懂才知道要怎麼說、才能正確反應、回答。 

受訪教師 T02 對於個體聽說讀寫的技能掌握順序，認為學習應強調口

說，因為口語反映個人思考能力；第一階段（第一學期、零起點學習者）教

學重點仍是聽說為主，第二階段（第二學期）開始才以漢字認讀為重點訓練。

受訪教師 T01 任教的單位所提供之華語課程以口說訓練為主，強調學習者

個體口說能力，該課程較注重學習者聽、說的能力甚於書寫能力；漢字只要

求認讀，不一定要會書寫。 

受訪教師 T01：“…他們（學習者）如果到中國或台灣旅遊，只要聽

得懂、看得懂、會問，就可以了；就算是去做生意，他們也不需要自己寫合

約啊！有代書、律師就行了。這也就是為甚麼不強調書寫能力，而選擇聽說

為主了。” 

受訪教師 T06 則認為學習技能是相互關連的，聽說讀寫缺一不可。雖

然書寫漢字對學習者而言相對不易，但卻不可不教，“只教漢語拼音感覺就

少了點兒什麼；漢字很有意思，一定要教”。受訪教師也表示書寫、認讀的

基本功夫還是得靠學習者自己累積的；雖說漢字學習讓學習者倍感吃力，但

對於漢字部件組合學習者是非常感興趣的。 

針對初級學習者學習上所面對的困難與較難掌握的學習難點，受訪教

師皆表示，學習過程中除了漢字的認讀、書寫外，較為顯著的難點為聲調及

母語發音系統缺少的發音，如搓口音、齒擦音等。受訪教師 T06 表示，學

習者在讀、寫能力方面的表現是較聽、說來的好。“寫還不錯；讀，還可以；

聽，他們聽得懂，但是比較慢；說最差，最困難…”受訪教師指出，學習者

口語方面的難點除了分不清楚、無法掌握華語四聲之外，有限的詞彙量也是

造成學習者無法完整表達，口說能力不佳的原因。 

此外，受訪教師 T05 點出了學習者在口語方面所面臨的幾個大問題，

“基礎華語的學生，相信（他們）所面對的問題主要無非是發音和聲調；是

華語的特色也是難點…”。學習者在發音上的困難點主要是因為本身母語中

缺少；如捲舌音、齒搓音等。受訪教師也指出，部份學習者沒辦法分辨b/p；

t/d；in/ing等；顯示了學習者本身的母語發音系統與學習干擾有著密不可分

的關係。再來是聲調的問題，學習者顯著的困難點是第二聲和第三聲。“第

一聲和第四聲大致上沒什麼大問題，就是第二聲和第三聲的問題比較大，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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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學習者）在音高上會有問題，抓不到…”受訪教師 T05 繼續表示，

“…‘爸爸’這個詞要他們（學習者）寫拼音，我發現部分（學習者）寫成

‘papa’…這跟他們說的（指母語發音）太接近了，容易混淆…” 

而學習者在句型架構上，“簡單的句子結構沒問題，可是如果出現了

謂語、補語、狀語等，他們（學習者）就吃不消了…”（受訪教師 T05）。

基本而言，馬來語的基本句型結構與華語相近，屬“S+V+O”排列，但是

“複雜一點的句子他們（學習者）就不行了，亂了…”（受訪教師 Jt06）；

學習者在書寫上常受到母語的影響，而寫出不合語法、語序顛倒的句子。這

主要是因為馬來語裡頭的時間與地點多置於句末。為了幫助學習者更有效掌

握，告訴他們主語、謂語的位置在哪兒，教他們應該怎麼寫，華語的基本語

序或句構都是有效的方式（受訪教師 T01、T04、T05、T06、T07）。華語

句型多變，學習者於教室內所學的，只是眾多句型中的一小部份；然而，根

據上述受訪教師表示，在掌握了大小語序概念這樣的大原則之下，學習者所

犯的語序錯誤的比例也明顯減少了。此外，受訪教師（T06、T01、T05、T03）

也提出詞彙量不足的問題；會話口語的學習主要是訊息的交流；而這是需要

大量詞彙支撐的。 

受訪教師 T03 表示更多的操練與訓練是必要的；學校尚未規劃任何強

調口說技能的課程，但相信應該會慢慢地朝這個方向加強；受訪教師扼腕感

歎，學與用兩者間的落差是目前馬來西亞華語為外語教育的棘手問題。課堂

中的標準教學與實際社會語用的落差常常導致學習者飽受挫折。52 

根據受訪教師 T02 的觀察，學習者學習態度與課堂表現若較為主動、

求知慾強，則多是因為學習者自我意識到語言學習的重要性，學習目的主要

為日後工作需求。受訪教師 T07 也認為大部份的華語學習者是想要將華語

作為其在就業市場上另一項有力的工具。受訪教師 T02、T03 和T07 表示

學習者沒有辦法有效掌握華語，除了語音問題，漢字書寫也是學習者的較無

法掌握的。學習者普遍而言對於漢字的掌握能力偏低；書寫與認讀都較為困

難。由於課時少，人數多，這樣大班制的上課方式，教師很難掌握每一個學

                                                 
52 馬來西亞為多元種族社會，然而，並非所有華裔都只說華語；在自然的情形下，華裔
之間極可能使用彼此熟悉的方言溝通，如北馬、檳城一帶的華裔多操福建話；吉隆坡、

怡保一帶為廣東話；華裔所說的華語或多或少都帶有方言的色彩 



以馬來語為母語學習者之初級華語口語課程設計 

96 

習者學習的狀況；若學習者屬於內向、被動型，則常常會成為被忽略的一群。 

 

 
（二）課程建議  

 

課程規劃設計應由簡到繁、從淺到深。受訪教師們也建議以不同的情

境帶動學習者對於語言的使用與掌握；藉由豐富的教學活動設置吸引學習者

實踐語言。受訪教師也提出應在課程中適當的融入含有本地文化特色的內

容，並汲納中華文化精髓運用在教學上應，提供學習者具有本地色彩的主

題，如：馬來風箏、二十四節令鼓、皮影戲、華人傳統相關之喜慶節日等。

如此一來，學習者不止學習華語，也能更瞭解、認識本地華人，促進交流。

（受訪教師 T01、T04、T05、T06、T07） 

有五位受訪教師表示，對於基礎階段（零起點）的學習者，要求的是

提高學習者的學習興趣並能夠掌握基礎的日常對話；對於中高階段的學習者

則要求以篇章取代情境。 

“…篇章的詞彙量很豐富，有助於學生詞彙的學習…中級程度的學生

應該以篇章的方式來教學”，受訪教師 T05 也建議課程應以語句、語段到

篇章的方式，一步一步加強訓練學習者口語掌握能力。 

部份教師亦提出了專業華語課的概念，根據學習者不同的學習專業領

域，將口語課程綱要區隔開來，使課程更具針對性與專業；語言學習成為學

習者日後工作有力的競爭工具（受訪教師 T01、T04、T06、T07）。 

受訪教師 T06 建議聽說能力的培養訓練可透過角色扮演、小組討論等

方式，以製造更多讓學習者開口說的機會，亦舉例說明語言實驗室中，教師

所可能執行的教學活動，如教師播放CD，學習者根據內容作答；學習者依

據所聽到之短句，必須做出適當的回應等。這些練習活動有利於訓練學習者

的聽力與書寫能力；在有限的時間內做出適當的應對有助於測試學習者對語

言的掌握。 

教師應善加利用課堂實踐有效益之學習活動並協助學習者克服語言學

習障礙。受訪教師 T01 指出部份大學已經將教材、作業也慢慢地趨向於電

子化發展；學習者透過網路，可以直接取得大部分相關課程的作業練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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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不需要再批改紙本作業。受訪教師 T01 也表示考慮引進HSK漢語水平考

試，做為課程整體的評量標準，加上HSK漢語水平考試含有旅遊、貿易等專

業的考試項目，非常符合該校華語課程第三階段後的專業分類。 

對於筆者提出的口語課程，受訪教師表示贊同且認為是可行的。僅一

位教師認為不需要，“目前的華語課其實就已經算是口語課了，不需要（再

另設一門口語課程）了…”，受訪教師 T05 建議，情境對話（Situational 

Dialogue）和協同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可以讓學習者擁有更多的練

習說話機會；縱使大班課課堂活動的進行實有困難，但只要在條件許可的範

圍內，仍建議進行課堂活動。 

受訪教師 T04 建議以生活溝通和任務完成為主；學習者藉由對語言的

掌握，使用華語為媒介以執行、完成日常活動。如此一來，學習者才能夠將

所學與實際語用聯結，例如：打招呼、買東西、到醫院看病、點餐、節慶拜

訪等。此外，也主張四技併行，缺一不可，雖為口語課，其他技能不可缺乏，

惟比重差異而已；建議口語課的理想課時為每星期兩次，每次1－2課時，即

一星期二至四課時（許多受訪教師表示以校方規定為準，上課課時各校皆有

不同，以一星期二到三個課時者為多）。若口語課程執行，亦表示有極高的

意願授課。 

對於口語課程的實施，受訪教師 T02 考慮到了經費、設備、師資等實

際必要層面；受訪者表示師資尤其重要，師資短缺也是目前大部分學校所面

對的窘境。然而也接著表態，若開設該項課程，也表示其授課的意願。 

此外，針對師資來源，部份教師提出了個人的看法。他們認為初級口

語課應該強調語音的掌握，師資把關需要嚴謹，提出了對教師在口語表達能

力的要求。以教師本身的語音掌握為主要的客觀限制條件，認為教師本身的

語言使用應清晰標準，否則將很難對學習者做出相對的要求。對於小班教

學，受訪教師皆認為是理想的授課方式但並非教師能力範圍所能控制的；其

中又受限於空間、人力、財力等林林總總實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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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本章第一節首先介紹了馬來西亞華語文教學的概況，主要針對國立大

學以及其最具特色的雙聯課程和私立華教體系。在對馬來西亞高等教育的華

語文教學有了概略性的瞭解後，進一步探討所提供的華語課課型。各校針對

不同專業的學習者，在課程規劃設計上也略顯不同。普遍而言，皆以強調學

習者溝通能力為主，突現了口語能力掌握的重要性。 

在第二節的問卷調查分析與第三節教師訪談分析中，我們得知口語課

程規劃的需求與相關概念。學習者多選擇華語以做為日後工作上的有力工具

之一；此外，部份受訪教師也指出，學習者也希望藉由學習華語，能夠聽的

懂友人之間的談話，藉以拉近彼此的距離，促進友好關係。 

初級口語課程主要為奠定學習者語言的基礎，協助建立語言的發音系

統、基礎句式運用等。而馬來語為母語的華語學習者對於語音掌握的問題並

非一日之寒，其實際因素又以母語干擾的程度最為顯著。母語本身所缺少的

發聲方式通常都是學習者學習過程中較難掌握的；由於馬來語為國家語言，

大部分友族在溝通時都習慣使用馬來語或英語，因此，在教室外實際使用的

機會相對的不多，真實的語言使用環境不足可能是造成學習者口語能力掌握

偏弱的原因之一。 

基於人力市場競爭力，語言是有力的工具；良好的口語能力也應是必

要的條件之一。從此觀點出發，語言學習課程也慢慢地向口語課型靠攏。目

前華語教學的趨勢已逐漸偏向注重學習者聽、說的能力甚於書寫能力。以往

只強調文法、翻譯等單一的筆頭語言學習方式也將漸漸被淘汰；取而代之的

則是較為注重口頭語言掌握能力的學習方式。學習者實際的語言使用與掌握

已受到關注；“學以致用”是課程規劃的大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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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課程設計 

 

基於第二章的文獻探討與第四章的需求分析，本章節將針對馬來西亞

華語非母語學習者設計初級口語課程。本章內容主要分成三節，第一節為本

口語課程設計之理念；第二節為課程設定，說明課程整體架構以及教學者、

學習者、教材及測驗的定位；第三節主要為課程設計範例，介紹本課程與教

學之目標、一學期之教學重點與單元組織以及一個單班課的教案和評量方

式。 
 

 

第一節  課程大綱設計理念  
 

本研究之課程設計過程中，筆者將依據第二章的文獻探討和第四章的

需求訪談分析，嘗試以學習者的角度出發，擬定此口語課程大綱。根據美國

外語教學目標的中心精神：“Knowing how, when, and why to say what to 

whom”以及其所訂出的五大外語教學目標分別為溝通 (Communication)、

文 化  (Cultures) 、 連 結  (Connections) 、 比 較  (Comparisons) 、 社 區 

(Communities)，簡稱5C，為設計指標。53此外，各專家學者對於個體學習心

理過程的研究分析也是本研究設計的參考指南。以期透過嚴謹的規劃步驟設

計出利於個體學習的教學課程大綱。 

根據行為主義  (behaviorism) 專家學者的研究  (Pavlov, 1849-1936; 

Thorndike, 1874-1949; Skinner, 1904-1990等)，人的行為表現是受刺激反應

的。他們強調制約的行為與改變情景將引導出學習者適當的行為反應。藉由

                                                 
53 外語教學目標標準說明：溝通(Communication)－Communicate in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文化(Cultures)－Gain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Other Cultures；連結
(Connections)－Connect with Other Disciplines and Acquire Information；比較(Comparisons)
－Develop Insight into the Nature of Language and Culture；社區(Communities)－Participate 
in Multilingual Communities at Home & Around the World；詳見附錄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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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許多不同的習慣產生學習行為，並透過獎賞或懲罰的方式來強化或弱化

行為表現。而極端反對行為主義的 A. Maslow (1908-1970) 主張人本主義學

習 (humanistic)，認為學習不是外爍而是內發的，學習是由個體自由選擇

的，教師的任務是設置一個良好的情境供學習者選擇； C. Rogers (1902-1987)

認為個體本身具有求知向上的潛在能力，提供良好的學習情境則學習者便能

夠習得，透學習者自我評鑑，有助於促成個體成為主動、自我負責的學習者；

成功的教學是啟迪學習者，使知識個人化，從而獲得意義。 J.S. Bruner (1977) 

則認為學習情境的結構是有效學習的必要條件。他提出發現學習論 

(Discovery Learning Theory)，認為學習是個體主動參與信息處理並加以組

織、建構、內化吸收的學習歷程；強調個體主動探索所學，從而發現變化原

則或原理，再隨著認知發展的轉變而呈現不同的表徵方式，包括：動作表徵、

形象表徵以及符號表徵。 

彙整上述各專家學者之看法與建議，本研究採折衷之方式，試圖結合

各學習理論於本研究之課程教學。力求塑造一以人本學習為基礎，透過認知

發現學習，以行為取向增強學習的方式，協助個體建立角色自我認同、發展

成為主動、負責且內化知識的學習者。整體課程規劃設計亦參考了 Wiggins 

& McTighe 於 1998年所提出的重理解的課程設計  (Understanding by 

Design，簡稱 UbD)，又稱為逆向設計模式 (Backwards Design)。此設計模

式顧名思義是以學習目標為設計之第一步驟，接著再選擇實踐方式及教學活

動設計。將目標定為培養學習者的理解能力，其整體設計步驟主要有三：54 

1. 確定預期達成之目標 

2. 選擇評鑑驗收學習實踐的方式 

3. 課程規劃與教學活動設計 

 

在第一個階段，確定所要達成的教學或學習目標，考量學習者應該知

道掌握的語言知識，什麼是重要的、必需掌握的。針對此項目，他們也提出

了四大要點作為參考，什麼為課程的核心內容；如何決定核心地位；如何確

                                                 
54 Wiggins & McTighe (1998)：1. Identify desired results 2. Determine acceptable evidence 3. 

Plan learning experiences and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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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內容的掌握以及核心內容如何激發學習者的學習潛能。55 

第二階段為選擇驗收評鑑學習者的具體方式，檢驗學習者對於所學語

言知識的掌握；第三階段為整體教學活動規劃設計，透過什麼樣的活動實踐

能有效協助學習者掌握吸收語言知識、甚麼樣的資源能協助達成所預設之目

標等。 

根據 Wiggins & McTighe (1998)“逆向設計模式也可視為有目的的任

務分析：如何完成一項任務？或者，也可稱之為計畫督導：為有效掌握所學，

甚麼樣的課程和練習是必須的？…與其於每一課的結論給測驗（或依賴書籍

出版商提供的不一定符合或適合評量學習者水平的測驗卷、評量試卷），逆

向設計在一開始就針對所要達成的目標來先進行評量設計著手”。56 

筆者參考了專家學者們所提出的課程設計要素，並參照逆向課程設計

的步驟來進行本課程之規劃設計。先訂定學習者的學習目標與成就，再按照

各個不同的要素進行分析考量。 

 

                                                 
55 根據 Wiggins & McTighe (1998; 10-11)：1. To what extent does the idea, topic, or process 

represent a “big idea” having enduring value beyond the classroom? 2. To what extent does the 
idea, topic, or process reside at the heart of the discipline? 3. To what extent does the idea, topic, 
or process require uncoverage? 4. To what extent does the idea, topic, or process offer potential 
for engaging students? 
56 Wiggins & McTighe (1998; 9) 表示：“Backward design may be thought of as purposeful 

task analysis: Given a task to be accomplished, how do we get there? Or, one might call it 
planned coaching: What kinds of lessons and practices are needed to master key 
performances?…Rather than creating assessments near the conclusion of a unit of study (or 
relying on the tests provided by textbook publishers, which may not completely or 
appropriately assess our standards), backward design calls for us to operationalize our goals or 
standards in terms of assessment evidence as we begin to plan a unit or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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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課程設定  

 

本節將說明本口語課程設計之課型架構，並針對課程設計之教學者、

學習者、教材以及評量方式四大要素進行說明定位。 

 

一、課型架構 
 

口語教學過程中，為求真實，離不開語境的設置。教師透過各種設計

好的語境，讓學習者練習在不同的條件下，進行模擬對話以完成課堂中的任

務。此課程之課型架構採螺旋式課程（Spiraling Curriculum）的方式進行；

由下往上（Bottom-Up）逐步堆砌學習者掌握語言的能力。筆者參考林秀惠

（2005）所提出的教學四大基礎步驟作為本課程設計的規劃藍圖。奠基階段

主要為奠定學習者的華語發音與拼寫能力，為最基礎之能力要求；鞏固階段

為基本的表達與回應能力，對華語句式的概念；強化階段為鞏固所學，對基

本定式應對已能有效掌握；最後階段為衍生課堂所學，奠定基本之社會語用

能力，語言不再只侷限於課堂中，鼓勵學習者將所學帶進日常生活中。課堂

中所提供的情境對話練習為學習者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語言實踐輸出機會。 

本課程設計將根據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框架的相關規定，來作為學習者

最終的能力檢定標準，即學習者應達到基礎運用的能力水平，即能夠使用有

限的詞彙做非常簡單的陳述並能夠反應他人的緩慢而清晰說話。 

徐子亮、吳仁甫等人也指出，教師在設置語境過程中，應該考慮到是

否能讓學習者在固有的模式中延伸、活用所學；除此之外，也需考慮到活動

中交際雙方語言技能訓練的比重，避免僅有一方說而一方聽的語境。他們不

斷強調語境的針對性、明確性，避免學習者因為語境設置過於廣泛而不知從

何說起，教師也難以控制。 

根據吳馥如（2008）以交際溝通為主的中級會話課之研究設計，將課

程主題依功能分為十個單元。57筆者參考此功能單元之排序，配合所選用之

                                                 
57 分別為：招呼與告別、寒暄／問候與回應、請求與回應（接受／拒絕）、感謝與回應、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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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本內容，依序做為教學重點之參照。此外，也參考由馮勝利等主編的《甚

麼時候說甚麼話》，針對不同的主題與情境對象，做不同的表達。這本教材

是依功能為分類單元，每一單元功能又以情境與對象的不同而有所區分；按

難易程度，同一語用功能不同表達方式。功能主題主要為該課課堂活動設計

的方向與主題，活動設計既要符合課文主題又要與功能主題有關。 

 

二、教學設定 
 

構成以課程的最主要要素為教學者、學習者以及教材。筆者在這一節

針對本口語課程設計之教學者、學習者、教材以及評量方式四大要素進行說

明定位。惟有對學習者特性有概括的了解與掌握，才能更有效的選擇適合學

習者的學習活動與教材。 

 

(一)、教學者的角色  
 

教師所扮演的是主導的角色，輔導學習者但並非中心。協助學習者奠

定語言的基礎。對初學者而言，教師深具影響力。如何維持學習者的學習熱

忱、建立學習者的信心、培養不怕犯錯的學習精神等，將是影響學習者繼續

的動力。 

此外，教師應具有母語或接近母語者的語言表達能力。標準的發音是

身為華語文教師基本的要求之一，雖然不必講得滿口「京片子」，但是字的

發音都要能說得清楚，口齒要清晰、發音要標準，並且能針對學生不同的發

音問題、表達的難點等給予適當的指正和建議。教師也應對不同的文化有基

本的了解和包容，畢竟馬來西亞是一個多元文化和多種族的國家，人與人之

間互動應相互尊重。筆者建議，為維持教學品質，校方可以要求華語教師至

                                                                                                                                              
結束對話：非熟人關係、建議與回應、同意與不同意；贊成與反對、抱怨／責備與回應（道歉／

反駁）、後悔與回應（安慰／鼓勵）以及讚美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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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需考獲普通話水平測試二級甲等。58普通話水平測試等級及程度分級描述

如表五－1所示： 

 

表五－1 普通話水平測試等級及程度分級表 

證書等級 分數 應試人的程度 

一級甲等 97-100 
朗讀和自由交談時，語音標準，詞彙、語法

正確無誤，語調自然，表達流暢。 

一級乙等 92-96 

朗讀和自由交談時，語音標準，詞彙、語法

正確無誤，語調自然，表達流暢。偶然有字

音、字調失誤。 

二級甲等 87-91 

朗讀和自由交談時，聲韻調發音基本標準，

語調自然，表達流暢。少數難點音（平翹舌

音、前後鼻尾音、邊鼻音等）有時出現失誤。

詞彙、語法極少有誤。 

二級乙等 80-86 

朗讀和自由交談時，個別調值不准，聲韻母

發音有不到位現象。難點音較多，失誤較多。

方言語調不明顯。有使用方言詞、方言語法

的情況。 

三級甲等 70-79 

朗讀和自由交談時，聲韻調發音失誤較多，

難點音超出常見範圍聲調調值多不准。方言

語調較明顯。詞彙、語法有失誤。 

三級乙等 60-69 

朗讀和自由交談時，聲韻調發音失誤多，方

音特徵突出。方言語調明顯。詞彙、語法失

誤較多。外地人有時聽不懂其談話。 

資料來源：普話水平測試 (PSC) 網站（2009/11/17）；表格整理：孫雪芹 

                                                 
58 根據普通話水平測試的分級，二級甲等為分數介於87－91者；程度需求為： 朗讀和自
由交談時，聲韻調發音基本標準，語調自然，表達流暢。少數難點音（平翹舌音、前後

鼻尾音、邊鼻音等）有時出現失誤。詞彙、語法極少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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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水平測試（PSC）於2009年正式引進馬來西亞。同年五月二十三

日，在馬來西亞舉辦了第一場次的普通話水平測試。這項測試主要是針對母

語者而設計的，測驗的對象主要是教師、大專生、師範院生、在職人士（如

播音員、主持人等）。這項測試亦設有最低參測資格。所有參測者的最低資

格為PMR或初中統考中文及格；或同等中文程度（經測試委員會審查及批

准）。59根據馬來西亞語言規範理事會，此測試目的為測試應試人的在口語

規範表達的程度及語言使用的熟練度。 
 

“…目的是要測查應試人的普通話規範程度、熟練程度，認定期普通話

水平等級，屬於標準參照性考試。普通話水平測試以口試方式進行，並

採用計算機語音採集，計算機輔助評判方式。”（馬來西亞語言規範理

事會，取自網路資料：http://www.pscm.com.my） 
 

普通話水平測驗僅以口試進行，不考書寫；考試主要由四個部份組成，

分別為朗讀單音節字詞、雙音節詞語、短文朗讀以及命題會話；測試要點包

含語音、詞彙和語法；考試時間大約為十五分鐘左右。 

 

表五－2 普通話水平測驗內容 

測試部份 限時 分數 測試內容 

讀單音節字詞100個 3分鐘 10分 
考查應試人聲母、韻母和聲調

的發音。 

讀雙音節詞語50個 3分鐘 20分 

除考查應試人聲、韻、調的發

音外，還要考查上聲變調、兒

化韻和輕聲的讀音。 

400字短文朗讀 4分鐘 30分 

考查應試人使用普通話朗讀

書面材料的能力，重點考查語

音、語流音變、語調等。 

                                                 
59 PMR－Penilaian Menengah Rendah，為馬來西亞初級教育文憑考試，參考第二章第一節
二之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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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說話 3分鐘 40分 

考查應試人在無文字憑借的

情況下說普通話所達到的規

範程度。 

資料來源：普話水平測試 (PSC) 網站（2009/11/17）；表格整理：孫雪芹） 

 

教師在整個教學過程中，也需要協助學習者，培養其積極主動學習的

行為。對於初級或基礎學習者而言，教師除了傳授語言知識，亦扮演者協助

培養學習者正面的學習態度、建立學習者信心的重要角色。 

 

(二)、學習者角色  
 

本課程設計所針對的學習對象為馬來西亞高等教育階段，馬來語為母

語之華語學習者，主要為國立大學的華語學習者。年齡範圍介於18－24歲的

大學生。根據心理學的分析，他們多處於需要自我認同和角色定位的階段。

不難發現，本論文所針對的學習者多處於自律期或道德成規期，在尋求認

可、自我認同的階段。他們需要與另一個人建立信任感並分享他們的生命階

段。對同儕、朋友的關注更勝於來自父母親、家庭。“此期青少年趨於獨立，

生理達到成熟，他們所關心的是他們成為甚麼樣人”（鄭麗玉，2005，頁30）。

教師給予相對的關注，協助學習者融入同儕間的人際脈絡，擴展人際關係。

藉由協同學習與合作，同儕間相互學習，建立良好的學習習慣並促進學習者

身心靈的健康發展。 

學習者為課堂的重心，教師僅是扮演輔助的角色，引領參與課堂教學

活動，讓學習者有更多語言練習實踐的機會。教師培養學習者對個人學習態

度負責的學習心態，要求學習者必需積極主動學習，於課前準備好該堂課所

要涵蓋的內容範圍，如：生詞、課文對話等，無法像傳統教室那樣被動的等

待教師單向給予。教師也應該培養學習者不怕犯錯的學習心態，鼓勵學習者

勇於參與課堂活動，以提高其語言使用輸出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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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材的角色  

 

教材為上課之輔助工具，所提供的是每週上課的課題、範圍以及學習

者課後自習的參考方向。幫助學習者更有系統的整理所學，並運用於實際生

活當中。對於教材選用呂必松 (1996) 提出了他的看法，他提出了六項教材

應注意的原則，分別為實用性原則、交際性原則、知識性原則、趣味性原則、

科學性原則以及針對性原則。 

筆者在選定教材時考慮到教材本身的呈現方式、功能等必須符合學習

者之需求、又須與教學目標、方向一致。由於馬來西亞教授簡體字，故筆者

不考慮台灣教材。在能力所及範圍內取得相關的教材做篩選；在過程中特別

強調著重的有下列幾點： 

1. 教材應以口語教學為重點，情境功能、交際功能皆為要求 

2. 課與課之間應環環相扣且避免過於刻意虛假的語詞，不應過於口

語也別過於咬文嚼字；盡量避免詞彙使用與馬來西亞華人社會有

懸殊差異者； 

3. 課程主題排序符合學習者之實際需求；實用為目的 

4. 使用簡體字與漢語拼音為內容呈現方式；偏好文字在上、拼音在

下的格式； 

 

教材並非只局限在文本的使用，所有學習者可以或可能接觸到的素材

都可成為教材。真實的教材（Authentic materials）或為課程專門設計的教材

(Created materials) 對於語言的學習都是有幫助的。本課程所使用的教材扮

演著多重的角色，是教師的課程大綱、學習者的能力指標、課程的活動範圍、

學習者對語言學習的掌握甚至是學習動機。教材不再局限於傳統的課本、書

面的印刷，預告片、音樂、短片、廣告、宣傳單、漫畫等都可是很好的教材。

根據不同的學習者使用不同的教材，因“材”施教，成年人與青少年或孩童

的教學法不盡然相同。大綱與題材也需符合年齡。教學對象多為青少年，探

討題材需要有吸引力、新鮮感，資訊不可流於老套、落伍、跟不上時代。利

用新瓶裝舊酒，同樣的課題用不同的手法包裝，保持學習者的“學習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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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教師無限的創意將為教學開創更多有助於學習者學習的、有趣的教材。 

筆者參考了能力範圍可取得的教材，筆者最後以馬箭飛主編、北京語

言大學出版社所出版的《漢語口語速成－入門篇》為使用教材。此教材主要

針對零起點和初級學習者，是針對到中國學習華語的留學生所編寫的。而此

系列教材全套共分成入門篇、基礎篇、提高篇、中級篇以及高級篇五本，而

所選用的教材共分成上下兩冊，每冊有十五課，共三十課。是一套以培養學

習者口語交際技能為主的系列教材。教材較注重聽說技能訓練，單元主題、

功能、語言要素等皆與學習者日常生活、學習活動有直接的聯繫。語料選取

及練習形式也力求能體現出真實的會話模式。  

 

(四)、測驗與評量  
 

筆者參考了AP 語言能力分級框架、漢語水平考試（HSK）以及歐洲共

同語言框架來做為測試學習者語言能力的指標。透過使用計分表格（Rubric）

的評分方式測量學習者每一學習階段的語言掌握能力。 

由於初級學習者的口語能力仍鎖定在語音、詞、語句及語段（徐子亮，

吳仁甫，2005；楊惠元，1996；李曉琪，1995），教師可以藉由隨堂測驗、

小組活動、分組表演等的方式，驗收學習者的學習成效。由於目前並沒有針

對初級學習者的口語能力的檢定，筆者建議教師可參考歐洲共同語言框架的

分級標準，做為衡量或評鑑的準繩。 

在實施口語能力檢測時，教師應特別注意時間以及試題的難易度。由

於測試對象為初級零起點的學習者，建議測試內容局限與受試者熟悉的；主

要檢測受試者發音正確度、表達流暢等。教師可參考口語常使用之檢測項

目，如朗讀、回答問題、對話等。教師應提供數個不同試題且盡量不要重複，

以避免受試者相互交流。試題難易度需要統一，給予受試者準備的時間也應

該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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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課程設計範例  
 

這一節，筆者將嘗試設計擬定一個學期之口語課程。針對本研究之學

習者，把範圍訂定為馬來西亞高等教育階段華語為外語的學習者，即就讀於

各大專院校、年齡介於十八至二十三歲者。課程目標為提高學習者生活口語

能力，以期能在目標語社會中以有限的詞彙與他人做簡短的對話。教學目標

為掌握基本的生活對話如打招呼、自我介紹、買東西、詢問交通資訊、邀約、

求助等。透過與學習者生活中緊密相關聯的事物主題做引導，藉由馬來語與

華語的對比以及大量的語言輸出練習協助學習者奠定語言的基礎。 

 
表五－3 課程設計目標 

課程目標 
學習者能與母語者做簡單的華語對話，並能於會話中模

糊了解與所學相關的對話大意。Make a gist about the 

conversations related to the topics learnt 

教學目標 

 學習者能夠藉由母語，即馬來語，與標的語的對比，

揣摩並模仿華語的聲調與發音。 

 學習者能掌握大約300個常用詞彙。 

 學習者能夠掌握數字運用及常用的量詞單位，時間、

價格、數量。 

 學習者能掌握並運用熟記的句式，具簡單對話能力，

如打招呼、自我介紹／介紹朋友、發問問題等。 

 學習者能夠看懂常用、簡單的漢字。 

 學習者對華人文化傳統禮俗有基本的認識。 

 培養學習者養成不怕犯錯的學習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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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級口語課程大綱 
 

本課程為一學期14週、每週三小時之選修課程，共計課時42個小時。

設定排課時間為每星期一、三、五。扣除期中評量及期末評量，實際上課課

時共計36個小時。每班人數限定在20人以內，針對馬來語為母語的華語學習

者。本初級口語課程目標為提高學習者掌握基本的生活對話能力，以期能在

目標語社會中與他人做簡短的對話、提問。所選用之教材為《漢語口語速成

－入門篇》。 

大綱與教學目標如下表所示： 
 

表五－4 初級華語口語課程大綱 

週

次 

四大教

學流程 
單元名稱 教學重點 學習目標 

一 奠基 

第一課、第二課 

你好、你好嗎 

（活動重點：招

呼與告別、寒暄

／問候與回應） 

利用馬來語與華

語的對比，提供學

習 者 揣 摩 的 範

例；學習漢語拼音

發音，並介紹漢語

拼音的書寫方式 

 

培養學習者基本

的打招呼與應答

概念 

［奠基］奠定發

音、基本的打招

呼與應答 

［鞏固］定式操

練 

［強化］大量的

對話練習以加強

掌握 

［衍生］利用不

同的角色與情境

設定，加強掌握

與應用 

二 奠基 

第三課、第四課 

你吃什麼、多少

錢 

（活動重點：請

發音與變調、辨

音；透過馬來語為

範例，讓學習者揣

摩發聲，並掌握基

［奠基］ 

奠 定 發 音 、 聲

調、基本的提問

與應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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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與回應；接受

／拒絕） 

本聽辨能力 

 

數字：0~100、二/

兩的運用 

說、問價錢 

 

培養學習者數量

詞的基本概念與

運用 

［鞏固］ 

定式操練 

［強化］ 

大 量 的 對 話 練

習，加強掌握 

［衍生］ 

利用不同的情境

與角色設定，加

強掌握與應用 

三 奠基 

第五課 

圖書館在哪兒 

（活動重點：感

謝與回應 ） 

 

利用馬來語與華

語漢語拼音相同

的拼寫字詞，藉由

比對讓學習察覺

兩 者 的 不 同 之

處，並協助掌握較

困難的發音點 

 

方位：哪兒、這

兒、那兒 

道歉：對不起，我

不知道 

 

［奠基］ 

奠 定 發 音 、 聲

調、拼音認讀及

基本的提問與應

答 

［鞏固］ 

定式操練，掌握

所學 

［強化］ 

大量的對話練習

活動，加強掌握

與應用 

［延伸］ 

擴展表達範圍 

四 鞏固 

第六課 

我來介紹一下 

（活動重點：開

啟／結束對話：

非熟人關係） 

小測驗（一）：

拼音與應答 

針對送氣音，利用

簡短的繞口令，協

助學習者掌握較

困難的發音及辨

別聲調 

 

培養學習者的語

句能力 

 

小測驗（一）：結

［奠基］ 

利用繞口令，凸

顯馬來語中缺乏

的送氣音，並藉

由大量的練習，

掌握所學 

［鞏固］ 

對話練習活動，

加強掌握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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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所學，學習者應

能掌握發音與基

本應答。 

［強化］ 

利用情境設定，

實踐練習運用 

［延伸］ 

比較並理解文化

差異 

五 鞏固 

第七課 

你身體好嗎 

（建議與回應） 

利用簡短的繞口

令，協助學習者掌

握較困難的舌前

音及辨別聲調 

 

程度副詞的掌握 

培養學習者發問

問題的能力 

［奠基］ 

發問問題的能力 

［鞏固］ 

利用情境設定，

練習並討論，學

習得體運用 

［強化］ 

擴展表達範圍 

［延伸］ 

培養應對能力 

六 鞏固 

第八課 

你是哪國人 

（建議與回應） 

針對捲舌音，利用

馬來語中接近的

發音方式做為學

習 者 揣 摩 的 範

例，並透過繞口令

協助學習者掌握 

 

時間副詞的掌握 

狀語的掌握 

培養學習者發問

問題的能力 

 

［奠基］ 

藉由大量的定式

操練，掌握所學 

［鞏固］ 

利用情境設定，

練習並討論，學

習得體運用 

［強化］ 

擴展表達範圍 

［衍生］ 

培養應對能力 

七 鞏固 
第九課 

你家有幾口人 

（ 同 意 與 不 同

利用馬來語和華

語漢語拼音的對

比，加深學習者對

［奠基］ 

藉由大量的定式

操練，掌握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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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 贊 成 與 反

對 ） 

發音及聲調的掌

握 

 

詢問職業 

語段、聽力訓練；

提高學習者陳述

與提問能力並依

照說話者與聽話

者不同之身分做

出適當的應對 

 

［鞏固］ 

利用情境設定，

練習並討論，學

習得體運用並拓

展表達範圍 

［強化］ 

綜合表達能力 

［衍生］ 

嫻熟的應對 

八  

期中考： 

獨白－介紹你的

家人 

學習者介紹自己

的家人；可以使用

名人的家庭、帶自

己的家庭照，為同

學介紹家人 

 

九 強化 

第十課 

現在幾點 

（ 同 意 與 不 同

意；贊成與反對） 

簡單對比馬來語

及華語語序的不

同，建立學習者基

本華語語序概念 

 

時間運用 

語尾助詞 

培養學習者協商

能力；商量時間 

［奠基］ 

藉由操練，掌握

所學 

［鞏固］ 

利用情境設定，

練習並討論，學

習得體運用 

［強化］ 

綜合表達能力 

［衍生］ 

協商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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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強化 

第十一課 

辦公室在教學樓

的北邊 

（抱怨／責備與

回應；道歉） 

培養學習者對周

圍人或物方位的

敘述、給指示等 

 

凸顯馬來文化與

華 人 文 化 的 異

同，協助學習者瞭

解標的語文化 

［奠基］ 

藉由操練，掌握

所學 

［鞏固］ 

利用情境設定，

練習並討論，學

習得體運用 

［強化］ 

運用所學，從容

應對 

［衍生］ 

展現綜合表達能

力 

十一 強化 

第十二課 

要紅的還是要藍

的 

（抱怨／責備與

回應；道歉／反

駁） 

選擇疑問句 

培養學習者基本

的協商溝通能力 

 

對比部分顏色在

馬來文化中與華

人文化的異同 

［奠基］ 

藉由定式操練，

掌握所學 

［鞏固］ 

利用情境設定，

練習並討論，學

習得體運用 

［強化］ 

能運用所學，從

容應對 

［衍生］ 

提升表達層次 

十二 衍生 

第十三課 

您給我參謀參謀 

（後悔與回應；

安慰／鼓勵） 

小測驗（二）：

應對能力 

如何講價錢 

培養學習者意願

表達能力 

小測驗（二）：應

對能力 

［奠基］ 

藉由操練，掌握

所學 

［鞏固］ 

利用情境設定，

學習得體運用 

［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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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所學，從容

應對 

［衍生］ 

提升表達層次 

十三 衍生 

第14課 

咱們去嚐嚐，好

嗎？ 

（後悔與回應；

安慰／鼓勵） 

介紹中國菜、比較

文化 

 

培養學習者的表

達能力 

［奠基］ 

藉由操練，掌握

所學 

［鞏固］ 

利用情境設定，

練習並討論，學

習得體運用 

［強化］ 

能 嫻 熟 運 用 所

學，從容應對 

［衍生］ 

文化比較與理解 

十四 衍生 

第15課 

去郵局怎麼走 

（建議與回應 ） 

給指示、方向與建

議 

 

培養學習者對事

件陳述、先後順

序、與他人商量、

建議的能力 

［奠基］ 

藉由操練，掌握

所學 

［鞏固］ 

利用情境設定，

學習得體運用 

［強化］ 

能 嫻 熟 運 用 所

學，從容應對 

［衍生］ 

展現表達能力 

十五  
期末考： 

短劇（Skits） 

將 所 學 實 際 運

用，為學期成果驗

收；學習者之聲

學習者由一開始

的寫稿、角色安

排、對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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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語調、詞彙、

流利度等皆為評

分標準 

到當天課堂的佈

置、道具等皆需

一手包辦 

 

 

課程大綱流程基本上每週大同小異，旨在建立系統化之流程。教學目

標與學習目標也依照林秀惠（2005）之四大教學流程為指標，以期盡可能顧

及每一不同類型之學習者。筆者將第一至五課列為［奠基］奠定學習者發音

聲調的基礎以及基本的招呼與回應；第六至九課為［鞏固］，內容與之前類

似，主要為加強學習者之語調掌握與建立語序概念；第十至十二課為［強化

］，提升學習者語用能力；第十三至十五課［衍生］，加強學習者語言實踐

的掌握。每一課又可依上述四個流程細分成不同的內容；每一課時又依四個

教學流程為指標進行教學。值得一提的是教師必須牢記此乃一口語課程，強

調學習者的口說能力，以口語技能訓練為主，而非書寫能力。教師應避免在

課堂中執行過多的書寫練習活動。“文化講解僅在［強化］或［衍生］階段

作為語言教學的輔助，不宜佔用過半的課堂時間，如此才能與一般的文化講

座區隔開來”（吳馥如，2008）。 

每一堂課以林秀惠（2005）所提出的教學四步驟為指標進行教學，將

課時分為四大部份，第一階段為奠基、第二階段為鞏固、第三階段為強化、

第四階段為衍生。針對初級學習者，大略可以介紹課文重點、復習，活絡基

礎，為奠基階段；定式操練，分析歸納為鞏固階段；語用實踐，實作驗證為

強化階段；而以情境、角色設定，反思重組為衍生階段。此課程規劃以大量

口說語言實踐，協助學習者有效掌握所學的語言。強調以得體應對為主，而

非書寫；強調發音、適當的提問與應答以及使用有限的詞彙簡單敘述日常作

息。 

針對學習者發音掌握困難的部分，筆者根據相關的研究（蘇偉妮，

1990；林水檺，1990；何富騰、陳朝義，2007；庄發興、何富騰、何偉智，

2005等），建議透過提供學習者與其母語發音系統相近的範例作為揣摩、參

考的依據，並利用蘇偉妮（1990）所提出的單音節與多音節、華語和馬來語

的比較，協助學習者練習、模仿華語的發音方式。再透過不斷的練習、操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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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學習者對華語聲調、調值的敏感度及部分困難音的掌握，如塞差音、捲

舌音等。同時，根據蘇偉妮（1990）所整理的多音節詞，華語與馬來語各有

部分相同或類似的拼寫方式，但發音卻不盡相同，教師可將之做為教學參

考。在介紹華語發音與聲調時，可以透過對比的方式，協助學習者記憶並掌

握發音方式與聲調辨別。 

本課程學習成果驗收主要分成期中、期末兩個階段。口語課的驗收評

量方式主要是讓學習者有意識地察覺本身所學，並企圖透過“完成任務（考

試）”協助學習者建立自信及提升學習興趣。期中評量方式為獨白，教師提

供數個不同題目給學習者，如介紹朋友、家庭成員、學習華語等與課堂所學

主題緊密相關的題目。值得一提的，這些題目應為學習者可從課本內容或課

堂材料中準備的。提供學習者一個具體的準備的方向，有助於奠定學習者掌

握基本語言基礎的能力，建立學習者的信心。筆者建議，教師可以利用課堂

時間，以隨機抽號的方式，讓學習者在有限的時間內於教室前呈現，如此一

來可以維持學習者的專注力，也可以訓練聽力，以及訓練學習者的台上口語

表達能力。 

期末評量的驗收方式則是要求以短劇的形式呈現；教師將全班分成小

組，每組約四到五人，每一組均有各自的角色和情境，如：早餐店、廣告公

司、補習班招生小組、旅行社、夜市攤販等。每一組的角色都有不同的任務

或問題待解決，學習者得透過討論、協調等方式，選擇最合理的解決方法、

適合的方式呈獻給全班同學。從一開始的寫稿、完稿、校稿學習者都要親力

親為，教師所扮演的僅是諮商的角色。 

除了教師本身之外，學習者也是評審之一。每組以不少過十五分鐘為

限，包括5~10分鐘的問答時間，呈獻內容。學習者之間需要互相合作及充

分的發揮團隊精神，不斷的溝通、討論，才能完美的呈現並完成所安排的任

務。期中、期末的評分方式主要分為：發音、詞彙、語法、流利度以及任務

展現。60這五類以 1－4 的評分方式給分，各項目如下表所示： 
 

                                                 
60 參考資料來源：The Center for Advanced Research on Language Acquisition (CARLA)，表
格相關註釋詳見附錄十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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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5 評分表示意圖 

 發音 流利度 詞彙 語法 任務展現 

1 干擾溝通 無法理解 不當 無法掌握 不完整 

2 尚可 尚可 尚可 尚可 尚可 

3 良好 可理解 恰當 部份掌握 完整 

4 有效溝通 有助理解 豐富 有效掌握 完美呈現 

資料來源：參考 The Center for Advanced Research on Language Acquisition (CARLA); 
（2009/12/02）；12/2/2009; 取自：http://www.carla.umn.edu; 表格整理：孫雪芹) 

 

根據上述的評分表，主要按發音、流利度、詞彙、語法以及整體任務

的展現五個項目來評分；每一項目又按各別能力分四等分，最高為四分，最

低為一分；五項共計滿分為20分。此評分表可做為兩次口語能力驗收的評量

依據。筆者建議讓學習者也參與評分的任務，主要不但可以訓練學習者的聽

力，亦在整個過程中藉由聆聽他人的說話，再予以評分的過程，讓學習者有

意識的察覺語言活動，借鏡他人以內省。然而，由於評分者並非教師只有一

人，教師可以不同的百分比比例平衡每一次的給分成績，如第一次的期中評

量，因為學習者為第一次參與評分，教師可以以3：7的比例評分，即教師評

分占百分之七十，同儕間的評分占百分之三十。到了期末，則可以以1：1

的方式給分。 

 

二、單元課教案範例 

 

礙於篇幅，無法針對課程大綱逐一列出各單元之教案，僅例舉一單元

課教案供參考。此課為第七週第九課：你家有幾口人。主要目的為提高學習

者語段陳述與提問能力，加強發音與語調的掌握，並針對不同的身分做出適

當的回應；著重訓練學習者掌握話語語序與數量詞的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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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6 單元課範例 

教

材

分

析 

    《漢語口語速成－入門篇》為北京語言大學於1999年所出版的

漢語系列教材，以培養學習者口語交際技能為主要教學目的。本教

案所採用之版本為2009年的增訂版。每一課所涉及的詞彙、句型為

日常生活中較常使用的，是培養口語交際技能活動最基本的交際項

目。此系列教材也汲取任務導向教學法、合作學習法、溝通式教學

法等的經驗，力求使學習者能夠有效掌握並運用語言，以實踐最基

本的語言交際活動。每一課皆以漢語拼音和簡體字上下並列的方

式，呈現課文內容，並列出生詞、句法等教學重點。此外，也提供

口說練習活動及書寫練習活動，惟此為口語課之教材，練習以適當

的應對為主，不嚴格規定須以漢字或拼音書寫。課文錄音檔及課題

影片亦為教學資源。 

此系列教材所使用之教材內容皆採取對話形式呈現；〈第九課

－你家有幾口人？〉共由四小部分組成，以詢問、介紹家庭成員貫

穿全文。第一部分以“想不想家？”展開話題，詢問家庭成員人

數；第二部分以詢問工作、職場為主；第三部分則以年齡的說法“多

大年紀／多大？”為主要學習重點；最後一部分則以“幾歲？”對

比之前詢問年齡的說法，讓學習者察覺、比對兩者的相異處。生詞、

語法等皆以簡體中文和英語解釋協助學習者理解；再藉由多元化的

練習活動強化學習者的語言能力。 

認知

層面 
1. 掌握目標詞彙，如職業名稱 

2. 掌握基本的語段陳述及提問技巧 

情意

層面 
3. 參與學習過程中，樂於使用有限的詞彙、句型表達 

4. 與他人互助合作學習 

教

學

目

標 

技能 5. 培養自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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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 6. 能夠語音正確、語調適度地讀講課文 

7. 能夠仿照課文展開對話 

8. 能應用生字新詞簡單介紹家庭成員 

9. 對職稱、工作地點等有基本認識 

10. 加強發音與聲調掌握 

教

師

角

色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為一個主導的角色，但並非課堂教學的中心。

教師協助學習者掌握語言知識，並培養學習者主動學習的行為。透過

設計不同的教學活動與語言比對，讓學習者有大量的語言輸出實踐機

會，也協助學習者在使用語言時，注意並留意到本身實際的語用情

形，訓練及培養學習者自我修訂錯誤的能力及習慣，培養自我負責的

學習心態。語言教學課堂中，教師是輔助，學習者才是教學重心。在

此階段，學習者對自我介紹這一類主題已具有基本的概念，並已掌握

基本提問問題的能力，然而，尚未學習職稱相關的敘述與提問。 

 

時

間

分

配 

3課時，150分鐘； 

第一課時： 

預習考查、引導；講述課文（一、二）－ 透過學習者之間相互對話

的方式進行、語法重點；戶籍調查－你家有幾口人？你父母親做什麼

工作？（活動一）；課本綜合練習1-1（活動二）；發音練習－語音對

比（送氣音）；準備綜合練習1-2 

第二課時： 

講述課文（三、四）、語法重點；角色扮演－你幾歲？多大年紀？

（活動三）；課文歸納；綜合練習1-2 (活動四)；應用練習－（活動

五）；發音練習－繞口令；準備綜合練習2－看圖介紹人物 

第三課時： 

綜合練習2－看圖介紹人物之作業（活動六）；收取相關作業；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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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練習－（活動七）；學習效果驗收；下一單元預習指導 

教學

目標 

能夠理解並掌握本課之相關詞彙與職業名稱 

語音正確、語調適度的講讀課文或說話 

設計

理念 

藉由不斷的複誦、實踐操練句型，協助學習者掌握本課

語言點並過渡到長期記憶 

能力

指標 

透過互動的口語和聽力訓練，掌握目標詞彙和句型 

能夠使用有限的詞彙句型，簡單介紹家庭成員的職業 

加強送氣音的掌握 

活動說明 教學對象 

預習考查、引導：（約二~三分鐘） 

A. 詢問學習者是否與家人住一起？想

不想家？ 

B. 多久回家一次？甚麼時候回家？ 

C. 使用生詞討論、發表 

D. 詢問家庭背景，你有幾個兄弟姊妹？

引導學習者進入課文 

 

教師： 

ex. 誰住宿舍？ 

ex. 多久回家一次？ 

ex. 想 不 想 爸 爸 媽

媽？想家嗎？ 

學習者： 

根據教師提問，發表

經驗與看法 

教

學

活

動 

第

一

課

時 

講述課文（一、二） 

課文內容：（約八~十分鐘） 

透過學習者之間相互對話的方式進行 

課文（一） 

小葉：直美，你想不想家？ 

直美：當然想。 

小葉：你家有幾口人？ 

教師： 

ex. 你家有幾口人？ 

ex. 你有幾個兄弟姊

妹？ 

ex. 你是獨生女嗎？ 

ex. 你是獨生子嗎？ 

教師引導提問幾個問

題後，讓學習者朗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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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美：我家有五口人。 

小葉：你家有甚麼人？ 

直美：爸爸、媽媽、兩個哥哥和我。你

有沒有兄弟姊妹？ 

小葉：我沒有兄弟姊妹，我是獨生女。 

課文（二）： 

小葉：你父親在哪兒工作？ 

直美：他在醫院工作，他是醫生。 

小葉：你母親呢？ 

直美：她不工作。 

小葉：兩個哥哥做什麼工作？直美：他

們都是公司職員。你是做什麼工

作的？ 

小葉：我是記者，這是我的名片。 

課文以加深對課文的

印象，並練習發音；

以小葉和直美兩個人

物為主，將全班分成

兩組進行 

學習者：  

學習者已於事先預習

課文內容，能夠回答

教師的提問；對課文

內容有基本概念；朗

讀課文以掌握內容重

點；模仿練習發問問

題 

 

 
 

語法重點：（約八~十分鐘） 

1. 幾口人？ 

請問直美家有幾口人？ 

請問你有幾個兄弟姊妹？ 

對比馬來語與華語量詞的異同:  

 你有幾個兄弟姊妹？ 
  Kamu ada berapa orang adik-beradik? 

   你  有   幾   人    兄弟姊妹 

 

2. 做什麼工作？ 

請問直美的媽媽做什麼工作？ 

請問小葉做什麼工作？ 

教師： 

根據課文內容提問問

題，藉由提問，引起

學習者的注意，並透

過大量的句式操練，

協助學習者掌握課文

重點 

ex. 小 葉 家 有幾口

人？ 

ex. 直美有幾個兄弟

姊妹？ 

ex. 直美的大哥做什

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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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 直美的二哥是記

者嗎？ 

ex. 小 葉 做 什 麼 工

作？ 

ex. 誰 的 爸 爸 是 醫

生？ 

學習者：  

學 習 者 除 了 回 答 問

題，也藉由彼此間的

相互提問與回答，學

習、掌握並模仿運用

語言 

 

 
 

活動一：（約八~十分鐘） 

戶籍調查－ How many siblings do 

you have? 

基本語法點掌握；引導學習者掌握課

文重點，透過小型活動，給予學習者

更多語言輸出的機會 

此活動包含兩部分，即學習者家庭成

員人數以及父母親的職業；建議採順

時針與逆時針的方式分開進行 

範例： 

A:你家有幾口人？ 

B:我家有3口人。 

A:你家有三口人；他家有4口人（上一

位學習者）；我家有六口人。 

教師： 

將全班分成約五~八

人 的 小 組 ； 藉 由 提

問，引起學習者的注

意，並透過大量的句

式操練，協助學習者

掌握課文重點 

學習者：  

除了得說出本身家庭

成員人數外，學習者

還得複述上一位及下

一位學習者之家庭成

員人數、父母親的職

業 等 。 透 過 定 式 操

練，掌握並模仿運用

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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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結束後，教師亦可以簡單詢問、

統計家庭人數或父母親的職業。 

 

 

活動二：（約八~十分鐘） 

課本綜合練習1-1－組織會話 

根據所提供的材料（如圖五－1），讓

學習者以小組方式，透過合作學習，

組織一個簡短的會話。 

介紹並說明「職業」和「職位」的不

同，如同會話材料所示；搭配介紹「從

事」以及「擔任」兩個詞 

 

教師： 

藉由同儕合作，討論

學習以完成任務，並

引起學習者對「職業

」和「職位」的注意 

學習者：  

使用有限的詞彙、句

型，模仿課文內容組

織簡短的會話；藉由

語言的輸出運用，理

解並掌握語言 

 

 
 

發音練習：（約五~八分鐘） 

語音對比（送氣音）： 

對比馬來語與華語相同拼音之多音節

字詞，如表五－7； 

凸顯華語之送氣音、聲調 

發音練習繞口令： 

1. 哥哥喜歡嗑瓜子 

2. 那兒有四十四隻石獅子 

 

 

教師： 

提 供 一 個 揣 摩 的 對

象，協助學習者有意

識的察覺華語與馬來

語發音的異同；藉以

刺激、提醒，使學習

者能夠自我提醒、注

意進而糾正 

學習者：  

使用有限的詞彙、句

型，模仿課文內容組

織簡短的會話；藉由

語言的輸出運用，理



第五章 課程設計 

 

125 

解並掌握語言 

 

 

作業：準備綜合練習1-2 藉由復習、預習，以

培養學習者主動的自

我學習態度 

 

教學

目標 

掌握基本的語段陳述及提問技巧 

語音正確、語調適度的講讀課文或說話 

設計

理念 

透過反覆的句式操練、語言輸出練習活動，掌握課文內

容 

能力

指標 

能夠仿照課文展開對話 

使用有限的詞彙句型，進行簡單基礎的口頭交際活動 

加強語音掌握 

 

第

二

課

時 

講述課文（三、四） 

課文內容：（約五~八分鐘） 

透過學習者之間相互對話的方式進行 

課文（三）： 

小葉：你父母親今年多大年紀？ 

直美：我父親今年六十歲，我母親今

年五十八。 

小葉：你哥哥今年多大？ 

直美：大哥三十二，二哥二十九。 

小葉：你呢？ 

直美：這是祕密。 

 

課文（四）： 

教師： 

將全班分成兩組進行

課文朗讀；根據課文內

容，提問問題 

 

學習者：  

回答教師的提問；掌握

內容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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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葉：這是誰的孩子？ 

直美：這是我大哥的兒子。 

小葉：今年幾歲？ 

直美：今年五歲。 

小葉：這孩子真可愛。 

  

 
語法重點：（約五~八分鐘） 

1. 多大？幾歲？ 

請問直美的爸爸多大年紀？ 

請問小葉多大？ 

請問直美哥哥的小孩幾歲？ 

2. 真可愛 

小葉的媽媽漂亮極了！（已於第

六課學過） 

那個小孩真可愛！ 

直美的哥哥真帥！ 

 

教師： 

根據課文內容提問問

題，藉由提問刺激學習

者的注意力，並透過句

式操練，協助掌握重點 

ex. 直美的二哥多大？ 

ex. 直美今年幾歲？ 

ex. 你 們 猜 直 美 幾

歲 ？ 

ex. 你們覺得晚上的雙

峰塔怎麼樣？ 

ex. 你們覺得他（某同

學）怎麼樣？ 

學習者： 

模仿課文，並運用定式

句型發問問題 

 

 活動三：（約五~八分鐘） 

角色扮演－你幾歲？多大年紀？ 

這是我的名片，請多多指教。 

教師： 

提供學習者情境，藉由

角色扮演以及語言的

輸出實踐，協助掌握運

用 

學習者： 

模仿課文，並運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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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詞彙和所學的定式

句型，進行簡單基礎的

口頭交際活動 

 活動四：（約八~十分鐘） 

綜合練習1-2－組織會話 

相關活動之材料如圖五－2所示，學

習者 

教師： 

將學習者分成小組進

行討論，以完成任務；

在旁輔導，並協助學習

者以揣摩課文內容的

方式組織會話 

學習者：  

經由討論及揣摩課文

內容，並使用有限的詞

彙、句型，組織會話 

 

 

 活動五：（約八~十分鐘） 

角色扮演－我來介紹介紹。 

根據不同的情境及對象，做出適當的

回應；結合之前所學，做練習。 

活動內容如表五－8所示 

教師： 

將學習者分成二至三

人的小組；提供不同的

情境及角色，協助實踐

語言的輸出，進行簡單

基 礎 的 口 頭 交 際 活

動；培養語段陳述與提

問能力 

學習者： 

依據不同的情境及說

話對象，模仿課文內

容，並運用有限的詞彙

和所學的定式句型，做

出適當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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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音練習－繞口令：（約五~八分鐘） 

1. 哥哥喜歡嗑瓜子（復習） 

2. 那兒有四十四隻石獅子（復習） 

3. 一出南門走六步，遇見六叔和六

舅；好六叔，好六舅，借給我六

斗六升好綠豆；到了秋，收了

豆，再還六叔六舅六斗六升好綠

豆。（國音教材，163頁） 

 

教師： 

協助學習者有意識的

學習並掌握發音；培養

學習者自我糾正 

學習者：  

透過語言輸出練習，掌

握較難的發音 

 

 準備綜合練習2－看圖介紹人物  

教學

目標 

能夠掌握目標詞彙、句型的使用，展開話題，並進行基

礎的口頭交際活動 

設計

理念 

透過活動練習，實際運用所學，藉由不斷的反覆使用目

標語言，協助學習者理解並掌握 

能力

指標 

能夠仿照課文展開對話 

掌握語段陳述及提問技巧 

活動六：（約五~十分鐘） 

綜合練習2－看圖介紹人物之作業 

教師隨意抽點，並要求學習者朗讀

（任一）已準備好之作業，同時，抽

點其他學習者並根據敘述發問問題 

活動結束後，教師收取相關作業 

教師： 

適時的給予回饋並協

助學習者有效掌握 

學習者：  

使用有限的詞彙、句

型，模仿課文內容組織

一段短文；藉由語言的

輸出運用，理解並掌握

語言 

 

 

第

三

課

時 

活動七：（約八~十分鐘）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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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tree 家庭樹（人際網路圖） 

綜合練習；班級活動 

 

將學習者分成小組，以

提問、回答，實踐語言

的方式完成任務；輔

導，並協助學習者完成

任務 

學習者：  

藉由實際的語言輸出

活動，使用所學的詞

彙、句式，提問及回

答，理解掌握完成任務 

 

學習效果驗收（約二十五~三十分鐘） 

聽短文選取正確的答案（約十分鐘） 

此為聽力練習，以訓練學習者的聽力

和理解能力為目的；要適當的做出合

理的應對，學習者必需能瞭解、聽得

懂說話者所要表達的。聽力練習單如

表五－9 所示。 

口頭成段表達（約十五~二十分鐘） 

結合之前所學，做一綜合練習；驗收

方式與方向採取期中評量的模式，教

師隨機抽號，學習者到教室前做簡短

的介紹；協助學習者建立測驗評量所

採取的模式 

教師： 

驗收學習成果；協助學

習者有意識的學習；藉

由聽力練習，培養聽力

理解與適當應對的能

力；培養學習者成段表

達能力 

學習者：  

學習成果驗收，聽力練

習；使用有限的詞彙、

句型，成段輸出，理解

並掌握語言 

 

  

下一單元預習指導  

 

 

本單元課所涉及的內容較為個人，然而這卻也是華人社會中較常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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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師可藉由比較的方式讓學習者瞭解華人文化和馬來文化兩者的不同。

此外，也可延伸結合之前所學，將重點放在如何詢問數量，如幾個麵包、幾

瓶礦泉水、幾本書等。做什麼工作？喜歡什麼？有助於展開話題，雖然後者

的範圍稍嫌廣泛，但筆者認為學習者應對於這一類的話題詢問方式有基本的

認識與掌握；打招呼、寒暄也是日常生活中常遇到情境。 

在發音練習方面，惟有透過模仿、不斷的練習才能有效掌握。由於馬

來語為拉丁拼音書寫語言，其中有部分的多音字詞書寫拼音方式與漢語拼音

相同。筆者建議以透過對比的方式，凸顯兩者間的異同之處，藉由提供學習

者一個揣摩的對象，協助學習者有意識的察覺並比較華語與馬來語部分發音

的異同，以有效地掌握對其而言較難的發音與聲調。筆者根據蘇偉妮（1990）

所做的研究，整理了八組多音節字詞的比對，如表五－7所示： 
 

表五－7 華語與馬來語多音節字詞 

華語 馬來語 

安靜 ānjìng anjing 狗 

巴望 bāwàng bawang 洋蔥 

筆記 bĭjì biji 種子／粒 

比如 bĭrú biru 藍色 

海灣 hăiwān haiwan 動物 

既然 jìrán jiran 鄰居 

瓦斯 wăsī wasi 遺囑執行人 

資料來源：蘇偉妮（1990；252－253）；表格整理：孫雪芹 

 

值得一提的，由上表所示，最後一組的發音為學習者較易混淆的。馬

來語“si”的發音為漢語拼音的“xi”。而繞口令的部分也針對“iu”、

“uo”、“ou”等較易混淆的部分，加強練習；也針對這一點，特別以這樣

的方式提醒學習者；主要的繞口令為：哥哥喜歡嗑瓜子、那兒有四十四隻石

獅子、一出南門走六步，遇見六叔和六舅；好六叔，好六舅，借給我六斗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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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好綠豆；到了秋，收了豆，再還六叔六舅六斗六升好綠豆。 

教師可透過課堂活動，讓學習者有更多語言輸出的機會，這也是口語

課所強調的、與傳統語言課不同之處，書寫能力並非課堂重點，不建議在課

堂中讓學習者做筆頭練習；教師需在有限的時間給予學習者最大可能的語言

實踐機會。教學活動圍繞課文主題發展，當學習者掌握課文語言重點後，衍

生並與之前所學結合，讓學習連貫，有助於協助學習者學習記憶。本單元課

的教學活動主要分為下列七項： 

 

活動一：（約八~十分鐘） 

戶籍調查活動為引導學習者掌握課文重點，透過小型活動，給予學習

者更多語言輸出的機會。此活動以小組進行。筆者建議將此活動分成兩部分

進行，教師須注意學習者參與的情形，盡量使學習者的語言輸出練習活動分

配更為平均。此活動除了練習課文語法點，也訓練學習者數字記憶與複誦；

希望透過從短期記憶庫中的提取與輸出練習，協助學習者將語言知識過渡至

長期記憶。 

 

活動二：（約五~八分鐘） 

課本綜合活動1-1，組織會話。利用小組活動協助學習者掌握語言學習

重點。根據所提供的材料，學習者相互討論以完成一段對話。教師隨機抽點

並要求學習者演出所完成的對話活動。課本綜合練習如圖五－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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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1 綜合練習1-1－組織會話 
資料來源：《漢語口語速成－入門篇》，頁77 

 

 

活動三：（約八~十分鐘） 

活動三主要以教師給予學習者一個情境，藉由不同的身分扮演，以交

換名片的方式，介紹自己、展開話題、認識新朋友等；活動情境可以為：全

班出席晚宴，部分可為結伴同行或單獨前往者；活動要求互換名片，一個人

僅有兩張。活動結束後，學習者得介紹所認識的新朋友。 

 

 

活動四：（約八~十分鐘） 

與活動二相同，藉由所提供之材料，組織會話；根據課本綜合練習1-2，

學習者以小組，兩人一組的方式，討論、組織對話，並藉由協同學習的方式，

掌握相關語言知識。相關活動之材料如圖五－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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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2 綜合練習1-2－組織會話 
資料來源：《漢語口語速成－入門篇》，頁78 

 

 

活動五：（約十~十五分鐘） 

同為角色扮演，此活動參考 Yalden (1987，191)，以角色扮演的活動讓

學習者練習如何自我介紹、介紹他人，培養學習者語段陳述與提問能力並針

對不同的身分做出適當的回應。每一組為二至三人，教師提供每組不同之情

境，活動內容參考如表五－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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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8 活動表－我來介紹介紹 

1. 你和你的媽媽－你遇到了你的朋友（在夜市、餐廳） 

2. 你和你的朋友－你遇到了另外一位朋友（在宿舍、在商店） 

3. 你和你的朋友－你遇到了你的老師（在學校、在夜市） 

4. 你和你的另一半－你遇到了你的老闆（在餐廳、在書店） 

5. 你和你的朋友－你遇到了你的祖父 （在商店、在醫院 ） 

6. 你和你的兒子／女兒－你遇到了你的同事（在商店、在書店） 

參考資料來源：Yalden (1987; 191)；表格整理、翻譯：孫雪芹 

 

活動三主要為綜合所學於實際語用。學習者組成二至三人之小組。每

一個學習者選擇或分配一個或多個情境。每一個情境當中，將由一位負責介

紹另外兩位“陌生人”。他們必須依對象、情境做出適當的回應，每一位學

習者皆需至少發問一個問題；教師則隨機抽樣詢問、校正。所有情境的設置

皆為之前所學，與之前的課文內容、語法重點相互呼應。 

 

活動六：（約十~十五分鐘） 

建議教師讓學習者有足夠的時間準備，但並非利用課堂時間。學習者

須於課前準備好，再以作業的方式繳交。除了本課的生詞、句型外，學習者

必需使用所提供的詞彙及句型，如：常常、喜歡…也喜歡、在（哪裡）…(做

什麼)等。透過書寫敘述的方式，可呈現出學習者的思考脈絡，教師亦可藉

此觀察學習者的語言掌握能力。此活動亦可先採取小組討論的方式進行，讓

學習者相互參考、校訂彼此的作業，再隨意抽點學習者朗讀已準備好之作

業，並請其他學習者發問問題。綜合練習相關人物介紹如圖五－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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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3 綜合練習2－組織會話 
資料來源：《漢語口語速成－入門篇》，頁78 

 

 

活動七：（約十~十五分鐘） 

活動七的家庭樹為一個全班的大型活動。若學習者人數過多，教師可

以視班級規模來決定，是否需要將學習者分成兩組進行。若活動設計多於一

個家庭，則此活動亦可命名為人際網路圖，即兩個（或兩個以上）家庭之間

的成員彼此認識，或許為教師與學生、老闆與員工或同事等關係；盡量使活

動成員彼此之間有所聯繫。學習者透過提問問題，取得相關訊息以完成繪製

家庭樹的任務，並將家庭樹繪製於黑板。每位學生的角色皆不同，教師在紙

條上僅註明年齡、職稱或兄弟姊妹人數等資訊。 

 

針對本課的驗收方式，為培養學習者自學，並提高學習者聽力及語段

輸出、發音準確的能力，筆者建議教師仿照課文中的第三項練習，給予聽力

以及口語獨白表達（或繞口令）兩項測試。讓學習者聽一小段敘述，並根據

敘述選擇適當的答案，如表五－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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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9 活動表－聽力理解 

聽一段敘述並選出最適當的答案。（下列段落並不會出現於卷內） 

 

我是王朋，今年十歲。王靚是我姊姊，今年十二歲。王敏是我的妹

妹，她非常可愛。我沒有弟弟，也沒有哥哥。我的爸爸今年四十歲，媽

媽三十七。爸爸是大學老師；媽媽是公司職員。媽媽和姊姊喜歡吃餃子，

爸爸和妹妹不喜歡，他們喜歡吃麵條。我們都喜歡看電影。我們現在要

去看電影了。再見！ 

 

1. 王朋家有幾口人？ 

a. 四口人     b. 五口人    c. 七口人 

2. 王朋今年幾歲？ 

a. 四歲     b. 七歲    c. 十歲 

3. 王朋的媽媽是做什麼工作的？ 

a. 老師     b. 售貨員    c. 職員 

4. 王朋家有甚麼人？ 

a. 爸爸、媽媽、姊姊、妹妹和他 

b. 爸爸、媽媽、姊姊、哥哥、弟弟和他 

c. 爸爸、媽媽、兩個姊姊和他 

5. 他們現在要去哪裡？ 

a. 吃飯      b. 看電影    c. 學校 

 

 

此外，也可採取獨白的方式，讓學習者使用本課之語法及生詞，並結

合之前所學，做簡短的介紹；繞口令（三）亦可為選項之一。建議教師以提

供圖片的方式，讓學習者針對圖片中的人物做簡單的講述並提供相關的訊

息。此驗收方式與方向採取期中評量的模式，教師隨機抽號，學習者到教室

前做簡短的介紹；協助學習者建立期中測驗評量所採取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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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本章確立了課程之教學目標與教學原則，並選定了教學主題和內容大

綱。針對教學對象程度雖然設限，然而教師仍需在實際的實踐操作過程中依

教學對象的實際語言程度做出適當程度的調整，以符合學習者可接收的程

度。此外亦提供學習者有效的學習策略示範。學習者可透過自我評量，發覺

自身的學習方式，再加以擴展以發揮最大效能。 

課程教學過程，學習者需自我管理，承擔學習責任。與傳統教學不同

的，課堂不再是單向傳授知識的殿堂，而是學習者與教師合作的舞台。學習

者大量的語言實踐輸出是本課程的特點與嘗試，在尋求有效提高學習者學習

效益的同時，改變教學舊有固定模式。 

除了上述所提，蔡整瑩 (2008) 認為課後作業也是教學很重要得一部

分，有助於聯繫學習者於課堂所學與實際運用，由短期記憶到長期記憶的重

要一環。作業是學習者自我檢視、復習、鞏固的一座橋梁。教材的使用除了

課本之外，課後作業亦扮演重要的角色。筆者同意蔡整瑩的觀點，認為課前

預習、課後復習或練習對於初級階段的學習者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口語教學過程當中，又以需要學習者大量參與課堂活動，並以情境為

主要教學法。若學習者於課前並沒有預習的習慣，將容易導致學習動機低

弱，信心受損。除了課堂中所使用的課本，作業也成了另一類型的教材，在

教學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藉由完成作業，學習者將達成預習、復習及

練習的目的。除了能夠有效提高學習者的理解與掌握能力，也能提高他們參

與課堂活動的意願，也因此間接的建立了學習者的自信心、提高學習動機及

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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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分成三個部份，第一節為本研究之結論，根據所蒐集和分析之資

料，於研究過程中所完成之研究結果；第二節為本研究之限制，提出研究過

程進行中所面對之問題和研究限制與困境；以及第三節表述本研究仍須探討

之方向及對未來研究發展的建議，以作為日後研究發展之參考。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主要針對以馬來語為母語之華語學習者為課程設計對象。在研

究進行過程中，針對以研究對象探討第二語言學習與口語教學相關的原則與

理論，再透過問卷調查與教師訪談以瞭解學習者之實際需求，確定教學目標

以及內容範圍，最後，依據分析結果，結合教學設計模式以及馬來語為母語

學習者特徵，進行課程規劃設計。 

本節將針對口語課程設計、口語教學、評量以及教師及教材的角色幾

個面向逐一歸納探討。 

 

一、口語課程設計 

 

在馬來西亞高等教育階段，華語課被列入外國語言課程教授。學習者

所處的環境並非為標的語言環境，卻又不屬於無標的語言環境；而學習者本

身的學習動機主要將華語學習視為日後在職場中的有力工具；當然也有部分

學習者只要求能夠說出簡單的句子，在與朋友溝通時，能聽的懂，說上一兩

句的學習心態。由於課程均沒有統一固定的課程綱要，教學內容需結合實際

的生活經驗，引發學習者興趣。 

口語課的重點是加強學習者口頭表達的能力，課程設計規劃主要就是

提供學習者大量使用語言的機會而非傳統教室中的教師講課、學生聽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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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朗讀、學生跟讀複誦。本口語課程設計依據情境教學原則以及 ACTFL 的 

5C 語言課程大綱，訓練學習者能夠經由對句式、應對等的記憶，達到基本

對話能力，將語言學習與生活結合，融入大量不同的情境，讓學習者可以藉

此實踐真實且具有意義的學習，將課堂學習實踐於實際生活中 

 

二、口語教學 

 

語言的學習要透過不斷的練習、大膽嘗試使用，才能有效地掌握語言

能力。然而，從分析結果發現，研究對象對於華語學習的主動性不足，除了

課堂的活動外，很少於課後主動學習。本研究課程設計中大量的課堂活動之

目的，無非就是增加學習者使用語言的機會。藉由大量的操練以及情境活動

練習使學習者達到自然運用語言的目的。 

學習者本身的發音系統實為其學習優點，雖仍有部份發音困難之處，

但相信通過有系統的語音訓練，必能迅速掌握。藉由語言的對比、大量的語

言操練以及進行真實的情境活動練習，可以協助學習者有效掌握語言。教學

者應將多語言文化環境轉為學習優勢，培養學習者不恥下問、勇於嘗試的學

習精神；對不同文化的瞭解，將間接促進種族和諧，相互包容。 

 

三、評量 

 

測驗評量作為檢視課程與學習效果之工具，然而，學習者卻很可能本

末倒置，將學習重心放在通過測驗，而非語言掌握。教師應該避免學習者將

學習重點放在結果上。筆者建議讓學習者做自我評量檢測；針對學習成效做

評估，讓學習者有意識察覺本身所學，藉由任務達成建立本身的自信及提升

學習興趣。口語課的測驗評量應以得體應對為主，而非書寫。初級階段仍強

調發音清晰、適當的提問與應答、使用有限的詞彙簡單敘述日常作息；越接

近學期末則應強調成句成段的表達，以便能有效銜接下一階段。當然，學習

者也理當以匿名的方式對教師上課的方式、教學流程等做回饋；教師應針對

回饋內容做調整檢視，以改善教學缺失與課程之不足。評估不再只是單項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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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習者，教學者及課程也應有效地被評估。藉由學習者能力測驗，檢討教

學及課程的不足；通過教師評鑑，掌握實際教學癥結點再進行修改校正。沒

有絕對完美的課程，但可憑藉自我的反思、檢討、內省，使之趨於理想，貼

近學習者實際需求。 

 

四、教師及教材的角色 

 

教師為教學的主導者，可是並不是教室課堂的中心。教師主導一切教

學活動，但以學習者為中心出發。筆者建議教學者可以在教學過程中，提供

學習者不同的學習方法供參考，以找出合適之方法，有效提高學習效益。而

學習者所採用的學習方式亦無所謂有效或無效，惟針對個體而言適合或不適

合。教師也不可忽略不同類型學習者之學習需求，活動計劃過程中，應考慮

針對不同類型的學習者做出適當的調配。此外，教師也扮演著引導學習者自

我學習的角色，協助學習者提升自信並增加競爭力，同時培養他們良好的價

值觀。 

由於語言文化的差異，加上並非每一種教材皆適用於所有學習者。應

針對學習者之文化特色來設計符合的教材；學習社會環境也應列入考量範圍

之一，學習者在母語環境或在標的語國家學習使用之教材也應有所區別。筆

者認為，若針對學習者母語環境或國內而設計之教材，應適當的融入當地文

化特色，如名字、旅遊勝地、飲食文化等；若為標的語言國家，則相對的提

高標的語言的文化特色比例。同時，建議使用學習者之母語作為教材單一對

照語言，以降低語言形式的干擾，讓學習者更貼近學習目標語言。此外，也

應考慮學習者的語言程度，針對各不同等級設定教材的語言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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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  
 

基於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以及各主觀條件掌握的困難，本研究在資料蒐

集、統整、分析及設計上仍面對不少阻礙。試陳述如下： 

一、 限於時間、人力、財力等因素，無法進一步擴大相關的資料蒐

集與訪談實為本研究之缺憾 

二、 口語課程設計之相關研究發展日益蓬勃，教學領域涵蓋甚廣，

礙於時間與篇幅，遺珠之憾在所難免 

三、 針對馬來西亞馬來語為母語華語學習者之研究資料稍嫌不足，

亦不夠全面；本研究所採訪、蒐集、分析之資料僅為冰山一角，

難免有失偏頗之處 

四、 教材來源困難，因財力、人力等因素限制，無法進行全面完整

的蒐集、分析；僅以筆者能力範圍所能取得之教材為參考，其中

必有疏失 

五、 本課程設計最後之規劃未能具體付諸實際教學運用，故無法進

行相關之評鑑，其中之缺漏，實為本研究之遺憾。 
 

 

第三節  後續研究與未來研究發展之建議  
 

有感於馬來西亞非華裔華語文教育相關方面訊息的不足，進而選擇針

對馬來語為母語之華語學習者做為研究對象；顧及實際語用因素，而將口語

課做為研究範圍；是故，選擇了以馬來語為母語者初級口語課之課程設計為

研究範疇。 

馬來西亞的多元文化與教育體制，實為一大特色。對於馬來西亞獨立

中學及華裔華文教育發展之相關研究資料為數不少，然而，針對非華裔之華

語文教學、教材教法、課程設計安排等仍有許多空白待填補之處。日後若有

志選擇以馬來西亞非華裔華語口語教學為相關研究的之研究者，建議參考本

研究之資料蒐集與設計概念以為基礎，繼續擴充發展及改良以期符合實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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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要建議的研究方向有： 

一、 本研究課程設計僅針對初級口語課程，尚不能稱之為有系統之

語言專業技能培訓，應繼續發展中級、高級等以語段、語篇為

主的口語課程 

二、 針對不同專業領域之學習者，發展與其專業領域相關的口語能

力課程，除了提升其說話表達能力，亦培養學習者多語言的能

力，以提高其在職場上的競爭力 

三、 不同種族文化、不同國情之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對標的文化

的衝擊感受程度不一；教學大綱、教材內容等設計也有所不同，

針對不同之教材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研究，以期能找出更符合

學習者及教學需求之教材 

四、 依據研究分析與實踐，設計可行之口語能力相關教材 

五、 應針對不同程度之學習者，設計符合其程度之課堂教學活動，

以提高其學習效益；大班教學和小班教學之課堂活動設計也應

有所區別 

六、 發展多媒體科技之教學，以提高學習者學習之興趣和學習成效 

 

本研究仍有許多不足之處及尚待改善之空間。課程設計惟有不斷的精

煉、提升、交流，才能繼續往前邁進、提升。為提升學習者口語能力，相關

的課程設計、教材教法選用、教學活動計劃等都應給予更多的關注與努力。

惟有透過不斷的研究分析、檢視審查、進化改良，方能使學習者的語言使用

能力更為精進，相信這也是教學者最大的目標。結合實際需求於多媒體科技

之教學將會是一發展趨勢。語言教學逐漸走向專業化、體現文化價值觀之

餘，實際得體的溝通與語言運用掌握能力也備受重視；能力專業分級的課程

設計方式，也為求符合學習與現實層面的融合。規劃詳盡的語言課程設計與

適當的教材選用以及教師培訓，是教學課程設計中不可或缺的。針對不同的

授課群，予以量鑿正枘的課程設計考量、教材編制研發等，是為後續研究規

劃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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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艾瑞克森的心理社會發展階段表（一）  

 Erickson’s Psychosocial Stages Summary Chart (1) 

Stage Basic Conflict Important 
Events Outcome 

Infancy 
(birth to 18 

months) 

Trust 
vs. 

Mistrust 
Feeding 

Children develop a sense of trust when caregivers 
provide reliability, care, and affection. A lack of 
this will lead to mistrust. 

Early Childhood 
(2 to 3 years) 

Autonomy 
vs. 

Shame and 
Doubt 

Toilet Training 

Children need to develop a sense of personal 
control over physical skills and a sense of 
independence. Success leads to feelings of 
autonomy, failure results in feelings of shame and 
doubt. 

Preschool 
(3 to 5 years) 

Initiative 
vs. 

Guilt 
Exploration 

Children need to begin asserting control and power 
over the environment. Success in this stage leads 
to a sense of purpose. Children who try to exert too 
much power experience disapproval, resulting in a 
sense of guilt. 

School Age 
(6 to 11 years) 

Industry 
vs. 

Inferiority 
School 

Children need to cope with new social and 
academic demands. Success leads to a sense of 
competence, while failure results in feelings of 
inferiority. 

Adolescence 
(12 to 18 years) 

Identity 
vs. 

Role Confusion 

Social 
Relationships 

Teens need to develop a sense of self and personal 
identity. Success leads to an ability to stay true to 
oneself, while failure leads to role confusion and a 
weak sense of self. 

Young 
Adulthood 

(19 to 40 years) 

Intimacy 
vs. 

Isolation 
Relationships 

Young adults need to form intimate, loving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people. Success leads to 
strong relationships, while failure results in 
loneliness and isolation. 

Middle 
Adulthood 

(40 to 65 years) 

Generativity 
vs. 

Stagnation 

Work and 
Parenthood 

Adults need to create or nurture things that will 
outlast them, often by having children or creating a 
positive change that benefits other people. Success 
leads to feelings of usefulness and 
accomplishment, while failure results in shallow 
involvement in the world. 

Maturity 
(65 to death) 

Ego Integrity 
vs. 

Despair 

Reflection on 
Life 

Older adults need to look back on life and feel a 
sense of fulfillment. Success at this stage leads to 
feelings of wisdom, while failure results in regret, 
bitterness, and despair. 

資料來源：Erikson (1984; 94). Childhood and Society, 2nd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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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艾瑞克森的心理社會發展階段表（二） 

 Erickson’s Psychosocial Stages Summary Chart (2) 

 

階段 年齡 心理發展危機 

第一階段 出生到 18 個月 信任與不信任 (Trust vs. Mistrust) 

第二階段 18 個月到 3 歲 自主行動與懷疑 (Autonomy vs. Doubt) 

第三階段 3 到 6 歲 自動自發與罪惡感 (Initiative vs. Guilt) 

第四階段 6 到 12 歲 勤勉與自卑 (Industry vs. Inferiority) 

第五階段 12 到 18 歲 
自我認同與角色混淆 

(Identity vs. Role Confusion) 

第六階段 成年期 
友愛親密與孤獨疏離 

(intimacy vs. Isolation) 

第七階段 中年期 
精力充沛與頹廢遲滯 

(Generativity vs. Self-absorption) 

第八階段 老年期 
完美無憾與悲觀絕望 

(Integrity vs. Despair) 

資料來源：Erikson (1984; 94)、王明傑、陳玉玲譯（2003；67）； 
表格整理、修改：孫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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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Kohlberg－三期六段道德發展理論 
 

時期 階段 

道德成規期前                     

（Pre-conventional morality） 

9歲以下 

1. 避罰服從導向 

（Punishment-obedience orientation） 

2. 相對功利導向 

（Instrumental-relativist orientation） 

道德成規期              

（Conventional morality） 

9 － 20歲 

3. 尋求認可導向 

（Good boy - nice girl orientation） 

4. 法律秩序導向 

（Law and order orientation） 

道德成規後期                    

（Post-conventional morality） 

20歲以上少數成人 

5. 社會契約導向 

（Social contract orientation） 

6. 普遍的倫理原則導 

（Universal ethical principle orientation） 

資料來源：張春興、林清山 (1981)。教育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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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各教育階段智能（語言與認知）發展特徵與教學配合 
 

 發展特徵 教學配合 

學前階段 

 

三至六歲 

1. 喜歡說話，尤其在眾人面前
說話，但聽別人說話無耐心 

2. 思考多靠直覺判斷，對顏
色、形狀、重量、體積等已

稍具概念 

3. 想像力很強，因受成規的限
制較少，故喜歡繪畫、唱歌，

有時自言自語 

4. 能用語言表達自己意見，但
常是自創語法，未必符合成

人的語型 

5. 喜歡做事，逞強好勝，但常
出錯 

1. 在團體活動時，安排大家分
享說話時間，並鼓勵其耐心

聽別人說 

2. 只要安全不發生危險，盡量
讓他活動，接觸事物，以發

展其各種感官 

3. 盡量供給繪畫手工等材料以
發展其想像力，如過分脫離

現實，則稍加限制 

4. 不合語法之口語不必加強糾
正，只適時示範正確說法即

可 

5. 給予做事的機會，減少其失
敗，欣賞其成功表現 

小學階段 

 

六至十二

歲 

1. 對學習活動有興趣，對念、
背、寫、唱都喜歡參加 

2. 求知慾強，好奇心大，凡事
都喜歡追問不停 

3. 興趣漸廣，喜歡蒐集、養動
物、種植物，但定性不大，

興趣常轉移 

4. 略具是非善惡觀念，但仍侷
限於表面具體事實，有盲目

順從權威傾向 

5. 男女差異顯著，十歲前略呈
女優於男趨勢 

1. 注意維持其興趣，減少挫折
失敗機會 

2. 接受其問題，即使問題荒唐
無知，也誇奬他的用心和注

意 

3. 鼓勵多方嘗試，給予多種機
會，避免過早專注一種活動 

4. 以團體討論方式辯論見仁見
智的問題，以提高其判斷是

非的能力 

5. 避免男女競爭，讓其瞭解高
年級此種現象即將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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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階段 

 

十二至十

八歲左右 

1. 多能做抽象思考，能運用文
字符號作為思想的工具 

2. 對社會世態開始有自己的
看法，對規範、制度、約

束等考慮其合理性 

3. 對學校科目有偏好偏惡傾
向，但興趣分化中感情成

份很重 

4. 對將來升學關心，考慮將來
學何種專科 

5. 對未來職業有憧憬，開始尋
求將來生活的方向 

 

1. 鼓勵其多運用文字去吸收
和表達知識，多提供參考書

籍 

2. 鼓勵其關心社會，並閱讀有
益書刊，以增其見聞廣其心

智 

3. 輔導某科成績較低學生，恢
復其信心，提升其興趣 

4. 加強升學輔導，按自己的能
力興趣去選擇 

5. 加強職業輔導，多提供機會
以瞭解職業的意義與自己

和社會的關係 

  資料來源：張春興、林清山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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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McCarthy(2006)–Linear and Round Processing 
 

Those prefer Linear Processing Those prefer Round Processing 

Prefer verbal instructions Prefer demonstrated instruction 

Like controlled, systematic experiments Like open-ended experiments 

Prefer problem solving with logic Prefer problem solving with hunching 

Find differences Find similarities 

Like structured climates Like fluid and spontaneous climates 

Prefer established information Prefer elusive, ambiguous information 

Rely heavily on the verbal Rely on the nonverbal 

Like discrete information recall Like narratives 

Control feelings Are more free with feelings 

Are intrigued with theory Need experiences 

Excel in propositional language Excel in poetic, metaphoric language 

Draw on previously accumulated 

information 

Draw on unbounded qualitative patterns, 

clustering around images 

Seek routines, familiarity Seek novelty 

資料來源：McCarthy & McCarthy (2006). Teaching around the 4MAT cycle: 
Designing instruction for diverse learners with diverse learning styles; 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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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馬來西亞二十所國立大學及其網址 

 

Public Universities 

1 International Islamic University Malaysia (IIU) http://www.iiu.edu.my/ 

2 Universiti Daru Iman Malaysia (UDM) http://www.udm.edu.my 

3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UKM) http://www.ukm.edu.my 

4 Universiti Malaya (UM) http://www.um.edu.my 

5 Universiti Malaysia Kelantan (UMK) http://www.umk.edu.my 

6 Universiti Malaysia Pahang (UMP) http://www.ump.edu.my 

7 Universiti Malaysia Perlis (UniMAP) http://www.unimap.edu.my 

8 Universiti Malaysia Sabah (UMS) http://www.ums.edu.my 

9 Universiti Malaysia Sarawak (UNIMAS) http://www.unimas.edu.my 

10 Universiti Malaysia Terengganu (UMT) http://www.umt.edu.my 

11 Universiti Pendidikan Sultan Idris (UPSI) http://www.upsi.edu.my 

12 Universiti Pertahanan Nasional Malaysia (UPNM) http://www.upnm.edu.my/ 

13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UPM) http://www.upm.edu.my 

14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USM) http://www.usm.edu.my 

15 Universiti Sains Islam Malaysia(USIM) http://www.usim.edu.my 

16 Universiti Teknologi Malaysia (UTM) http://www.utm.edu.my 

17 Universiti Teknologi MARA (UiTM) http://www.uitm.edu.my 

18 Universiti Teknikal Malaysia Melaka (UTeM) http://www.utem.edu.my 

19 Universiti Tun Hussein Onn Malaysia (UTHM) http://www.uthm.edu.my 

20 Universiti Utara Malaysia (UUM) http://www.uum.edu.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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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問卷調查  

 

 

Part I :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 National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 

 
2. Age： □Below 21  □21-25  □26and above 

 
3. Languages used at home：(Multiple Choice) 

□Malay  □English  □Mandarin  □Tamil  □Japanese    □Korean   □Others ______________ 

 
4. Languages you can speak：(Multiple Choice) 

□Malay □English  □Mandarin  □Tamil □Japanese    □Korean   □Others ______________ 

 
5. Educational Background： 

□High School  □University   □Master  □Others ______________ 
 

6. Purposes in Learning Mandarin： 

□Business  □Studies □Interest □Parents’ requests  

□Friends  □Mandarin Heat  □Others ___________ 

 
7. Text books that you are using：_______________ 

   Dear fellow students, 

In order to learn more strategies used to improve speaking ability, we designed this questionnaire. It takes 

you about 10 minutes to finish the questionnaire. 

We appreciate your help. Your suggestions will be a lot of help and provide concrete evidence as a 

reference for us. This questionnaire is for research purpose only. 

 

Thank you very much.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Soon Sue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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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 : 

Please read each question carefully and check  the answer most related to your situation. 

 
1. When it comes to speaking, I care about 

□My pronunciation and tones  □My fluency   □Making mistake 

□Saying something impolite  □Do not know how to keep the conversation going 

□Meaning of a sentence rather than words  □Others(Please specif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When you try to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in Mandarin, but they do not understand what you mean, you 

probably: 

(Please choose 3 things that you might do) 

□Give up      □Use other Mandarin words   □Use body language 

□Draw pictures     □Use English or another language  □Use a dictionary 

□Ask other people to translate □Others (Please specif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How do you improve your Mandarin pronunciation? (Choose all that apply) 

□Ask teachers to correct your pronunciation   □Record and compare with native speaker 

□Ask native speaker to correct your pronunciation  □Do a language exchange with a native speaker 

□Listen to Mandarin teaching CDs/software   □Take a Mandarin pronunciation class 

□Read Chinese sentences aloud      □Imitate your teacher’s pronunciation 

□Others (Please specif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What other ways do you use to practice speaking Mandarin? 

□None, I just participate in class.    □I listen/sing Mandarin songs   

□I watch Chinese movies/ TV programs  □I chat with friends in Mandarin  □I read aloud 

  □Others (please specify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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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rate your strategies in “Speaking”. The rating scale is 

4=Always true, 3=Usually true, 2=Somewhat true, and 1=Never true. 

  4 3 2 1 

1. When I talk to native speaker, I actively ask them to correct my pronunciation ------------ □ □ □ □ 

2. When I speak Mandarin, I often use the sentence structures from my text books ---------- □ □ □ □ 

3. I am not afraid of speaking Mandarin, even if I make mistakes ------------------------------ □ □ □ □ 

4. I encourage myself to speak Mandarin as often as possible outside of class----------------- □ □ □ □ 

5. I look for native speakers for practicing ---------------------------------------------------------- □ □ □ □ 

6. In order to memorize new words, I try to use them when speaking outside of class ------- □ □ □ □ 

7. I use my native language or other languages to memorize new Mandarin words ---------- □ □ □ □ 

8. I repeat new Mandarin words and sentence structures in order to memorize them --------- □ □ □ □ 

9. I use textbook CD’s or Mp3 to practice speaking and listening ------------------------------- □ □ □ □ 

10. I write down new vocabulary or sentences whenever I hear them----------------------------- □ □ □ □ 

 

 

Part III: 

Tell us whether you 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are useful for improving one’s speaking ability. 

The rating scales are: 4=Very useful, 3=Useful, 2=Somewhat useful, and 1=Not useful. 

  4 3 2 1 

1. Participating in oral practice---------------------------------------------------------------------- □ □ □ □ 

2. Participating in drama performances------------------------------------------------------------ □ □ □ □ 

3. Participating in public speaking------------------------------------------------------------------ □ □ □ □ 

4. Reading out loud and/or practice by using textbook CDs/MP3----------------------------- □ □ □ □ 

5. Making recording in class and listening to them later---------------------------------------- □ □ □ □ 

6. Singing and/or listening songs in Mandarin---------------------------------------------------- □ □ □ □ 

7. Listening to news broadcasts--------------------------------------------------------------------- □ □ □ □ 

8. Watching Chinese movies/ TV programs------------------------------------------------------ □ □ □ □ 

9. Learn by doing, using the language as often as possible------------------------------------- □ □ □ □ 

10. Making friends with native speakers------------------------------------------------------------ □ □ □ □ 

11. Chatting via Skype, MSN and/or ICQ---------------------------------------------------------- □ □ □ □ 

12. Having daily conversation with classmates in Mandarin------------------------------------- □ □ □ □ 

13. Practice the sentence structures studied in class with friends-------------------------------- □ □ □ □ 

 

 

- End of questionnaire, thank yo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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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教師訪談  

 

教師訪談中，針對口語課程的主要問題方向如下： 

1. 在您的教學觀中，以聽說讀寫哪一個技能為重？原因為何？ 

2. 貴校是否提供口語專門訓練課程？ 

3. 針對學生目前的口語能力，您覺得如何？ 

4. 如何改善／提升學生的口語能力？ 

5. 您覺得口語訓練／口語課應以什麼最為重要？ 

6. 貴部門是否計畫開設口語課？為何？ 

7. 您覺得此課程該怎麼規劃？教材建議？ 

8. 您認為每天上課或一星期上兩三次較好？上課時數如何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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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普通話水平測試 (PSC) 模擬試卷 

 

模擬試卷 
 

（一）讀 100 個單音節字詞 

翁 瞎 瀟 熊 學 篇 熏 轅 澡 逸 
奏 妖 倒 印 換 特 閱 撞 罪 搜 
蒜 簪 嚏 箴 團 舔 雄 宛 砍 扣 
醬 揀 冊 仰 蔚 蚊 餃 野 外 跨 
哭 塊 誘 短 而 糞 枉 飛 嚷 拱 
館 逛 錢 沙 秉 哮 私 尺 沉 龍 
錄 迫 壞 搶 謊 炫 竊 熱 且 乳 
夢 幫 哪 菌 梢 捆 存 當 抵 僑 
黏 草 揉 掃 熬 載 商 參 涉 爽 
拐 耍 聳 綠 弱 能 膿 滂 女 聘 

 

 

（二）讀多音節詞語（100 個音節） 

耍弄  蘑菇  角色  暴虐  會計 

大伙兒 非常  美好  否則  解放 

邊卡  湯圓  涼爽  俊俏  王冠 

存在  窗戶  抽象  尾巴  老板 …(以下省略) 

 

 

（三）選擇判斷 

1. 詞語判斷：請判斷並讀出下列 10 組詞語中的普通話詞語。 

 

⑴ 吹牛三  吹牛   車大炮  吹大炮 
⑵ 銀紙   鈔票   紙票   紙字 
⑶ 雪糕   雪條   冰棍兒  棒冰 
⑷ 日頭   白天   日中 
⑸ 洗澡   沖涼   洗身   洗浴 
⑹ 得幸   好彩   好得   幸好   喜得 
⑺ 面前   眼門前  面頭前  眼門口 
⑻ 玉米   珍珠米  粟米   包谷   包粟 
⑼ 撞見   碰倒   拄著   遇見 
⑽ 昨日   昨天   琴日   昨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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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量詞、名詞搭配：請按照普通話規範搭配並讀出下列數量名短語。 

（例如：一  → 個 口 粒 

           ↓ 

           豬） 

一  →  部  場  道  滴  朵  幅  副  根  家  門 

眼淚 圍棋 商店 雨 閃電 書 圖畫 婚姻 蘑菇 頭髮 

 

 

 

3. 語序或表達形式判斷：請判斷並讀出下列 5 組句子裡的普通話句子。 

⑴我吃飯去。 
我來去吃飯。 

我吃飯來。 

⑵你去哪兒來？ 
你去哪兒去？ 

你到哪兒去？ 

⑶你多吃一點。 
你吃多一點。 

 

⑷把書本我。 
給書本我。 

給我一本書。 

⑸他高過我。 
他比我高。 

他比我較高。 

他比較高我。 

 

 

 
（四）朗讀短文：請朗讀第 5 號短文。 

 

這是入冬以來，膠東半島上第一場雪。 

   雪紛紛揚揚，下得很大。開始還伴著一陣兒小雨，不久就只見大片大片的雪

花，從彤雲密布的天空中飄落下來。地面上一會兒就白了。冬天的山村，到了夜

裡就萬籟俱寂，只聽得雪花簌簌地不斷往下落，樹木的枯枝被雪壓斷了，偶爾咯

吱一聲響。 

    大雪整整下了一夜。今天早晨，天放晴了，太陽出來了。推開門一看，嗬！

好大的雪啊！山川、河流、樹木、房屋，全都罩上了一層厚厚的雪，萬裡江 山，

變成了粉妝玉砌的世界。落光了葉子的柳樹上掛滿了毛茸茸亮晶晶的銀條兒；而

那些冬夏常青的鬆樹和柏樹上，則掛滿了蓬鬆鬆沉甸甸的雪球兒。一陣風吹來， 

樹枝輕輕地搖晃，美麗的銀條兒和雪球兒簌簌地落下來，玉屑似的雪末兒隨風飄

揚，映著清晨的陽光，顯出一道道五光十色的彩虹。 

    大街上的積雪足有一尺多深，人踩上去，腳底下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響。一群

群孩子在雪地裡堆雪人，擲雪球。那歡樂的叫喊聲，把樹枝上的雪都震落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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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話說，“瑞雪兆豐年”。這個話有充分的科學根據，並不是一句迷信的成語。

寒冬大雪，可以凍死一部分越冬的害蟲；融化了的水滲進土層深處，又能 供應 // 

莊稼生長的需要。我相信這一場十分及時的大雪，一定會促進明年春季作物，尤

其是小麥的豐收。有經驗的老農把雪比做是“麥子的棉被”。冬天“棉被”蓋得

越 厚，明年麥子就長的越好，所以又有這樣一句諺語：“冬天麥蓋三層被，來

年枕著饅頭睡”。 

我想這就是人們為什麼把及時的大雪稱為瑞雪的道理吧。 

 

峻青《第一場雪》 

 

 

 

（五）命題說話：請按照話題「我的學習生活」或「談談美食」說一段話

（3 分鐘）。 

 

 

 

─ 試題完 ─ 

 
 

 

資料來源：普通話水平測試－馬來西亞網站(2009/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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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美國外語教學目標 (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COMMUNICATION-Communicate in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Standard 1.1 
Students engage in conversations, provide and obtain information, 
express feelings and emotions, and exchange opinions 

Standard 1.2 
Students understand and interpret written and spoken language on a 
variety of topics 

Standard 1.3 
Students present information, concepts, and ideas to an audience of 
listeners or readers on a variety of topics 

CULTURES-Gain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Other Cultures 

Standard 2.1 
Students demonstrat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actices and perspectives of the culture studied 

Standard 2.2 
Students demonstrat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ducts and perspectives of the culture studied 

CONNECTIONS-Connect with Other Disciplines and Acquire Information 

Standard 3.1 Students reinforce and further their knowledge of other disciplines 
through the foreign language 

Standard 3.2 Students acquire information and recognize the distinctive viewpoints 
that are only available through the foreign language and its cultures 

COMPARISONS-Develop Insight into the Nature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Standard 4.1 Students demonst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language through 
comparisons of the language studied and their own 

Standard 4.2 Students demonst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culture through 
comparisons of the cultures studied and their own 

COMMUNITIES-Participate in Multilingual Communities at Home & Around the 
World 

Standard 5.1 Students use the language both within and beyond the school setting 

Standard 5.2 Students show evidence of becoming life-long learners by using the 
language for personal enjoyment and enrichment. 

資料來源：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ACTFL 
(2009/12/16)；表格整理：孫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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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歐盟共同語言分級架構 
 

 理解 說 寫 

 聽力 閱讀 參與交談 有條理地說話 寫作 

A1 

我能夠理解熟悉

的字彙及非常簡

單的句子，如果

談話對象慢慢、

清楚說話，談論

的主題是關於

我、我的家庭或

我周圍具體的事

物 

我能夠理解熟悉

的名字、字彙及

非常簡單的句

子，如：招牌上、

海報上、型錄裡 

我能夠進行簡單

的交談，如果談

話對象願意慢慢

重複他說的話，

或換個方式說，

也願意幫忙我表

達我想說的話。

我能夠簡單詢問

和回答非常必要

的事情和熟悉的

主題 

我能夠以簡單的

用語和句子，描

述我認識的人和

我住的地方 

我能夠寫簡短的

卡片，如節慶賀

詞。我能夠填寫

表格（如旅館

裡）：姓名、地

址、國籍等 

A2 

我能夠理解常用

的字彙及句子，

如果內容是對我

重 要 的 事 務

（如：關於個人

及家庭狀況、購

物、工作、所在

的環境非常簡單

的資訊）。我能

夠理解簡短、清

楚、簡單的通知

及廣播內容重點 

我能夠讀簡短、

簡單的文章。我

能看懂簡單的日

常文章（如：廣

告、傳單、菜單

或公 /火車時刻

表）裡的具體、

重要資訊。我能

看懂得簡短、簡

單的私人信件 

我能夠在簡單、

例行的情況中自

我表達，如果只

是簡單、直接地

交換熟悉事務的

資訊。我能夠引

導簡單的開場對

話；但通常了解

的不夠多，能單

獨持續交談 

我能夠運用一連

串句子和簡單的

句型，描述如：

我的家庭、其他

人、我的居住環

境、我受的培

訓、我目前或上

一個工作內容 

我能夠寫簡單的

筆記和通知。我

能夠寫非常簡單

的私人信函，如

謝函 

B1 

我能夠了解其中

重點，如果是以

清楚的標準語言

描述有關工作、

學校、休閒生

活，我熟悉的事

物。我能夠了解

許多電視及電台

我能夠了解一篇

以非常常用的日

常用語或職場用

語寫的文章。我

能了解描述事

件、感覺及願望

的私人信函 

我能夠應付旅行

時，大多數需要

用到語言的狀

況。我能夠沒有

準備就參與對

話，如果是我熟

悉、感興趣的主

題，或是有關日

我能夠簡單、連

貫地描述我的經

驗、發生的事

件、我的夢想、

希望、目標。我

可以簡短地解釋

我的意見或計

畫，並說明理

我能夠簡單、連

貫地就熟悉的、

我感興趣的話題

寫文章。我能夠

寫私人信函，敘

述我的經驗和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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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的主要內

容，如果議題是

關於我的職業或

是我感興趣領

域，而且說的慢

又清楚 

常生活的主題

如：家庭、嗜好、

工作、旅遊、當

時發生的事件 

由。我可以說故

事或轉述一本書

或一部電影的內

容，並描述我的

感想 

B2 

我能夠聽懂較長

的演講及複雜的

論述，如果我對

其主題有一點熟

悉。我能夠聽懂

大部分的電視新

聞報導或報導性

節目。我能夠看

懂大部分的影

片，只要電影中

說的是標準語言 

我能夠看懂關於

時事的文章和報

導，了解作者對

事件的特定立

場。我看得懂當

代文學散文 

我能夠隨性、流

利地表達意見；

與母語者交談，

能順暢進行。我

能夠就一個我熟

悉的狀況，參與

討論、說明自己

的立場，並為其

辯護 

我能夠在我感興

趣的領域，就許

多主題清楚、詳

盡地說明自己的

看法。我能夠就

一個實際問題，

說明自己的立

場；表達不同可

能性的優缺點 

我能夠用文筆，

就許多我感興趣

的主題，寫出清

楚詳盡的文章。

我能在文章或報

告中轉述資訊，

或陳述針對某一

立場的正反雙方

意見。我能在信

件中清楚表達，

事件或經驗對我

個人的意義 

C1 

我能夠聽懂較長

的演講，即使演

說的內容不太有

條理，上下文表

達不清楚。我能

夠不太費力地看

懂電視節目和影

片 

我能夠看懂難度

較高、篇幅較長

的事務性和文學

性作品，並能體

會文體的差別。

我能夠了解專業

文章及長篇幅的

技術性說明，即

使不屬於我的專

業領域 

我能夠隨性、流

利地表達意見，

不必常常明顯地

找合適的字。我

能夠在社交場合

及職場，有效、

靈活地交談。我

能夠精準地表達

自己的想法及看

法。並且技巧地

將自己與其他人

的意見相結合 

我能夠詳細地陳

述複雜的事情來

龍去脈，並連結

主題重點。能夠

鋪陳特定的觀

點，並適當地穿

插自己的意見 

我能夠用文筆清

楚、有條理地詳

盡表達自己的看

法。我能在信件

或文章中陳述複

雜的事情，並強

調對我重要的部

分。我能在我的

文章裡選擇適合

讀者的文體 

C2 

我能夠能毫無困

難地理解所有當

面或在媒體中說

的話，即使說話

的速度很快。我

只需要很短的時

間就能適應特別

我幾乎可以毫不

費力地了解各種

文章，即使文章

的內容很抽象或

很複雜，如：手

冊、專業文章或

文學作品 

我可以毫不費力

地參與所有的討

論與談話，並熟

悉各種成語及日

常用語。我能夠

流利說話並能經

準表達用字細微

我能夠清楚、流

利並且以恰當的

文體，陳述、說

明事情的來龍去

脈。我能夠合邏

輯地表達，使聽

者能不費力就聽

我能夠清楚、流

利並且以恰當的

文體書寫。我能

夠有條理地撰寫

要求很高的信

件、複雜的報告

或文章，幫助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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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口音 的差異。即使有

不認識的字，也

能順利地換個表

達方式，別人甚

至察覺不出 

懂而且記得重點 者看出並記住重

點。我能以文字

總結專業文章或

文學作品的重

點，並討論之 

 

資料來源：歐洲語言參考框架、白樂桑教授演講內容（2007）； 

資料整理：孫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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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漢語口語速成－入門篇》目錄 

 

《漢語口語速成－入門篇》 

第一課 你好 

第二課 你好嗎 

第三課 你吃什麼 

第四課 多少錢 

第五課 圖書館在哪兒 

第六課 我來介紹一下 

第七課 你身體好嗎 

第八課 你是哪國人 

第九課 你家有幾口人 

第十課 現在幾點 

第十一課 辦公樓在教學樓北邊 

第十二課 要紅的還是要藍的 

第十三課 您給我參謀參謀 

第十四課 咱們去嚐嚐，好嗎 

第十五課 去郵局怎麼走 

 

資料來源：馬箭飛主編，《漢語口語速成－入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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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 聲母表 

 

狀態 塞音 塞擦音 鼻音 邊音 擦音 

聲帶 清音 清音 濁音 濁音 清音 濁音 

 

 

 

氣流 不送

氣 
送氣 

不送

氣 
送氣     

雙唇音 
上唇 

下唇 

ㄅ 

b 

ㄆ 

p 
  

ㄇ 

m 
   

唇齒音 
上齒 

下唇 
      

ㄈ 

f 

(万) 

v 

舌尖音 
上齒齦 

舌 尖 

ㄉ 

d 

ㄊ 

t 
  

ㄋ 

n 

ㄌ 

l 
  

舌根音 
軟 顎 

舌面後 

ㄍ 

g 

ㄎ 

k 
  

(兀) 

ng 
 

ㄏ 

h 
 

舌面前音 
前硬顎 

舌面前 
  

ㄐ 

j 

ㄑ 

q 

(广) 

ne 
 

ㄒ 

x 
 

舌尖後音 
前硬顎 

舌尖後 
  

ㄓ 

zh 

ㄔ 

ch 
  

ㄕ 

sh 

ㄖ 

r 

舌尖前音 
齒 背 

舌尖前 
  

ㄗ 

z 

ㄘ 

c 
  

ㄙ 

s 
 

 

方
法 

發
音 

 

母 

聲 
   

部
位 

   

發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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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四 韻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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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五 Rubric 評量表（一） 
 

Pronunciation 

1 Frequently interferes with communication 

2 Occasionally interferes with communication 

3 Does not interfere communication 

4 Enhances communication 

Vocabulary 
1 Inadequate and/or inaccurate use of vocabulary 

2 Somewhat inadequate and/or inaccurate use of vocabulary 

3 Adequate and accurate use of vocabulary 

4 Rich use of vocabulary 

Grammar 
1 Inadequate and/or inaccurate use of basic language structures 

2 Emerging use of basic language structures 

3 Emerging control of basic language structures 

4 Control of basic language structures 

Fluency & Comprehensible 

1 
Speech halting and uneven with long pauses and/or incomplete thoughts; barely 

comprehensible 

2 
Speech choppy and/or slow with frequent pauses, few or no incomplete 

thoughts; mostly comprehensible 

3 
Some hesitation but manages to continue and complete thoughts; 

comprehensible 
4 Speech continuous with few pauses or stumbling; readily comprehensible 

Task Completion 
1 Minimal completion of the task and/or responses frequently inappropriate 

2 Partial completion of the task, responses mostly appropriate yet undeveloped 

3 Completion of the task, responses appropriate and adequately developed 

4 Superior completion of the task, responses appropriate and with elaboration 

資料來源：The Center for Advanced Research on Language Acquisition -CARLA網站 
(2009/11/28)；表格整理、翻譯：孫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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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六 Rubric 評量表（二） 
 

 4 3 2 1 

Task 
requirements 

All Most Some 
Very few or 

none 

Frequency Always Usually 
Some of the 

time 
Rarely or not at 

all 

Accuracy No errors Few errors Some errors Frequent errors 

Comprehensibility 
Always 

comprehensible 
Almost always 
comprehensible 

Gist and main 

ideas are 
comprehensible 

Isolated bits are 
comprehensible 

Content coverage 
Fully 

developed, 
fully supported 

Adequately 

developed, 
adequately 
supported 

Partially 

developed, 
partially 

supported 

Minimally 

developed, 
minimally 
supported 

Vocabulary 

Range 
Variety 

 

Broad 

Highly varied; 
non-repetitive 

Adequate 

Varied; 

occasionally 
repetitive 

Limited 

Lacks variety; 
repetitive 

Very limited 

Basic, 

memorized; 
highly 

repetitive 

資料來源：The Center for Advanced Research on Language Acquisition -CARLA網站 
(2009/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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