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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泰籍之中高級華語學習者的觀光華語導遊 

教學網站設計研究 

 

中文摘要 

 

關鍵字：教學設計  觀光華語導遊  泰國華語文  華語文教學網站 

 

觀光產業是本世紀產業之星，世界各國莫不戮力於觀光產業的發展。泰

國是亞洲最早發展觀光產業的國家之一，經過連續推出大型的國際行銷活動

與近年來所推廣的醫療觀光（Medical Tourism Cluster）受到高度重視與收到

實際效果。隨著中國大陸、台灣的經濟成長，近年訪泰的旅遊者及華語人士

旅遊者急速增加，使得泰國華語導遊人才嚴重缺乏。因此，需要培訓專業觀

光華語導遊，以為解決其供不應求的現象。 

本研究以教學系統設計（ISD）理念 Dick & Carey（1990）為本論文研

究過程的依據，將發展出適合泰籍之中高級華語學習者的觀光華語導遊教學

網站，目標為提升學習者在觀光華語導遊方面的專業語言技能。本研究的過

程分為：分析學習者的需求、搜集整理相關文獻資料、進行相關教學與教材

資源評估、界定教學內容、網頁設計的規劃及範疇、製作網站範例等主要階

段，隨後則進行評鑑與修正。本研究之受訪對象計有 69 位學習者來自泰國

四所國立大學的學生、10 位泰國華語教師及 3 位泰籍華語導遊。從問卷調

查及訪談中發現，觀光華語導遊教材的數量在市面上相當缺乏。大多數學習

者認為多媒體教材最有助於學習效果。本網站之教學內容包含：「導遊實

務」、「觀光華語導遊課文」及「華語觀光景點」，其課文共分為十個單元，

每一單元均以六個教學步驟為固定學習流程來呈現。 

經過形成性評估及修正階段。最後，透過 37 位學習者以及 6 位泰國教

師進行使用者使用網站之滿意度評鑑。研究結果顯示，學習者與教師對網站

的各種設計給予很高的評分，媒體之應用為本網站應加強之處。學習者滿意

度評鑑整體總平均為 4.066 分、教師滿意度評鑑整體總平均為 4.179 分；問

卷調查結果，表示本網站各方面的設計符合學習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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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Web-base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Intermediate & 

Advanced Thai-Speaking Learners of 

Chinese for Tourism 

Abstract 

Keywords：Teaching design, Chinese for Tourism, Mandarin in Thailand,  

Chinese teaching website 

Travel is one of the fastest growing industries of this century. Among the 

world's countries, there are none which have not made significant efforts to 

develop their travel industries. Among the Asian nations, Thailand is one of the 

earliest in this trend, with its constant promotion of large-scale international sales 

as well as its Medical Tourism Cluster. This Cluster has received a high level of 

emphasis in recent years, with substantial results. Furthermore, commensurate 

with economic expansion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Chinese-speaking 

travelers visiting Thailand have increased dramatically; and this has resulted in a 

serious shortage of Chinese-speaking tour guides in Thailand. Thus,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of supply vs. demand,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train 

professional tour guid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Design (Dick & Carey, 

1990), Thai-based learning materials for travel Chinese or insuffici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eb-based materials would best serve the needs of 

Thai-speaking tour guides with intermediate to advanced Chinese language skills 

who wish to further improve their proficiency. This study first addresses the 

stages of analysing the needs of Thai-speaking learners, collecting and 

organising relevant literature, assessing pedagogical and teaching materials, 

defining the scope of pedogical content, the planning and categoris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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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page design, and providing suitable web-based examples. For this study, 69 

learners from four different national universities in Thailand were used as 

subjects; 10 of which were teachers of Mandarin in Thailand, and 3 of which 

were Thai / Mandarin bilingual tour guides in Thailand. From the results and 

interviews of this study, it can be observed that learning materials on the market 

for tourism Chinese are very scarce; and that most learners consider multi-media 

materials to be the most effective. The learning materials used on this website 

are divided into 3 units：The Practical Tour Guide, Lessons in Chinese for 

Tourism, and Essential Points for Chinese Tourism. Lessons in Chinese for 

Tourism of this study comprises 10 units, each containing six pedagogical steps 

which form the foundation of the learning process.      

 Finally, for the stages of assessment and correction, 37 learners and 6 

Thai teachers who had used the website were given a list of satisfaction criteria. 

The result was that learners and teachers both gave high appraisal to the many 

designs involved in the website, and that the practicality of multi-media was a 

major strength of the website. Learner satisfaction criteria on the whole averaged 

at 4.066 points, while teacher satisfaction criteria also averaged at 4.179 points. 

Thus, the results and interviews of the survey indicate that this website design 

meets the needs of learners in all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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การวจิัยการออกแบบเวบ็ไซด์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ส าหรับ

มคัคุเทศน์เพือ่ผู้เรียนชาวไทยในระดบัสูงถึงระดบักลาง 

บทคดัย่อ 

ค าส าคญั    การออกแบบ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  ภาษาจีนส า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ก ์ ภาษาจี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เวปไซด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 

 

อุตสาหกรรมและธุรกิจการท่องเท่ียวจดัเป็นธุรกิจดาวเด่นส าหรับทศวรรษน้ี นานาประเทศต่างเพียรพยายาม

ในการผลกัดันพฒันาอุตสาหกรรมธุรกิจการท่องเท่ียว ซ่ึ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ถือเป็นหน่ึงในหลายประเทศท่ีเร่ิมมีการ

พฒันาอุตสาหกรรมการท่องเท่ียวเป็นล าดบัตน้ๆ ในแถบเอเชีย  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ไดมี้การจดังานหกรรมการคา้นานาชาติ

ข้ึนอย่างต่อเน่ืองและเม่ือไม่นานมาน้ียงัมีการผลกัดนัให้เกิดการท่องเท่ียวเชิงการแพทย（์Medical Tourism 

Cluster）ข้ึน ซ่ึงส่ิงเหล่าน้ีลว้นมีผลตอบรับเป็นอยา่งมากแก่ธุรกิจการท่องเท่ียวไทย ประกอบกบัการเจริญเติบโต

ทางเศรษฐกิจของสาธารณรัฐประชาชนจีนและสาธารณรัฐไตห้วนั  มีผลให้จ านวน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และชาวจีนท่ีมา

เมืองไทยเพ่ิมข้ึนอยา่งรวดเร็วในหลายปีน้ี ส่งผลใหเ้มืองไทยเกิดการขาดแคลนมคัคุเทศกท่ี์ใชภ้าษาจีนเป็นอยา่งมาก  

ดังนั้น เพ่ือแก้ปัญหาสภาวะขาดแคลนมคัคุเทศก์จีนในปัจจุบัน การอบรมวิชาเฉพาะทางด้านภาษาจีนส าหรับ

มคัคุเทศกเ์พ่ือการท่องเท่ียวนั้นจึงมีความจ าเป็นยิง่ 

ขั้นตอนการออกแบบงานวจิยัน้ี อิงหลกัทฤษฎีการออกแบบ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 ISD）ของด๊ิกและคาเรย ์

（Dick & Carey，1990） ซ่ึง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ผา่นเวบ็ภาษาจีนส า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กน้ี์มีความเหมาะสมแก่

ผู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ชาวไทยทั้งในระดบักลางและระดบัสูง โดยจุดมุ่งหมายในการวจิยัน้ีเพ่ือเพ่ิม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ทางภาษา

เฉพาะทางแก่ผู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ส า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ก ์ วทิยานิพนธ์ฉบบัน้ีไดแ้บ่งขั้นตอนการวจิยัออกดงัน้ี การวเิคราะห์

ความตอ้งการของผูเ้รียน การเรียบเรียงและจดัเก็บขอ้มูลอา้งอิงเบ้ืองตน้ การประเมินเน้ือหาและส่ือ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

สอนทัว่ไป การก าหนดและวางรูปแบบตลอดจนขอบเขตของเน้ือหาและการออกแบบเวบ็ไซต ์การจดัท าตวัอยา่งส่ือ

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บนเวบ็ ตลอดจนการประเมินผลและแกไ้ขปรับปรุงส่ือ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 ในการวจิยัน้ีมีผูเ้ขา้ร่วม

วจิยัทั้งส้ินจ านวนรวม 69 คน โดยแบ่งเป็นผูเ้รียนระดบั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รัฐ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ส่ีแห่ง อาจารยภ์าษาจีน

จ านวน 10 ท่าน และมคัคุเทศกส์ญัชาติไทยท่ีใชภ้าษาจีนจ านวน 3 ท่าน จากการท า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และการสมัภาษณ์

พบวา่จ านวนส่ือ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ตลอดจนหนงัสือภาษาจีนส า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กต์ามทอ้งตลาดยงัขาดแคลนเป็นอยา่ง

มาก ทั้งน้ีผูเ้รียนส่วนใหญ่เช่ือวา่ส่ือ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ผา่นเวบ็นั้นจะมีประโยชน์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รู้อยา่งยิง่  อน่ึง เน้ือห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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ของ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ผา่นเวบ็จึงไดร้วบรวม การปฎิบติังานจริงส า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ก ์ บท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ส าหรับ

มคัคุเทศกเ์พ่ือการท่องเท่ียว ตลอดจนแหล่งท่องเท่ียวภาษาจีน โดยเน้ือหาแบ่งออกเป็นทั้งส้ินสิบบท ในแต่ละบทจะ

ก าหนดขั้นตอ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รู้ไวท้ั้งหมดหกขั้นตอน 

หลงัผา่นการประเมินลกัษณะและปรับปรุงเวบ็ไซตแ์ลว้ ในล าดบัสุดทา้ย ไดจ้ดัท าแบบประเมินผลความพึง

พอใจในการใชเ้วบ็ไซตข้ึ์น โดยมีผูเ้รียนจ านวนทั้งส้ิน 37 ท่านและอาจารยช์าวไทยอีก 6 ท่านในการตอบแบบ

ประเมิน จากผลการส ารวจแสดงใหเ้ห็นวา่ ผูเ้รียนและอาจารยต์่างใหค้ะแนนในดา้นการออกแบบเน้ือหาหรือ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ต่าง ๆบนเวบ็ไซตอ์ยูใ่นระดบัท่ีสูง ดงันั้นการจดั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ส่ืออิเลค็ทรอนิกส์ทางเวบ็ไซตน้ี์จึงถือ

เป็นจุดแขง็ในการออกแบบส่ือ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 แบบประเมินความพึงพอใจในการใชเ้วบ็ไซตข์องผูเ้รียนมีค่าเฉล่ีย

รวมอยูใ่นระดบั 4.066 คะแนน แบบประเมินความพึงพอใจในการใชเ้วบ็ไซตข์องอาจารยค์่าเฉล่ียรวมอยูท่ี่ 

4.179 คะแนน จากผล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ส ารวจและสมัภาษณ์ สรุปไดว้า่การออกแบบส่วนต่างๆ บนเวบ็ไซตน้ี์ 

เหมาะสมและสอดคลอ้งกบัความตอ้งการของผู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ส า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กเ์ป็นอยา่งยิ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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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論文主要針對泰籍之中高級華語學習者為本研究的教學對象，目的 

為規畫與設計適合研究對象的觀光華語導遊教學網站。本章分為三節。第一

節為研究背景及動機，探討並了解泰國的觀光產業發展的概況與未來趨勢分

析、華語導遊的大致狀況、所面臨的問題、及未來的趨勢；第二節是研究目

的與待答問題；最後，第三節為研究範圍與重要名詞解釋。 

 

第一節  研究背景及動機  

一、 今日全球的觀光產業與其展望 

世界觀光組織（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UNWTO）對觀光的定義

是︰人從事旅遊活動前可往或停留某地不超過一年，而該地非其日常生活

環境，在此環境下進行休閒或其他目的的一種組合。此定義包含了觀光旅

遊的三個基本要素︰一、旅客從事的活動是離開日常生活居住地；二、這

些活動需要交通運輸將旅客帶到目的地；三、旅遊目的地有充分的軟硬體

設施與服務等，能夠滿足旅客旅遊需求，以及在該地停留期間的需要。 

觀光產業被視為世界各國的重要產業，對於亞洲國家而言，也扮演著重

要的角色。根據 Hall（2001：13）的研究指出，觀光業占了亞洲國家國內

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的 10.3%，高於世界平均值。而 

2008年時，全世界的觀光客人數已經多達九億兩千多萬人，觀光收入達到 

9,400 億美元左右（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2009）1。隨著時代的前進

與科技的發展，使得人們經常旅行，現今國外旅客的人次總數已達到每年6

億9,800萬。世界旅遊委員會（World Travel & Tourism，WTTC）進一步估計，

到了2015年時，全球旅遊與觀光需求（Travel and Tourism，T&T）將達10.7

兆美元，可創造2.7兆美元的旅遊與觀光產業產值（T&T Industry  

GDP），全球旅遊活動所創造的旅遊與觀光產業規模將達 7.8 兆美元，占全

球生產毛額（GDP）的11.3％。 

                                                      
1
 觀光業在 33 個國家中是最大的產業，其中 25 個是開發中國家（Richter 198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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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業可說是一種經濟活動（Lundberg et al. 1995：3），觀光事業（Tourism 

Industry）除對創造就業機會（T&T Economic Employment）及賺取外匯具

顯著效益外，在各國經濟發展方面亦扮演重要角色，泰國也不例外。華語圈

國家是泰國觀光產業上的重要市場之一，近年來訪泰的旅遊者（travelers）

及華語人士的旅遊者（chinese travelers）快速增加，總人數僅次於日本，中

國大陸、台灣、香港、新加坡，其數量成為第二大的旅遊客源地區（見第一

章，第一節之三）。泰國觀光產業向來為泰國帶來豐厚的外匯收入，對其經

濟發展具有重要的地位，以往歐美國家為其重要的客源地區。但因近期華人

市場興起，使泰國觀光產業發展更加迅速，觀光華語導遊學科順熱潮成為熱

門科系，學習華語人士也快速增加，因此華語觀光導遊及華語教師的缺乏也

成為目前泰國遭遇到的危機。 

根據 2007 年泰華農民銀行大樓（Kasikorn Bank Building，簡稱為

KBANK）2，中-泰文化與兩國經濟的發展研討會指出；泰國華語領域主要的

缺點是缺乏華語教師、華語教育研究以及有關華語各方面的職業人才，如；

翻譯員、觀光導遊等等。因此，筆者認為良好的課程教學設計及教材，能幫

助解決學習者與教師在教學上的一些困境，並能提升泰國華語觀光從業人員

的品質，促進泰國觀光事業的繁盛。 

本篇論文將針對泰籍之中高級華語學習者，主修中文系，華語觀光導遊

課程，規劃出以培訓專業觀光華語導遊為教學目的之網站，其對象為外來使

用華語為溝通語言的旅客如；中國大陸、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等華語圈

地區。其教學設計內容主要分為觀光導遊之理論與實踐、觀光華語導遊課

文、及泰國的觀光景點和必備的泰國相關知識。 

 

                                                      

2
 2007 年有泰國農民銀行、國立朱拉隆功大學和國立北京大學合作，中-泰文化與兩國經

濟的發展研討會，為與泰國農民銀行大樓舉行研討會。 

資料來源 : http://www.soc.cmu.ac.th/~yunnan/doc/th_cn_cult.htm  

http://www.soc.cmu.ac.th/~yunnan/doc/th_cn_cul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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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泰國的觀光產業 

（一）泰國的觀光產業回顧與現況 

泰國政府從 1960 年代開始發展觀光業時，就有為數眾多的美國大兵前

往泰國進行休閒度假，為泰國賺進不少外匯，也促進泰國觀光業軟硬體建設

的發展。越戰（Vietnam War）結束之後，泰國有效利用越戰時期所累積下

來的觀光資源，順利吸引大量美國與歐洲的觀光旅客。1982 年時，泰國觀

光業正式取代稻米成為最大的外匯來源，觀光業也開始進入黃金時期。在

1987 年推動「泰國觀光年」（Visit Thailand Year）行銷計畫相當成功，從 1987

年開始的這 10 年期間，可說是泰國觀光業的黃金 10 年（Kaosa-ard et al. 

1998：6）。到了 1997 年的亞洲金融危機（Asian Financial Crisis）3對於泰國

的整體經濟環境造成相當大的影響，觀光業自然也遭受到不小的打擊(陳尚

懋，2010)。不過，泰國政府有效結合公、私部門的資源與力量，除了推出

大型的國際行銷活動，如：「驚奇泰國」（Amazing Thailand）與「安心重遊

新泰國」（Unseen in Thailand），再加上推廣「醫療觀光」（Medical Tourism 

Cluster） 4 ，以及「曼谷素汪那普國際機場」（Bangkok International 

Suvarnabhumi Airport）啟用之計畫與實施等利多，迅速帶領泰國觀光業走出

金融危機的陰影。 

自從「Amazing Thailand」推出後，在 1998 年泰國就成功吸引了 776 萬

名外國觀光客，比 1997 年增加了大約 24 萬人次，成長率為 9.70%，比當時

的預定目標提高了 0.54%；而到了 1999 年，更是吸引了有 858 萬名觀光客，

遠超過預定目標 37 萬人次，成長率 4.48%。2000 年適逢泰國主辦第 13 屆

                                                      
3
 亞洲金融危機始自 1997 年 7 月泰銖的崩潰，以印尼、南韓、泰國、菲律賓及馬來西亞

等 5 國受害最深，各國根據所處主、客觀環境，採取不同的因應方法。 

4
 泰國醫療觀光是由醫院與許多相關支援單位合作組成，例如：飯店／復健中心、旅行

社、護士、救護車運作中心、醫療專家、泰國傳統醫藥專家、SPA 中心、翻譯協會等。

根據泰華農民研究中心（Thailand China Economic Information）之統計指出，2001 年泰國

國際病患人數僅為 55 萬人，至 2005 年增加至 125 萬人，成長率為 127%，而在 2001 至

2005 年間，國際病患人數之年成長率則平均為 24%。而在 2006 及 2007 年亦持續成長，

主要因為國際外派人士及國際觀光客赴泰之人數均逐年不斷增加。2006 年國際病患人數

達到 140 萬人，較 2005 年成長 12%，2007 年則為 154 萬人，成長 10%。 



針對泰籍之中高級華語學習者的觀光華語導遊教學網站設計研究 

 

 

4 

亞運（Asian Games），泰國觀光局（TAT）決定繼續沿用「Amazing Thailand」

政策等實施，該年的觀光人次已超過九百萬，帶來收入約 2,852 億泰銖，年

比提高 12.75%。而到了 2006 年訪泰遊客人數提高將近 1,400 百萬人次，成

長率為 20.01%。根據泰國商務部（MOC）的統計，2006 年時泰國共吸引

140 萬人次的國際病患，創造超過 300 億泰銖的外匯收入（高宜凡，2007）。

到了 2007 年泰國外來觀光客人數突破 1,400 萬人，年比成長約 4.65%，帶來

的收入為 5,477 億泰銖，年比提高 13.57%。如以觀光發展的十年期間來看，

國外訪泰的旅客有相當穩定成長，但其中出現兩次負成長，分別是 2003 年

訪泰遊客降為 736 萬人次（－7.36%）與 2005 年降為 151 萬人次（－1.15%），

其因受到「SARS」與「Tsunami」事件所影響。1997 年觀光客人數雖然與

前一年相比仍是正成長，但是成長幅度卻是除了兩次負成長以外，成長率最

低的一年，只有 4.65%。儘管如此，此一時期在泰國政府與民間部門的合作

之下，泰國觀光客人數還是從 1997年的 776百萬人次增加到 2007年的 1,446

百萬人次；觀光收入也同樣從 1997 年的 2,400 多億泰銖，增加到 2007 年的

5,400 多億泰銖（參見表一-1、表一-2）。 

 

表 一-1  1998-2007 年期間國外訪泰遊客的資料對比 

（資料來源：泰國觀光局（TAT）統計，Tourists Arrival in Thailand 2008，日期

2009 年 8 月 28 日，取自 http://www.mots.go.th） 

年度 遊客人數 停留天數 消費量平均(人日) 收入(Revenue) 

 (百萬) 百分比

(%) 

平均數 (泰銖) 百分比

(%) 

百萬 

(泰銖) 

百分比

(%) 

1998  7.76  + 7.53  8.40  3,712.93  + 1.12  242,177  + 9.70 

1999  8.58  + 10.50  7.96  3,704.54  - 0.23  253,018  + 4.48 

2000  9.51  + 10.82  7.77  3,861.19  + 4.23  285,272  + 12.75 

2001  10.06  + 5.82  7.93  3,748.00  - 2.93  299,047  + 4.83 

2002  10.80  + 7.33  7.98  3,753.74  + 0.15  323,484  + 8.17 

2003  10.00  - 7.36  8.19  3,774.50  + 0.55  309,269  - 4.39 

2004  11.65  + 16.46  8.13  4,057.85  + 7.51  384,360  + 24.28 

2005  11.52  - 1.51  8.20 3,890.13  - 4.13  367,380  - 4.42 

2006  13.82  + 20.01  8.62  4,048.22  + 4.06  482,319  + 31.29 

2007  14.46 + 4.65 9.19/P 4,120.95 + 1.80 547,782 + 13.57 

http://www.mots.go.th/ewt_news.php?nid=232&filename=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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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2  1998-2007年期間所產生的正負面影響 

年份 說明 

1998 泰國正式推出的 Amazing Thailand，是泰國公、私部門協力合作相

當重要的案例。Amazing Thailand 主要涵蓋三大領域，包括驚奇泰

國特賣（Amazing Thailand Grand Sales）、驚奇泰國美食（Amazing 

Taste of Thailand）與驚奇泰國旅遊（Amazing Thailand  

Tour Packages）等。（Rittichainuwat et al. 2002：118） 

1999 本年赴泰旅遊觀光客總數與 1998年有稍微提高，但在收入方面與

1998年相比沒有明顯差距。 

2000 本年在總收入與外國旅客人數方面，其數量與成長比率相當的樂

觀。無論在初訪旅客（first visitor）與再訪旅客（re - visitor）方

面都各有增加。 

2001 「911」恐怖攻擊事件之後，富有中東人士要前往美國進行醫療行

為，不易取得簽證，因而轉來泰國從事醫。 

2002 2001 年前總理塔克辛（Thaksin Shinawatra）上台之後對於觀光業也

相當重視，希望觀光業能成為泰國經濟復甦的希望（Phayakvichien 

2007: 52）。透過修法等方式來促進觀光業的發展，並利用 2002 年

進行行政改革之際，成立第一個觀光專責部會 「觀光與運動部」

（Ministry of Tourism and Sports, MOTS），透過推廣泰國文化的方

式來促進經濟發展（Chaisawat 2005：204）。 

2003 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與伊拉克戰爭。對泰國經濟與觀光

業已產生相當顯著的影響。 

2004 
年底泰國南部海嘯災難（Tsunami）影響到 2005 年的觀光業。  

2005 2004年底遭遇海嘯，受到打擊的觀光景點尚未全面的恢復。因此泰

國觀光產業到了本年仍持續受到影響。 

2006 9月19日，泰國發生政變，由頌提·汶雅叻格林（Sonthi Boonyaratglin）

將軍所帶領。根據表一顯示：觀光客人數與收入方面並未有明顯減

少的情況（Pankaew 2003：78）。 

2007 本年赴泰旅遊觀光客總數與2006年相差不遠，約仍達到1450萬人

次，比 2006年增加了百分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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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泰國觀光局（Tourism Authority of Thailand，簡稱為 TAT）統計，

2008 年訪泰的旅客已到達 1,440 萬人次，成為全世界 18 大觀光國（World 

Economic Forum，2009），在亞洲部分僅次於中國大陸、馬來西亞與香港；

觀光收入達到170億美元，為全世界排名第 11位（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2009，引自：陳尚懋，2010）。和 2007 年比較成長率為 1.25%。其總人數有

52.12% 來自東亞地區國家，人數最多前五名，依序為馬來西亞 12.38%、日

本為 7.91%、韓國為 6.10%、中國大陸為 5.67% 與寮國為 4.26%。（詳見附

附錄一， INTERNATIONAL TOURIST ARRIVAL TO THAILAND BY 

RESIDENCE: 2007 - 2011）。 

 

 

 

 

 

 

 

 

 

 

 

 

 

圖 一-1  2007-2011 年期間國外訪泰遊客的資料對比 

註 1：國外訪泰遊客人數（百萬） 

註 2：2009 年 4 月 11-12 日，觀光客人數上出現負成長；2009 年 3 月 19 日，

觀光客人數上出現負成長；泰國曼谷遭遇 50 年來最嚴重水災。 

（資料來源：泰國觀光局（TAT）統計，Tourists Arrival in Thailand 2008，

2009 年 8 月 28 日，取自 http://tourism.go.th/2010/th/statistic/tourism 

php?cid=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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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訪泰遊客數量隨著全球旅遊人口增減有著相對應的關係。以（圖 

一 -1）可知在 2008 年接待外國遊客約 1,458 萬人，年比降低 0.91 %；帶來

收入約 5,887 億泰銖，年比減少 16.14%。到了 2009 年，訪泰遊客人數減少

44 萬人，年比降低 2-3%。主要因受到全球經濟不景氣影響（Hamburger 

Crisis），加上第 2 季國內政治動盪，觀光需求在 2009 年中下半年明顯下降。

在 2010 年接待外國遊客 1,593 萬人，年比提高 11-12％；帶來收入約 5,932

億銖，年比攀升 14-17％。泰國觀光局（TAT）局長 Suraphon Svetasreni 表

示，2010 年接待外國遊客將超過預期目標，因為前 11 個月外國遊客人數已

達 1,403 萬人，年比提高 12.63％。主要是國內示威結束之後，遊客人數逐

漸回升。2010 年首季（High season）外國遊客人數 466 萬人次，提高 27.8

％；第 2 季 289 萬人次，受示威影響，減少 2.17％；第 3 季 376 萬人次，年

比提高 12.46％，已經恢復正常水準；第 4 季 4.61 萬人次，年比提高 8.37％

（詳見：附錄表一）。除歐美遊客外，其他國家遊客基本已恢復。另外，泰

國觀光局（TAT）局長 Suraphon（2011）提到，2010 年遊客年比提高 11-12

％，主要因為泰國旅遊業基礎穩健，以及旅遊資源具有吸引力。60％遊客是

第 2 次或者是多次來泰國觀光，遊客來自 30 多個國家，旅遊局將努力開發

新的遊客客源國，以及制定其他促進旅遊措施。 

 

（三）小結 

整體而言，進入到 1997 年代之後，泰國觀光產業的發展持續保持良好

的增長，但其中仍受到許多觀光負面因素影響，分別是 1997 年的亞洲金融

危機、2002 至 2003 年的伊拉克戰爭（Iraq War）、2003 年的 SARS 危機、2004

年底的泰南海嘯（Tsunami）、2006 年的軍事政變、2008 年的政治動亂與全

球金融海嘯（Financial Tsunami），以及 2011 年底的大洪災（Flooding）等，

但這其中影響最大的還是 1997 年 7 月 2 日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這場金融

危機對泰國的整體經濟環境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也嚴重打擊了其他亞洲國

家，泰國的觀光業更是首當其衝（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1999：7）。

而在2011年訪泰的旅客已到達1,910萬，打破泰國史上最高紀錄。（如圖 一-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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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一-2  1998-2011 年期間國外訪泰遊客人數的整體現象 

註 1：國外訪泰遊客人數（百萬） 

（資料來源：ThaiWebsites.com。日期：2012 年 01 月 02 日。） 

 

三、華語圈訪泰遊客的趨勢  

至今，隨著經濟快速發展，中國大陸出國旅遊人數持續增加，2004 年

大陸共計 2,885 萬人次出國旅遊，較 2003 年成長 42.68%，並已超越日本，

成為全球出境遊客最多的國家。如（圖 一 -2）所示，在 2011 年 1-11 月份

外國遊客（Foreign Traveler）訪泰人次已達到 1,710 萬，年比增加了大約 3,200

萬人次，成長率為 21.17%。其總人數有 54.31% 是來自東亞地區國家，人

數最多前五名，依序為馬來西亞 12.24%、中國大陸為 9.19%（年比成長

57.56%）、日本 6.12%、韓國 5.39%、新加坡 3.46%。另外，其他訪泰的華

語圈國家也順著增長，如台灣 2.52%（年比成長 28.05%）與香港為 2.26（年

比成長 33.49%）。（如下圖一-3；附錄表一）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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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一-3  2008-2011 年華語圈國家訪泰人次的趨勢 

註 1：華語全外訪泰遊客人數（百萬） 

（資料來源：泰國觀光局（TAT）統計，Tourists Arrival in Thailand 2008，

日期 2009 年 8 月 28 日，取自 http://www.mots.go.th） 

 

根據泰國觀光局（TAT）局長 Suraphon 指出，泰國觀光業近期的發展在

2013-2016 年所預估，為吸引外國遊客的推廣計畫，政府（Government 

Expenditures）約支出觀光局總預算 8,400 百萬泰銖，未來觀光產業的成長，

主要來自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與南亞等國的遊客，由於油價飆漲增

加旅遊成本，歐美、大洋洲、中東等長航程遊客僅會有小幅成長。另外，泰

國政府觀光與運動部（Ministry of Tourism and Sports of Thailand，簡稱為

MOTS）的報告指出，泰國觀光產業的未來發展在國家評定條件之下相當樂

觀，國外旅客的成長率，預期增長 3.4%。 

隨著中國遊客人數的增長，專業觀光華語導遊服務人員會隨著需求量而

增加。因此筆者認為，培養更多的專業華語導遊是必要的趨勢。泰國的觀光

華語導遊課程也是值得探討的。而設計教學時也必須考慮到觀光華語導遊的

角色。 

 

http://www.mots.g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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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泰國華語導遊的缺乏與所面臨的問題 

泰國政府觀光與運動部（MOTS）評審委員會會長在國家會議中指出5： 

泰國觀光局（TAT）為泰國政府觀光與運動部管理之下的重要機構，直接負

責觀光導遊職業管理與旅遊產業之推廣、規劃與執行相關的觀光計畫6，觀

光業雖然受到全球化的影響，但許多國家的觀光業仍受到國家或政府的控制

與管理（Hall，2001），泰國也不例外。Tanathon（2009）指出，在觀光業迅

速發展的情況下，從事服務業的觀光導遊職業人士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再加

上服務業在未來國際化的競爭將更激烈，觀光導遊業所面臨的問題仍受到許

多負面的影響，如：導遊職業執照和嚴謹的管理制度、外語導遊的缺乏、觀

光導遊職業的品質等問題，將分配說明如下： 

 

（一）導遊職業執照和嚴謹的管理制度 

 以前泰國法律對觀光導遊的資格要求相當不重視（Chantust，2003），

只要導遊外語通順，知道一些工作上的處理項目即可。隨著時代的變遷與科

技的發達，導遊資格的需求與導遊所扮演的角色因此有所改變。美國導遊職

業研究專家凱思琳.林格.龐德（Kathleen Lingle Pond，1992）認為，導遊人

員扮演的社會角色主要有：領導者、教育者、社交活動的組織者。導遊學習

者要從事導遊前，必須對導遊執業有一定的了解，具備了導遊專業知識與能

力，再經過導遊職業的教育訓練，最後通過導遊資格考試取得導遊的專業執

照（Qualification and Certificate）。在法律上若沒有導遊執照而進行導遊，將

被視為 「非法導遊」而會受到法律制裁，除非在某種特殊情況之下，政府

機構有特殊目的而需要某一方面的專業人士(無執照)的協助7。泰國專業導遊

                                                      
5
 第 54 屆國家會議成果發表，主題為國家旅遊業與體育委員會會議評估，發表於 2011 年

2 月 23 日，地點：國家會議廳第 3 棟 1 樓、委員會會議室 3101。資料來源：國家旅遊業

與體育委員會會議評估書刊。 

6
 2001 年前總理塔克辛（Thaksin Shinawatra, 2001-2006）上台之後對於觀光業也相當重

視，希望觀光業能成為泰國經濟復甦的希望（Phayakvichien 2007：52），透過修法等方

式來促進觀光業的發展，並利用 2002 年進行行政改革之際，成立第一個觀光專責部

會——觀光與運動部（Ministry of Tourism and Sports,MOTS），透過推廣泰國文化的方式

來促進經濟發展（Chaisawat 2005：204）。 
7

  如：2009 年 05 月，旅遊部長拿督斯里黃燕燕披露，部門將暫時開放導遊領域給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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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Professional Tourist Guide Association of Thailand，簡稱為：PGAT）組

長 Chatipon 指出：未來的外語導遊趨勢相當缺乏，非法導遊所佔的比率也

相當高，這些問題仍需要政府機構重視，並儘快解決。 

泰國導遊執照之分類： 

 (1) 普通導遊執照，分為金色與銀白色牌照兩類：此兩類同樣必須公立

有或立案之私立大學或高級職業學校以上學校畢業的資格。經由專門科系即

可申請遊執照，或如不同科系需經由國家導遊執照考試方式獲取。此兩種牌

照執差別在於金色牌照能在國內帶領國內與國外旅客，但金色牌照僅能在國

內帶領國內的旅客。 

 (2) 專門導遊執照，根據旅遊各方面的專業知識與專門地區，以不同顏

色的導遊牌照分類。 

 

（二）泰國華語導遊的缺乏 

 除此之外，外語導遊的缺乏也是一環相當需重視的部分。根據泰國觀

光局觀光產業與導遊登記部門（Bureau of Tourism Business and Guide 

Registration，Department of Tourism）8 局長 Thanatorn Thonghom（2011）指

出，從觀光發展中心（Guide and Tour Center）所統計的資料顯示，泰國外

語導遊的數量目前雖尚未穩定，但對未來供求的趨勢相當不樂觀，導遊將嚴

重缺乏，特別是外語通順的導遊，如：韓語、華語、日語等。針對此現象，

觀光與運動部（MOTS）前部長威拉薩（Weerasak Kowsurat，2011）指出，

隨著中國旅客訪泰人數增長的現象，觀光華語導遊在未來會有缺乏的趨勢，

因此需要進行預防的措施，其考量的範圍，包括：建立外語導遊培訓班、開

放予非本地或非本泰籍人士來幫忙等。另外，Chatipon（2009）的觀點認為，

外語導遊的缺乏的原因在於與國家政府所實施的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簡稱為；FTA9）經濟策略在國際間實施階段有直接的關係，換

                                                                                                                                                           

法語的非公民及大馬人，以應付國內嚴重缺乏法語導遊的問題。 
8

 泰文名稱為 “ส านกัทะเบียนธุรกิจน าเท่ียวและมคัคุเทศก”์ 
9

 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經濟體或主權國家，藉由降低彼此關稅、或減少其他規費，或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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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FTA 策略對各產業產生正負面的影響，觀光導遊事業也包含在內。

以下為目前觀光外語導遊的數量10： 

 

  

 

 

 

 

 

 

 

圖 一-4  2011 年外語導遊各方面的數量 

（資料來源：Bureau of Tourism Business and Guide Registration，日期 2011

年 12 月 29 日，取自 http://www.tourismcentre.go.th/index.asp?pageid 

152&parent=&directory=1136&pagename=content） 

 

 

五、泰國華語導遊的趨勢 

自 1998 年以來，泰國觀光業已帶來豐厚的收入，成為國家主要的經濟

來源之一。而於 2000 年泰國觀光業能在國外的相關單位與所有觀光業者，

推出訪泰旅遊的促銷活動，流動金額約 3,000 億泰銖。至於國內旅遊，為能

促進更多的國內遊客出遊，因此特別加強泰國各府與該地區所有行業的旅遊

                                                                                                                                                           

妨礙彼此進行自由貿易的障礙，進而促進彼此貿易活動之協定，依其促進經濟整合程

度，又可分成「優惠性貿易」、「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經

濟同盟」等型態。 
10

 2011 年的總外語導遊數量，僅將有執照的導遊算進，不包含無導遊執照的導遊在內。

本研究因這方面的資料相當有限，無法進行外語導遊數量不同年度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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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發展形象，尤其是以歷史、文化、名勝古蹟，以及環保旅遊（Eco-Tourism）

作為觀光景點的主要概念。 

雖然泰國政府能提出明確的旅遊促進政策，不過若缺乏專業訓練的導

遊，並無法實現該政策。因此，為能夠支持與協助導遊行業的發展，泰國旅

遊組織（TOT）11早從 1960 年成立開始，就與公、私立大學合作共同開設導

遊培訓的相關課程，這項合作計畫到 1995 年時，一共訓練超過時 18,000 名

導遊，並且有來自 21 所大學的 2,272 名學生順利取得導避的證照(陳尚懋，

2010)。 

另外，隨著近年來泰國與華人地區經貿往來和文化交流合作日益深入，

泰國在擴展旅行業與觀光相關行業、大量需要華語通的觀光導遊人才。因此

泰國觀光局（TAT）於 2010 年開始啟動「華語導遊培訓計畫12」，主要與公、

私立大學合作共同開設華語導遊培訓的課程，目標為培訓出具有華語能力的

觀光服務人員，提升導遊人員素質，具備專業態度、知識與技能，而執行資

格考的取得首先須通過資格考試。每年考取導遊照人數逐年增加，而目前從

觀光導遊培訓機構培訓出來的人員當中，67%以上是大學的畢業生。因此，

筆者認為良好的課程教學設計及教材，能幫助解決學習者與教師在教學上的

一些困境，並能提升泰國華語觀光從業人員的品質，促進泰國觀光事業的繁

盛。 

 

六、小結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好的教學設計能幫助學習者的學習效果，提升他

們在此領域各方面的中文能力。因此本研究將透過以上所探討的資料、所進

行的文獻探討及教學網站設計原則，針對泰籍之中高級華語學習者的觀光華

語導遊規劃與設計華語導遊教學網站所該具備的條件。 

                                                      
11 為現今的泰國觀光局（TAT） 
12

 華語導遊培訓課程主要是針對華語零基礎泰籍學習者。從語音開始，到基本詞彙、句

法、語法知識的系統詳細的講解，使得學習者具備基本的華語聽、說、讀、寫能力，構

建華語的基本知識框架，掌握有系統的華語學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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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及待答問題 

 根據上一節研究背景及動機，本論文的研究目的鎖定在針對泰籍華語中

高級程度學習者進行教學網站分析與設計。本研究希望透過文獻的相關探

討、泰國學習者觀光華語導遊需求分析、教師對於多媒體與及電腦輔助教學

的意見與專家導遊的看法。因此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分為： 

一、 調查泰國華語文教育與觀光華語導遊的教學現況； 

二、 進行泰國觀光華語導遊的教材與相關網站評估； 

三、 分析相關文獻並找出教學的方法與原則； 

四、 基於文獻探討，規劃出適合泰籍學習者華語教學設計模式； 

五、 規劃出針對泰國學習者華語導遊教學的網站所該具有的條件。 

 基於以上研究目的，本研究的待答問題如下： 

1. 專業語言教學與一般的語言教學有何不同之處? 

2. 針對泰國之觀光華語導遊教學設計的原則與特性為何? 

3. 針對泰國之觀光華語導遊教學網站設計應注重哪些? 

4. 針對泰國之觀光華語導遊教學網站內容定位為何？ 

5. 針對泰國之觀光華語導遊教學網站須具有哪些功能設計？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重要名詞解釋  

一、 研究範圍  

 本論文所研究的範圍為─以多媒體與網際網路的學習效果，提高泰國學

習者華語觀光導遊的語言學習。依據資料分析，以及泰國學習者的需求分

析、教師與觀光華語導遊職業之意見調查發現，泰國漢語教學的各方面，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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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會話、詞彙、語法等皆有相當進步的發展，但仍缺乏華語觀光導遊的教

材。因此，本論文將基於觀光導遊的基本能力及市場需求，探討文化教學、

專業語言教學設計模式，進行觀光華語網站教學之規畫與設計及評估，所設

計的範圍包含： 

(1) 觀光華語導遊； 

(2) 現有教材調查； 

(3) 文化教學； 

(4) 現有教材評估； 

(5) 網站教學設計。 

 

二、 重要名詞釋義  

(1) 「華語」： 

即台灣的「國語」、中國大陸的「普通話」、香港的「普通話」、新加坡

的「華文」。以中文作為第二語言教學時，稱作「華語」，泰國稱為「中文」、

「漢語」。 

(2) 「華語文教學」： 

是指對外國人進行的華語教學，也包括對第一語言（L1）不是華語的海

外華人進行的華語教學，或是「以華語作為第二語言或外語教學的教育」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Foreign Language）。台灣指的「華語文教

學」，就是大陸方面稱作「對外漢語教學」，對象以華語為第二語言學習的教

學稱之。 

(3) 「泰國中文系」： 

指在大學裡提供中文主修課程的單位。通常是文學院（คณะอกัษรศาสตร์ – 

Faculty of Arts，คณะศิลปศาสตร์ - Faculty Liberal Arts）、人文學院（คณะมนุษยศาสต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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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ulty of Humanities）、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คณะมนุษยศาตร์และสงัคมศาสตร์－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等學院東方語言部裡的專業之

一，並非獨立出來的系所。但因在漢語裡─「中文系」此名稱，對華人來

說，比較能將「大學裡的中文教學單位」的意思表達出來。所以各大學的中

文專業便慣用「中文系」來稱呼其單位的名稱。 

(4) 「泰國學習者」： 

在本論文裡均指在泰國學華語文之學習者。 

(5) 「中高級華語學習者」： 

本研究之中高級華語學習者，根據台灣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原稱

TOP)對測驗適用對象之敘述：TOP 中等華語文能力測驗適合在台灣學習華

語的時數達 480-960 小時，或是在其他國家、地區學習 960-1920 小時；TOP

高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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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泰國地區中高級程度華語學習者為對象。 

(6) 「華語導遊」： 

指泰籍或外籍導遊以華語文進行溝通交際之職業。 

(7) 「觀光華語導遊教學」： 

以培訓專業觀光華語導遊為教學目的之教學，其內容主要為觀光景點、

歷史背景、文化、導遊相關用法，如：詞彙、句型、對話、練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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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針對本研究之研究主題－「針對泰籍之中高級華語學習者的觀光

華語導遊教學網站設計研究」進行相關文獻探討。其主要內容分成四節：第

一節將探討華語觀光導遊的相關理論；第二節為文化教學；第三節為專業語

言教學與觀光華語教學；第四節為泰國的觀光華語導遊教育之現況探討；第

五節為數位教學設計。 

 

第一節 觀光華語導遊 

一、 導遊之定義 

依據發展觀光條例第二條第十一款，對導遊人員所下的定義：指領有執

業證，執行接待或引導來華旅客旅遊業務而收取報酬之服務人員（蕭仕榮，

2007）。 

「導遊」一詞是英文 “Guide”13 的中文譯稱。林燈燦（2006）指出，「遊」

的本意首先是遊玩、遊覽、旅行。其次包含遊歷、遊學、增長見聞閱歷。其

三含有交遊、交往、交際的意思。 

「導」和「遊」合在一起組成新的詞語「導遊」，便產生了新的涵義。 

根據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的解釋：「導遊」為專門引導觀光客遊覽的從 

                                                      
13

 關於西方對「導遊」的定義，舉例如下： 

  ( 1 ) " Tour Guide: In its purest industry definition, is "one who conducts a tour" or one with 

"a broad-based knowlege of a particular area whose primary duty is to inform".  Outside the 

industry, the term tour guide is widely used to describe the various professionals who are in any 

way engaged in guiding people,including tour managers,docents,and interpreters. " (Pond, 

Kathleen Lingle (1993)。 

  ( 2 ) " person who guides visitors in the language of their choice and interprets the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of an area, which person normally possesses an area-specific qualification 

usually issued and/or recognized by the appropriate authority".(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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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人員。大多經過專業訓練，對遊覽勝地的景觀與人文背景有深入了解， 

並多精通兩國以上的語言，隨時對旅客解說，以增進遊興。 

Charles J.Matelta （1990）將「導遊（Guide）」定義為：某特定的個人

有執業證而受雇於照顧觀光客在當地觀光和遊覽的人。「導遊」可以解釋為

組織、協調旅遊活動，以滿足旅遊者遊覽、交往、增長見聞與閱歷的願 望，

是一項給予組織、賦予教益、陶情怡性、增進了解和友誼的服務性工作（林

燈燦，2006）。 

關於「導遊」的解釋，張踐（1990）更進一步指出：「導遊」有時指導

遊業務、導遊行為、導遊人員的總稱，有時是導遊業務、導遊人員的簡稱。 

「導遊（Guide）」通常有兩種用法，一種是動詞（verb）和另一種是名

詞（noun）。動詞的用法意思是 “引導”；名詞的用法意思則是 “引導者”，

其含意是“為他人引路者”，特別是受雇而為他人在旅途參觀中指點風光名勝

者。 

根據以上眾多學者所下之定義，本論文將「導遊」界定為：是指引導帶

領團體旅遊活動，身兼執行者、監督者、照料者、教育者、演說者及娛樂者

等多重角色的小管家；同時，也指受旅行社委派，在旅行活動中負責為旅遊

者提供嚮導、講解及相關接待服務的專業人員。 

 

二、 外語導遊的角色與導遊的專業素養 

（一）外語導遊的角色 

在《導遊心理學》一書中，一位美國旅遊專家說“導遊人員重要與否，

從這樣的事實人們可以得出結論：那就是一個好的導遊帶來一次愉快和成功

的旅行，反之，肯定是不成功的旅行”(王明波，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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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說法反映了導遊對於觀光產業的重要性。觀光外語導遊是將無生

命的建築物、視為地區重要的文化財產，轉為有生命的無形資產，並將之連

結在國家的傳統、文化、歷史上，讓遊客感覺到有意義。 

趙恩英（2003）定義導遊的角色，如下： 

1.引導旅行團的領隊； 

2.友善且公平對待的朋友； 

3.有語言障礙之遊客的商談者和討論物件； 

4.製作快樂旅遊行程的導演； 

5.確保安全的保鑣； 

6.轉達對觀光資源的知識。 

觀光產業是一個綜合性的企業，如果說旅行業是觀光事業的核心，則導

遊人員就是旅行業接待工作的支柱，是整個旅遊接待工作中最積極、最活

躍、最典型，也許是決定一次旅遊成敗最關鍵性的工作人員。他們對外還是

一個國家的代表。林燈燦（2004）的研究指出：導遊事業的發展過程中，在

觀光事業的功能和作用，其內容如下： 

1. 導遊人員是觀光事業的基本動力； 

2. 導遊人員是觀光事業的尖兵； 

3. 導遊人員是國民外交的先鋒； 

4. 導遊人員是吸引觀光客的磁石； 

5. 導遊人員是「旅客之友」、「旅客之師」。 

上述五個論點是導遊人員在觀光事業中的功能，也反映了導遊對國家發

展觀光業的重要性。故世界各國對導遊人員都有很高的評價。日本人稱為「無

名大使」，日本交通公社認為「導遊人員是旅行社的支柱；是旅行社的代表」。

美國人稱導遊人員是「祖國的臉面」，倫敦旅遊局在培訓導遊人員時稱導遊

是「倫敦大使」。總之，許多國家認為導遊是表現一個國家的「櫥窗」，是一

個國家文明的體現。導遊人員與觀光事業乃密不可分，要發展觀光業，條件

固然很多，但培養優秀的導遊人員是其中重要的環節（林燈燦，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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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hen（1985）認為「現代導遊的起源具備探路者（Pathfinder）、顧問  

（Mentor）兩種角色，這兩種角色功能都包含：工具（Instrumental）、社交

（Social）、互動（Interactionary）及溝通（Communicative）等內在與外在取

向。」因此，可歸結為四種主要組成因素，分別為：工具取向（Instrumental 

Primacy）、社交取向（Social Primacy）、互動取向（Interactionary Primacy）

與溝通取向（Communicative Primacy）。如圖三： 

 

         Outer-Directed (外在取向)   Innter - Dirrects(內在取向) 

Leader 

Sphere 

(領導面) 

 

Mediatiry 

Spere 

(協調面) 

 

圖 二-1 導遊人員的角色扮演 

(資料來源：邱豐得 (2004) 譯自 Cohen, Erik. (1985) . The Tourist Guide : 

The origin,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Rol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Vol.12,10.) 

 

 

 （二）導遊的專業素養 

導遊從原始的探路角色到專業的領域所扮演的角色，眾多研究者認為，

導遊應具備專業素養是無庸置疑的，內容如下： 

1 溝通能力：口語、翻譯、應用等的專業能力語言。 

 

Instrumental Primacy 

Original Guide 

(工具取向 - 原始導遊) 

Social Primacy 

Animator 

(社交取向 – 鼓舞) 

Interactionary 

Tour Leader 

(互動取向 - 領隊) 

Communicative 

Professional Guide 

(溝通取向 – 專業導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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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導遊實務知識：領隊技巧、入出境觀光相關事務法規、旅遊安 

  全、緊急事件處理、急救常識。 

3 觀光資源知識：泰國觀光資源維護、泰國旅遊地理、泰國旅遊 

  歷史。 

另外，導遊工作是一項知識密集型的服務工作，應該精益求精、努力學

習、不斷提高導遊服務水準。林燈燦（2006）將導遊人員應具有的職業素養

分述如下： 

一、 豐富的知識； 

二、 具體說寫流利的外語能力； 

三、 靈敏的觀察能力及應變的本領； 

四、 清澈的表達能力； 

五、 健康的體魄。 

 

三、 導遊所應具備的能力 

導遊所扮演的角色無論在工作上的種種項目，以及在語言交際方面，溝

通能力為相當重要之前提條件。全京善（2000）的研究指出，導遊為觀光的

重要組成因素，而導遊的溝通能力更能吸引遊客，進而影響到遊客對旅行的

滿意度。 

根據張百佳（2002）的外語導遊員的能力構成模式指出，外語導遊員首

先是導遊員，必須具有專業導遊員所有的職業道德，掌握導遊基礎知識及導

遊業務知識和能力。在此基礎上，外語導遊員的職業能力突出體現為口語交

際能力、翻譯能力和較強的跨文化交際意識。三者關係，如圖二-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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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2  外語導遊員的能力構成 

（資料來源：張百佳（2002）。導遊翻譯課程中的能力訓練。（鷺江職業大學，

鷺江職業大學學報，第 l0 卷，第 4 期 2002 年 l2 月） 

 

文實英（2002）更進一步地強調「觀光導遊的溝通能力的重要性」。

她針對三個國家（中國、日本及美國）的團體旅行者進行問卷調查，並分

析出國籍與導遊溝通能力之間的關係（引自：陳淑萍，2008,p.21- 22）。

其結果如下： 

1. 美國：美國遊客的旅行動機主要是為了讓自己的人生以及生活 

豐富一點，他們不太重視導遊的溝通能力，而比較重視導遊非語言

的因素，如：表情、手勢或動作、聆聽的態度、端莊的服裝等，因

此英語導遊需要加強「非語言方面」的溝通能力。 

 

 

翻譯能力  跨文化交際意識 

口語能力 

語言應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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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本：日本遊客的觀光動機是為了享受自由、散散心等，比較偏好

輕鬆地旅行，他們與美國、中國大陸遊客相比，他們比較不重視導

遊的語言與非語言的溝通能力。針對日本遊客，導遊需要在不同情

境或者語境下，抓住他們的需求，而不太需要正確的語言表達能力

或解說能力。但針對追求知識、自由、休息等的遊客而言，導遊應

要注意適當的敬語使用、微笑、同意遊客意見的態度。 

3. 中國大陸：中國大陸遊客的旅遊動機遠比其他國家複雜，因此他們

對導遊的語言與非語言的溝通能力比任何國家都還高。尤其是他們

比其他國家還喜歡導遊關心他們，如：稱讚遊客、提問、叫名字等，

特別重視與導遊的交流。他們的主要旅遊動機來自想要體驗當地的

文化，因此他們對導遊的講解期望很大，往往要求導遊仔細說明觀

光資源以及與中國或名人有關的故事等。 

 

此外，Chantust（2003）探討觀光導遊在不同國家與該文化的差異，歸 

納出不同地區的旅客行為，他針對東亞國家地區指出：日本、中國大陸、台

灣、韓國、香港等地區為泰國觀光業最大的市場，這些國家的社會與文化跟

泰國某部分相似，但因環境、經歷不同，在行為上是值得探討的，如：日本

的經濟發展非常的成功，因此人們需要休息、散散心；中國大陸特別是年紀

比較大的旅客，情緒不穩、對每一件與自己國家有差異或相似特別留意，他

們非常節省。 

 綜上所述，華語導遊的語言溝通能力比其他語言導遊還重要，導遊若對

於該國的歷史及不同文化背景的瞭解不深，在跨文化交際時必定會碰到有一

些障礙。因此華語導遊需要不斷地練習語言溝通上的能力，並提升對目的語

文化的了解。下一節將探討文化在外語教學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華語導遊

的語言教學上所需要的文化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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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化教學 

 華語教學為一種跨文化之教學，針對華語非母語，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之

學生所進行之語言及文化教學須注重哪些因素。本節將探討眾多學者對語言

與文化所下的定義、文化在外語教學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語言教學中的文

化導入，希望為本研究觀光華語導遊網站教學設計尋找定位點。 

一、 語言與文化 

文化（culture）14的解釋眾多紛紜，有許多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都下過

定義，曾作過統計：自 1871 至 1951 年 80 年裡，關於文化的定義有 164 條

之多，不同定義者關心的領域或目的會有不同的見解與看法（金惠淑，

2005）。人類學的鼻祖泰勒 Edward Tylor 是現代第一個對文化進行明確定義

的學者，他於 1871 年出版了《原始文化》一書中對文化所下的定義：文化

是一個複雜的總和，包括：知識（knowledge）、信仰（faith）、藝術（art）、 

                                                      
14

 關於「文化」的定義，舉例如下： 

  ( 1 ) "Most social scientists today view culture as consisting primarily of the symbolic, ideational,  

and intangible aspects of human societies. The essence of a culture is not its artifacts, tools, or 

other tangible cultural elements but how the members of the group interpret, use, and perceive 

them. It is the values, symbols, interpretations, and perspectives that distinguish one people from 

another in modernized societies; it is not material objects and other tangible aspects of human 

societies. People within a culture usually interpret the meaning of symbols, artifacts, and behaviors 

in the same or in similar ways." (Banks, J.A., Banks, & McGee, C. A. , 1989) 

  ( 2 ) "Culture: learned and shared human patterns or models for living; day- to-day living patterns.  

these patterns and models pervade all aspects of human social interaction. Culture is mankind's 

primary adaptive mechanism" (Damen, L. , 1987 : p. 367). 

  ( 3 ) "By culture we mean all those historically created designs for living, explicit and implicit,  

rational, irrational, and nonrational, which exist at any given time as potential guides for the 

behavior of men." (Kluckhohn, C., & Kelly, W.H. , 1945, pp. 78-105) 

  ( 4 ) " Culture consists of patterns, explicit and implicit, of and for behavior acquired and transmitted  

by symbols, constituting the distinctive achievements of human groups, including their 

embodiments in artifacts; the essential core of culture consists of traditional (i.e. historically 

derived and selected) ideas and especially their attached values; culture systems may, on the one 

hand, be considered as products of action, and on the other as conditioning elements of further 

action." (Kroeber, A.L., & Kluckhohn, C. ,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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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moral）、法律（law）、習俗（custom）以及作為一個社會成員所獲得

的能力與習慣的複雜的整體 15。由於泰勒的文化定義缺少“物質文化

（material culture）”的內容，後來一些社會學家及文化人類學家對泰勒的

定義進行了修正，補充進了“實物”的文化現象。如，一位文化功能學派的

創始人文化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引自費

孝通，1987）發展了泰勒的文化定義，他指出：文化是指那一群傳統的器物

（implements），貨品（types of goods），技術（technology），思想（thought），

習慣（habit）及價值而言的，此一概念包容著及調節著一切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s）。 

另外，美國社會學家波普諾（David Popenoe）則從抽象的定義角度對文

化作了如下的定義：一個群體或社會共同具有的價值觀和意義體系，它包括

這些價值觀（values）和意義在物質形態上的具體化，人們通過觀查和接受

其他成員的教育而學到其所在社會的文化。筆者認為，波普諾之定義概括了

泰勒與馬林諾夫斯基所下的定義，而從波普諾對文化的觀點顯示：人類所創

作的一切，如：事物（object）、技術（technology）、思想（thought）、語言

（language)、行為（behavior）等都包含在文化之中，換言之：所有事物都

包含在文化之內。我們再從此說法歸納出語言與文化的關係（金惠淑，

2005)。十八、九世紀洪堡特（W. von Humboldt，1767-1835）提出「語言相

關論（linguistic relativism）」，他認為：語言反映了一個民族的社會、文化、

心理結構，同時個人的世界觀又受到語言的控制。美國人類語言學家薩披爾

（Edward Sapir，1884-1939）和沃爾夫(B. L. Whorf，1897-1941）比較美洲

印第安語（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證實了：各個民族的時間觀念、空

間觀念、色彩觀念、親族觀念、主語賓語觀念都不一樣，這些民族觀念反應

在語言上。因此，語言與文化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學習一種外語等於學習

一種文化，熟悉文化體系，有助於語言使用得當及整體性掌握語言結構。 

正如美國 Edward Sapir（1921）所說：「語言的背後是有東西的。並且，

語言不能離文化而存在。所謂文化就是社會遺傳下來的習慣和信仰的總和， 

                                                      
15

 英文定義為：“Culture is that complex whole which includes Knowledge, belief, art, moral, law, 

custom, and any other capabilities and habits acquired by man as a member of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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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它可以決定我們的生活組織。L. R. Palmer（1936：151）也同樣指出：「語

言的歷史和文化的歷史是相輔而行的，它們可以互相協助和啟發」。 

綜上所述，眾多學者對語言與文化之論點雖大同小異，但是無論如何，

至少我們能得知：語言與文化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相輔相成的作用，並可

以知道它們所涉及的範圍是相當廣的。對於文化的定義，或許我們能從最基

本與最原始的觀念思考，如：文化的定義，應從日常生活多表現的特有生活

方式、表達方式和價值觀這個層面來決定(曾金金，1997)。 

 

二、 外語教學與文化的角色 

 從前一節所探討得知，文化與語言是密切相關，語言承載了文化，文化

內蘊於語言，語體交際中常是文化與語言之間的交互作用（陳懷萱、舒兆民、

林巧婷，2008）。程棠（2008：226）在《對外漢語教學—目的、原則、方法》

一書強調：語言是人類交際的最重要的工具，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語言教學

自然要涉及文化內容和文化背景知識。特別的是，當我們提出培養交際能力

的教學目的之後，文化背景知識的傳授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劉珣（2000：22）

也同樣指出：對外漢語教學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應該與文化因素緊密結合，

語言教學本身就應該包含運用目的語成功地進行交際所必需的文化內容。 

以上的論點反映了外語教學與文化的必要性。對於外語教學與文化之間

的關係已有眾多學者提出不同的觀點。如，Oswalt（1970）提出了大文化

（Large Culture）與小文化（Small Culture）的概念，所謂大文化是指在一

個社會裡一般的或出色的個人作品、對社會的貢獻，包括：歷史、文學、哲

學、政治、經濟、科技等。小文化則是人們在社會裡的行為模式、生活 

方式、價值觀、傳統與民俗以及出於溝通需求產生的文化。Kenneth Chastain

（1976）將大文化與小文化此概念延伸到外語教學之應用，他指出：在外語

教學上「小文化」為文化教學的基礎，「大文化」則為高級課程的主要內容

以便讓學習者具有跨國際性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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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 Stern（1992：208）根據文化的結構和範疇將文化分為廣義和狹義

兩種概念。廣義的文化即大寫的文化（Culture with a big C），狹義的文化即

小寫的文化（Culture with a small c）。廣義文化指的是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

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它包括：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心

理文化三個方面。物質文化是指人類創造的種種物質文明，包括交通工具、

服飾、日常用品等，是一種可見的顯性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分別指生

活制度、 家庭制度、 社會制度以及思維方式、宗教信仰、審美情趣，它們

屬於不可見的隱性文化。包括：文學、哲學、政治等方面內容。狹義的文化

是指人們普遍的社會習慣，如衣食住行、風俗習慣、生活方式、行為規範等。

全建強（2001a）將大寫的文化稱作「介紹性文化」例如：地理、歷史、文

化、文藝、哲學、政治等方面的內容。他將小寫的文化稱作「交際性文化」，

即：普遍的社會習慣或某一社會成員對其文化的適應能力，如：詞語文化及

其他廣發的內容。全建強（2001b）的觀點認為「介紹性文化」課程不是以

交際為目的，也不具備交際的特徵，因此教師可以直接使用母語講授這些文

化知識，但是真正的文化交際能力並沒有得到提高。對外語教學更具有影響

力的應該是具有交際性的普遍文化，即「小寫文化」。 

綜上所述，語言是文化的載體，也是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學習一

種語言，必須同時學習該種語言所負載的文化。正如美國語言學家 Kramsch

（1998：3）在闡述文化意識的同時指出：學習第二語言文化能夠促使學習

者更熟練地掌握第二語言。一個成功的語言學習者應該是一名成功的文化學

習者（Brown，1986）。 

 

 

三、 文化教學的目標及階段 

Seelye（1993）在 “Teaching Culture：Strategies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 

cation” 一書中討論了在第二語言教學中融入文化指導的意義和方法。他們

提出了六個與此相關的具體目標： 

1. 興趣（Interrest）： 學生對另一種文化表示好奇，並且把對該文化的

好奇心移情至該文化圈中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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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象（Who）： 學生了解到角色的預期和其他社會變數，如年齡、

性別、社會發展階段（stage of social development）、宗教、種族、

居住地等會影響到人們說話與行為的方式。 

3. 什麼（What）：學生能明確有效的溝通建立在文化的認知上，這種

認知來自於當他們對周圍的世界進行思考、行動、反應時，在心裡

喚起文化上被限制的現象。 

4. 地點及時間（Where and When）：學生認知到情境變化和交談行為的

重要。 

5. 為什麼（Why）：學生理解一般人的基本行為模式，是因為他們為了

滿足基本的物理和心理需要以及受社會制約的影響。 

6. 探索（Exploration）：學生能判斷文化內涵的表現，並且具有對於文

化相關的訊息進行組織與區分的能力。 

 

此外，關於第二語言習得與文化習得，Hammerly（1982）在討論第二 

語言能力時亦指出：第二語言能力是在溝通能力中發展的，而溝通能力又是

在文化能力下發展的。因此，語言學習者在語言學習的同時，開始認識並逐

步習得文化，進而累積文化知識的能力，語言習得無法脫離文化習得而存

在。可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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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3  Hector Hammerly's Cones 

（資料來源：Hammerly（1982，p.214）） 

 

 

四、 語言教學的文化導入 

Seelye（1988）在「Teaching Culture」一書中提出了提高學生跨文化交

際的七大交際目標及五大交際教學原則。  

其中七大交際目標如下： 

1. 使學生逐漸意識到人們的行為無不受到有關文化的影響。 

2. 使學生逐漸意識到人們的言行受到某些可變因素的影響，諸如： 

年齡、性別、社會、階層、居住環境等。 

3. 使學生進一步瞭解目標語文化在通常情況下的常規行為。 

4. 提高學生用實例對目標語文化斤西瓜評價並加以完善的理解能力。 

5. 增強學生對目標語中詞及片語在文化內涵上的瞭解。 

6. 使學生具有必要的查獲及整理有關目標語文化資訊的技巧。 

7. 激發學生對目標語文化的求知欲並鼓勵他們與該文化的人們有所  

  共鳴。 

 

而提高學生跨文化交際的五大交際教學原則如下： 

Cultural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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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過所教授的語言瞭解其文化； 

2. 使文化行為成為每課學習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3. 使學生獲得他們認為所需的缺德社會經濟地位的能力； 

4. 使所有不同水準的學生對自身文化及目標語文化均有瞭解； 

5. 要意識到並非所有的文化教學指在改變學生自身的文化行為，而是 

要求學生認識到人們的某些行為是受其文化影響，並對那些行為 表

示理解。外語教學需要適時、適度地導入相關的文化知識，可以通

過注解法、融合法、實踐法、比較法、講座法等進行文化導入。 

以上的內容主要針對學習者如何跨文化交際的原則，學習者學習目標語

的同時，對該文化需有一定的基本了解。 

有關語言教學的文化導入，在「關於外語教學中文化導入的思考」論文

中提到，外語教學中的文化導入可以通過的七種方法，如：註解法、融合法、

實踐法、比較法、專門講解法、文化講座法、利用圖片展示法（楊國燕，2001）

16，茲說明如下： 

1. 註解法：教師所學教材內容對相關的文化知識加以註釋，有助於學

生掌握得體的交際文化。如歷史性的課文要進行補充一定的時間、

地點、政治背景的內容。 

2. 融合法：教師結合課堂教學融入相關的文化知識，利用課前幾分鐘，

講解主要涉及的英-美國家的主要知識，尤其是文化差異方面的知識 

3. 實踐法：結合教學內容，讓學生改變對話進行表演，使學生身臨其

境的感受語言與文化。 

4. 比較法： 教學中通過對比兩種文化的差異，來導入文化。 

                                                      
16

 關於外語教學中文化導入的思考(An introduction of culture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作者:楊國燕 學術期刊 石家庄職業技術學院學報 JOURNAL OF SHIJIAZHUANG 

VOCATIONAL TECHNOLOGY INSTITUTE 2002 年第 14 卷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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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專門講解法：當談到歷史劇、文學小說的作品時，對人物的刻畫、

背景及性格的描寫，進行專門講解。 

6. 文化講座法：定期、限時、結合某一章節進行一次或系列性的講座。

每門課都是由一系列相關的專題組成。 

7. 利用圖片展示法：以圖片展示說明某一個「文化現象」，或具體操作。 

正如俄國學者 Cnmeohoba（1993）所言，學習語言的同時也應該要注

意文化的學習。要學好一國的語言不單只是注重聽、說、讀、寫的技巧與能

力，該國的文化學習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只是一味地強記單子而不去了解

該國的社會、歷史及文化，那在學習的過程中必定充滿艱幸及不確定性。即

使語言能力很強，但是對文化不了解的話在面對翻譯的問題的時候，必然會

遇到一些困難而無法將原文做最貼切的傳譯。 

 

 

第三節  專業語言教學與觀光華語教學 

一、 專業語言教學 

在語言教學裡有一種針對特殊目的而決定的教學內容及教學方法，即專

業語言教學（Language for Specific Purposes）。專業語言教學模式，始於專

業英語（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以下簡稱 ESP）的研究，專業英語

源於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間科技的交流及貿易的需求，1970 年代的石油危

機，使得各國的交流日益頻繁，而對於具有國際共通性的英語，在實際的運

用上，一般英語（General English）已不能滿足各種專業學習者的需求

（Hutchinson & Waters，1987），在 1970年代初期便有Ewer & Latorre, Swales, 

Selinker & Trimble 等學者已開始研究科技英語（English for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根據 Strevens（1997：90）以及 Tom Hutchinson and Alan Waters（1987）

指出，ESP 是根據某一特定專業設計的英語課程、教學大綱與教材，教授

學生英語的一種語言教學方法，有別於一般英語（General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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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dley-Evans and St. John（1998）進一步提出較具體且較多元性的概

念，他們認為 ESP 可分為絕對屬性和變異屬性兩種： 

  

 絕對屬性 (Absolute Characteristics) 

1. ESP 配合學習者的特殊要求。 

2. ESP 運用針對學科所設計的方法及活動。 

3. ESP 以語言（包含：語法、詞彙、語體)、學習技巧（包含： 

聽、說、讀、寫）、篇章及與之相配合的教學活動為中心。 

   

  變異屬性 (Variable Characteristics) 

1.  ESP 可針對特殊學科而設計。 

2.  ESP 可在實際教學上運用不同於一般英語的教學方法。 

3.  ESP 可為成人依不同能力分級或職業需要而設計，亦可為中   

 等學生而設計。 

4.  ESP 一般是針對中高級學習者而設計， ESP 課程雖假定學 

 習者具備語言系統的一些基本知識，但仍可以針對零起點的  

 學習者為對象而設計。 

 鄭萍（2006）認為 ESP 是一種目標明確、針對性強、實用價值高的教

學途徑。ESP 的兩個主要特點是： 

（1）ESP 學習者均為成年人，包括從事各種專業的專門人才、在崗或

者正在接受培訓的各類人員、在校大學生、某一部分將來需要經常使用英語

的中等專業學校或職業中學的在校學生。 

（2）ESP 學習者學習英語的目的是把英語作為一種手段或工具來學

習，以便進一步進行專業學習，如各類大學的非英語專業學生，或者是把英

語作為手段或工具來學習以便有效地完成各項工作。ESP 的精髓是分析和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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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不同學習者的不同需要，以提高教學效果。 

從以上論述得知，專業英語之學習者多為成人，經過自行慎思考量需求

後決定學習與否（陳佳琦，2005）。另外，Hutchinson & Waters（1987）指

出，在專業英語中，學習者的需求分析（needs analysis）是十分重要的一環，

因為可藉此得知學習者的興趣、目的為何，動機是否強烈，此等皆在在影響

到學習成效。 

 因此，ESP 可以在特殊教學環境裡使用跟一般語言教學環境不同的教學

方法。ESP 不是一種特殊的英語語言，是針對特殊目的的語言，與特殊語言

不同（金惠淑，2005）。 

 

        Pre-experience 

    EOP    Simultaneous/In-service  

        Post-experience 

 

ESP        For study in a    Pre-study 

        specific discipline    In-study 

      Post-study 

 

EEP/EAP         

     Independent 

As a school subject   

              Integrated 

 

圖 二-4  ESP classification by experience (ESP) 

（資料來源：Tony Dudley-Evans and Maggie Jo St John (1998)。Development 

in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Cambridge.London :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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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5  ESL classification by professional 

（資料來源：Tony Dudley-Evans and Maggie Jo St John (1998). 

Development in English for Purposes.Cambridge.London：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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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觀光華語教學 

由以上論述可見，ESP 不但涉及語言學和教育的知識，還涉及學生所 

學的專業知識，如：商務英語、財經英語、醫學英語、導遊英語、法律英語、

報刊英語等。其教學目的是培養和提高學習者所學專業領域的盈餘運用能

力。為了規劃觀光華語導遊教學網站，須找出適合觀光華語導遊教學的教學

方法與語言教學上的地位。 

呂必松（1993）提出，對外漢語教育的類型可以按教育性質來分，其教

育類型分為：普通教育、預備教育、專業教育、特殊目的教育、其中(專業

教育) 所說的“專業”專指語言專業方面，是為了使學習者具備較為全面的

目的與能力而設計的第二語言教學類型，主要適用於職業目的和職業工具目

的，其中的某些課程也適用於學術目的。 

Hutchinson & Waters(1987)以樹狀圖整理出專業語言教學之分類(如圖

二－6)，最上層的「學習、交際(Learning、Communication)」是語言教

學的目的，英語教學可分成「英語作為母語(EMT：English as a Mother 

Tongue)」、「英語作為第二語言(ESL：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與 

「英語作為外語(EFL: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然後再把 EFL 與 

ESL 分成「一般英語(General English)」與「專業英語(ESP: English for a 

Specific Purposes)」。ESP 可再大分為三類「科技英語(EST)」、「商業經濟

英語(EBE)」、「社會科學英語(ESS)」，每一類有可再分為「學術英語

(EAP：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與「職業英語(EOP：English for 

Occupational Purp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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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6  英語語言教學（ELT）樹狀圖 

（資料來源：Hutchinson & Waters（1987）。ESL can be divided in the 

same way as EF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根據 Hutchinson & Waters（1987）的專業語言教學的分類可知（參圖二

－6），觀光華語導遊屬於社會科學英語（ESS）的類型，亦可依其目的分為

學術目的（EAP）及職業目的（EOP）。因此，筆者認為本論文所稱觀光華

語導遊教學可視為「職業英語 」的華語教學。 

本論文的研究對象為泰籍之中高級華語學習者。以就讀中文系（所）華

語觀光導遊課程的學生為主，也可適用於觀光華語導遊學系中文課程的學

生，以及對華語觀光導遊有興趣的學習者。其主要目標是能在泰國當地的環

境中，以華語進行導遊的工作，提高從事華語導遊工作的溝通交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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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泰國的觀光華語導遊教育之現況探討 

本節將以區域研究為本文的主要研究範圍，旨在對泰國的華語文教育做

描述及探討，將透過書籍及網站上與有關單位所提供的資料，來了解泰國華

語文高等教育的過去及現況。本文主要內容分成三個部分：本研究第一部分

是泰國的華語教育現況；第二部分是泰國的觀光華語導遊教育現況 ; 第三

部分是泰國觀光華語導遊教材現況及評估。 

 

一、 泰國高等教育華語文教學之回顧 

泰國推廣華文教育約有300年的歷史，是東南亞華人較集中的地方，海

外華人數量居第二多，僅次於印尼。數百年來，由於華、泰通婚，華裔人數

眾多，在首都曼谷600多萬的人口中約有一半是華人後裔17。符翠蘭（2008）

於〈泰國的華語文教育-過去、現況與未來〉之研究指出，中泰兩國交往長

久，很多中國人到泰國經商和定居，泰國華語文教育也隨之產生。在 19 世

紀末和 20 世紀初移民到泰國的中國人，大多數是中國福建、廣東等沿海的

農民和手工業者。華僑無論貧富，對家鄉的風俗習慣，永遠不忘懷，搬到異

國他鄉，逢年過節，也像家鄉一樣祭拜神明、祖先、建神廟等。為了給華僑

子女提供教育場所，就開始興建華文學校。筆者針對泰國華語高等教育歷程

從開始到現在，以年代和發展過程內容整理如下： 

1938 年，泰國政府首次明令限制華文教育，許多僑校勒令停辦。因此

華文教育一度呈現斷層現象。從1939年迄1990年的50於年間，華文教育在泰

國幾乎無法生存，只有在零星的私人補習班教華語班來推動華文教育。 

1972 年，高等教育的華文教學開始於朱拉隆功大學（Chulalongkorn 

University）政治系。當時泰國只允許國中開中文課，沒有任何高校開中文

課。 

                                                      
17

 全球華僑人數最多的是印尼，有 7,566,200 人，第二是泰國；有 7,053,240；第三多是

馬來西亞，有 6,187,400 人，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僑委會網站 2005 全球華人人口排名統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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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年，朱拉隆功大學文學系，開漢語課程為選修課。 

1975 年，冷戰（Cold War）末期中泰建交關係。 

1977 年，朱拉隆功大學文學系，開漢語課程為複修課。 

1981 年，朱拉隆功大學文學系，開漢語課程為主修課。 

1988 年，朱拉隆功大學政治系取消了漢語課（一共開了 15年的漢語

課）。 

1991 年，泰國再度開放，准許教授華文，當時華文學校自幼稚園至小

學六年級，每週授課 5至10小時，商業學校設有華文科。曼谷及內地多家課

授華文學校相繼開設夜學部，讓社會青年補習華文會話以利就業之用，教授

中文之語文中心，家教中心亦逐漸設立，較具規模的中華語文研究中心，由

中華會館（The Chinese Association in Thailand）前任理事長張明立向泰國政

府教育部申請，為泰國第一家得到批准開辦之語文中心，利用週六、周日及

傍晚上課（夏誠華，2004）。 

1992 年，泰國政府恢復華語在泰國的地位，華語在泰國的地位與其他

語言是同等的。 

1993 年，由鄭午樓先生聯合泰華各屬社團贊助創辦；泰國華僑崇聖大

學（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在人文學內開辦中國語文學系，

培養國學基礎人才；且在進修教育輔導處設有華文教師培養班。 

1996 年，朱拉隆功大學文學系，設立第一所泰國華語課程碩士班。為

了解決華語教師缺乏的問題，朱拉隆功大學也同時開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

國際班。 

2004 年，朱拉隆功大學文學系，開第一所泰國華語課程碩士班。 

2007 年，朱拉隆功大學文學系，開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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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的華文教學正規體系始於 1972 年，於中泰兩國建交三年前。

朱拉隆功大學政治學系當時所開的漢語課為選修課，1973年間，朱拉隆功大

學文學系也同樣開漢語課程為選修課，然而在1977年，朱拉隆功大學文學

系，發展漢語課程為復修課。到了1981年，朱拉隆功大學文學系， 

為泰國第一所大學將原本漢語選修課改為主修課（中國研究中心，2008：14）

18。同時，藍康恒大學（Ramkhamhaeng University）開漢語課為選修課，為

泰國第一所無限入取學生的大學（泰國華語文教育策略，2009：2）。 

在較早期的華文高等教育開設外文系的大學，華文教學的發展隨著當時

其他科目的發展而進步。根據朱拉隆功大學亞洲研究所（2005）指出，泰國

華文發展的必要性，來自於兩個基本要素：一、中國是世界文明最早的發源

地之一；二、中國與泰國有相當密切的關係，雖有一段時間這種關係與泰國

的國防策略產生衝突。 

進入 90 年代後，泰國大學中的漢語教學發展比較快（符翠蘭，2008）。

下表為 1897-2007 年所有高等教育開中文課的年表； 

 

 

 

 

 

 

 

 

 

 

 

 

圖 二-7  1897-2007 年間所有泰國高等教育開中文課的數量 

（資料來源：泰國華文教學研究高等教育（2007），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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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拉隆功大學亞洲研究所中國研究中心（ศูนยจี์นศึกษา สถาบนัเอเชียศึกษา จุฬาลงกรณ์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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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四-7 所統計的資料表示，泰國的華文教育在早期受到許多限制，無

法發展開擴。到了 1992 年，因當時泰國政府對華文教育作了政治上的調整，

放鬆了對華文教育的限制，允許各學校以及中文學校開中文課，並批准了第

一家華僑大學的成立。到了 2008 年泰國共有 165 所大學，其中開漢語課的

大學一共 79 所，所占的比率為 47.87%。 

 

二、 泰國高等教育華語文教學之現況 

本世紀全球興起華文學習熱潮，東南亞各國因地緣、經貿等因素，學習

華語的人數倍增，泰國也不例外。華語文在泰國走到今天經歷了不少風雨。

自從 1992年2月4日，泰國總理安南（Anand Panyarachun）恢復了華語在泰

國的地位，消除了華語學習的政治性，並鼓勵大家學習英語與華語為主要外

語後，華語在泰國從此產生了很大的轉變。 

Worasak（2009）指出，20年代的華文純粹是中國大陸內部的改變而影

響泰國。自從1979年以來，因中國大陸開放政策，使得中國想要與具不同政

策的各個國家建交關係，同時中國的經濟政策也開放予資本主義的制度在國

內佔有一席之地。此一狀況改變了各國對大陸的態度和想法，中國也因此全

面的快速成長，無論是經濟、政治、軍事、社會與文化等方面。在這個情況

之下，漢語變成世上眾多人在討論並視為具重要性的語言。 

近年來泰國政府對華語文教育採取開放與鼓勵的政策，2008年起更將華

文教育列入正規國民教育（Elementary Education）的體系中，除了高等院校

進行漢語教學以外，中-小學和其他各類學校還將漢語作為第三種語言

（Chinese as a third language）進行教學。以上所述有外在因素與內在因素所

造成：其一為政府推動漢語教學之政策；其二為漢語成為大學入學考試

（Entrance Examination）的一門外語課程，凡是報考大學人文學科的學生，

可以選擇報考漢語代替其他外語（如法語、德語、西班牙語、俄語等等）的

考試。 

 



第二章 文獻探討 

 

41 

張磊（2004）指出，泰國教授華文的學校有三類，分為；由政府機關開

辦的大學；由教育部批准開設的公立及私立職業學校，這些學校開設的中文

課一般為選修課；由泰國教育部開辦的民辦華文小學，其經費由華僑或華僑

社團負擔。根據泰國華語文教育策略（2010）一書中所調查發現，從 

2004-2005年到 2008-2009年之間，開設華語課程的學校不管在小學、中學

及大專院校都增加了不少。如下表： 

 

表 二-1  2005-2009年間泰國開設華語課程的相關資料統計 

 

教育程度 

學校（所） 公立 私立 Local 學習者人數（人） 

2004 

- 

2005 

2008 

- 

2009 

2004 

- 

2005 

2008 

- 

2009 

2004 

- 

2005 

2008 

- 

2009 

2004

- 

2005 

2008

- 

2009 

2004 

- 

2005 

2008 

- 

2009 

1.基本 769 1,470 216 550 187 485 366 435 198,191 532,795 

2.專科 59 150 40 71 19 79 - - 11,386 56,365 

3.高等 71 92 61 65 10 27 - - 16,855 26,110 

總計 899 1,712 317 686 216 591 366 435 226,432 615,270 

 

從表二-2可知，泰國華語文課程的發展相當樂觀，且在持續不斷地發展

的狀態。特別在 2008年至2009 年間，可說是泰國華語文課程發展最旺盛的

時期，無論在學校所開漢語課的數量、或是學習者人數都顯著上升。其原因

有二；一、高中進入高等院校就讀的學生人數在未來有增長的趨勢；二、泰

國教育部基礎教育署(Office of Basic Education Commission，簡稱為OBEC)

實施教師培訓計畫，以提昇華語教師教學的品質。大學生選修中文人數方面

也逐年增加。過去在泰國的大學中選讀外文者，除英語外，日、法、德語都

頗受歡迎，但時至今日，泰國人選修中文僅次於英語。 

根據表二-2，到了2009年，全國教授漢語的院校有大學、中小學校、職

業學校、各種漢語培訓學校以及遠端教育共1,712所。泰國國內華語學習者

已達615,270萬人。在泰國分別有公立高等院校65所與私立高等院校27所開

設華語課程，並設有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課程。其中學士學位有55學程、

碩士班有4學程、及博士班有1學程。共有26,110學生，分為學士班25,23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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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133名、博士班2名、其他742名。 

 表 二-2  2009年泰國開設華語課程的相關資料統計 

種類 學校 全部 開中文課 百分比 

公立 (97 所) 大學 29 25 86.20% 

師範大學 40 31 77.5% 

專科大學 9 9 100% 

學院 19 - - 

私立 (68 所) 大學 / 學院 68 27 39.70% 

總計 165 92 55.75% 

 

從表四-03，公立與私立高等院校共有 165 所，其中開設漢語課程的大

學以及學院有 92 所，占比例為 55.75%。在 165 所高等教育機構裡面，佔全

數正規登記教育機構數 38,331，所比例為 0.363%。公立高等院校共有 97 所，

其中有 65 所開華語課程，分別為；29 所公立大學裡19，有 25 所大學開華語

課程，占比例為 86.20%；40 所皇家師範大學（Rajabhat），其中有 31 所開

華語課程，占 77.5%；9 所科技大學附屬技術學院全都開華語課程。私立高

等院校共有 68 所，其中有 27 所開華語課程，占比例為 39.70%。 

 

表 二-3  2008 年泰國漢語教師之統計 

 

區域 

泰籍漢語教師 中國漢語教師 

國立

學校 

教師 私立

學校 

教師 國立

學校 

教師 私立

學校 

教師 

曼谷 77 81 23 52 45 60 25 53 

北部 72 93 16 36 59 81 13 31 

中部 44 60 13 26 51 74 12 32 

東部 29 57 3 5 33 48 2 4 

西部 16 26 6 19 25 39 8 41 

南部 34 43 9 14 38 49 11 37 

總共 240 360 70 152 251 347 70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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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9 所公立大學計有 19 所綜合大學、2 所開放（空中）大學、6 所自治大學、2 所佛

教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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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泰國華語教師缺少的問題，中國國家漢辦應泰國教育部的要求，

在 2008 年向泰國派出了 391 名漢語教師志願者。在公立學校的華語老師其

中有 7 位來自台灣，分別在：泰國北部 2 位、中部 2 位、南部 3 位。在私立

學校來自台灣的老師其中有 4 位，全部都在曼谷地區任教。 

漢語在泰國的發展除了各校所開辦的華語文課程外，其他漢語相關的單

位也受到重視。泰國「促進漢語教學，增強國家競爭力的戰略計畫」國策實

施後，泰國對漢語教學的需求達到了空前的數量。中國國家漢辦在應泰國教

育部要選派漢語教師志願者赴泰任教的同時，啟動了「培養泰國和語教師培

訓計畫」。計畫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在泰國各孔子學院進行；第二階段

在中國大陸國內大學進行。從 2006 年以來，泰國各孔子學院已陸續為近四

千名本土漢語教師提供短期培訓，另在泰國各大學廣設孔子學院（Confucius 

Institute），至 2008 年 2月已有十三家孔子學院。如下表： 

 

 表 二-4  泰國孔子學院的數量 

泰國孔子學院 

孔敬大學孔子學院 Khon Kaen University 西南大學 

皇太后大學孔子學院 Mae Fah Luang University 廈門大學 

農業大學孔子學院 Kasetsart University 華僑大學 

清邁大學孔子學院 Chiang Mai University 雲南師範大學 

曼松德昭帕亞皇家師範大學孔子學院 

Bansomdejchaopraya Rajabhat University 

天津師範大學 

瑪哈沙拉坎大學孔子學院 Mahasarakham University 廣西民族大學 

川登喜皇家大學素攀孔子學院  

Suan Dusit Rajabhat University 

廣西大學 

宋卡王子大學普吉孔子學院  

Prince of Songkla University（Phuket campus） 

上海大學 

勿洞市孔子學院 Betong Municipality 重慶大學 

宋卡王子大學孔子學院 Prince of Songkla University 廣西師範大學 

東方大學孔子學院 Burapha University 溫州大學、溫州醫學院 

朱拉隆功大學孔子學院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北京大學 

岱密中學孔子課堂 Taimit School 天津實驗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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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今日的華文教育對泰國而言，除了有助於本國經濟發展外，還可

以促進泰國國內各族人民的團結與融合；同時，也能增進淵源而流長的中、

泰兩國的友誼。這些好景都需要更多的機關與相關的人士來掌握與支持。雖

華文教育事業逐年有顯著的發展與變遷，但是也存在和很多令人焦慮擔憂的

問題，如沒有統一的教學標準，沒有符合當地國情的中文教材；沒有足夠的

師資力量來滿足學生的要求；缺乏優秀的華語教師等問題。 

 

三、 泰國的觀光華語導遊教育現況 

（一）觀光華語導遊課程現況分析 

據泰國教育部（Thai Ministry of Education）2008 年的統計，目前泰國總

共有 165 所大學，公立大學為 92 所，及 68 所為私立大學。其中開設觀光華

語導遊課程分別在：開設觀光華語導遊課程的公立大學為 16 所，占比例為

55.17%、私立大學為 14 所，占比例為 20.6%、皇家師範大學為 34 所，占比

例為 85%、專科大學為 2 所、私立學院為 37 所，此外 15 所為短期班。如

下表； 

 

表 二-5 泰國開設觀光華語導遊課程的大學統計表 

種類 學校 全部 開中文課 百分比 

公立 (97 所) 大學 29 16 55.17% 

師範大學 40 34 85% 

專科大學 9 2 22.22% 

學院 19 0 0% 

私立 (68 所) 大學 68 14 20.58% 

 學院 - 37 - 

總計 165 103 62.42% 

短期辦 - 15 - 

 

泰國的觀光華語導遊課程，大致而言，設立在高等學院進行教學，主要

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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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等學院的中文系：基本上都包含觀光華語導遊課程，則主要強 

調語言的應用。課程主要分成通識課程：包括社會學、人文學、語

言、科學與數學之課程。通識課程學分數應不低於 30 學分。核心

課程：包括主修課程、專業課程、職業知識領域的。就讀 4 年之學

士學位：核心課程之總學分數的要求不低於 84 學分。觀光華語課

程大部分為，每周三個小時（參見：本論文第四章，頁），因而要

想在華語學習上取得較好的效果，肯定有相當的困難。 

2. 由政府單位強力推動的「華語觀光導遊培訓班」：分別在國內 15 

 所公立大學開班，各校所開放報名的時間都不一致。 

 

（二）觀光華語導遊課程的教學目標 

泰國中文系觀光華語導遊課程的教學目標，大致上以導遊應用漢語為

主，相關理論與實務等方面為輔。如下： 

1. 口語能力：學習者在泰國重要的風景區進行導遊所涉及到的漢語詞

彙和措辭。 

2. 跨文化交際：深入了解兩國的語言與文化之異同，進而了解中國文

化，及中國人的想法，以達成進行有效的跨文化溝通。 

3. 專業技能：瞭解導遊的工作意義與內容，並培養正確的工作態度、

對於導遊從業人員所需專業知識有相當程度的瞭解、透過實務訓練

培養專業技能，精進導遊專業知識、專業技能與服務態度。 

 

（三）觀光華語導遊課程的教學內容 

 觀光華語導遊課程的教學內容，主要包含：觀光華語導遊、中國文化、

導遊相關理論與實務等。筆者從各大學觀光華語導遊課程的教學大綱所蒐集

分析後導出共同教學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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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觀光華語導遊：情境會話、聽力、專有名詞、文章閱讀（以不同的

區域、觀光景點介紹）、翻譯、作文、文法。 

2. 中國文化：中國傳統文化、現代中國文化的發展、中國歷史概要、

中國社會思想、中国道教、及中國文化習俗等。 

3. 觀光導遊理論與實務：觀光行政與法規、旅遊安全與緊急事件處理、

觀光心理與行為、航空票務、急救常識、國際禮儀。包含旅行社內

勤工作（如接機、景點講述等）、行程規劃、文書處理等。 

4. 其他：如泰國觀光資源(如地理、歷史、文明)、入出境相關法規、外

匯常識等。  

 

四、 泰國的觀光華語導遊教材現況 

泰國的觀光發展已有悠久的歷史，近十年由於中國的經濟開展，大量中

國旅客來體驗泰國(見第一章，第一節)，使得泰國的觀光產業熱起來，華語

導遊變成一個熱門學科，不少大學已開設觀光華語導遊課程，包括外語導遊

訓練班。在這種情況之下，目前在市面上可以接觸到的觀光華語導遊教材卻

相當少見，研究者蒐集到專門針對泰國學習者而設計觀光華語導遊教材一共

有五本，五本教材的基本資料如下表： 

 

表 二-6  泰國觀光華語導遊教材 

次序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 頁數 課數 

Hjc-01 導遊泰國─曼谷  

(น าเท่ียวเมืองไทย-กรุงเทพฯ) 
譚國安  

(ก่อศกัด์ิ ธรรม

เจริญกิจ) 

暹羅中文

出版社 

1997 202 10 

Hjc-02 導遊泰國─中部 

(น าเท่ียวเมืองไทย-ภาคกลาง) 
譚國安 

(ก่อศกัด์ิ ธรรม

เจริญกิจ) 

暹羅中文

出版社 

1999 155 14 

Hjc-03 泰國中部與東部導遊 

(คู่มือน าเท่ียวภาคกลางและ

ตะวนัออก) 

譚國安  

(ก่อศกัด์ิ ธรรม

เจริญกิจ) 

漢泰資訊

服務有限

公司 

2001 38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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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c-04 泰國中部—導遊專業

培訓班講義 

譚國安  

(ก่อศกัด์ิ ธรรม

เจริญกิจ) 

朱大出版

社 

1992 - - 

 

Hjc-05 

 

旅遊漢語 

 

王健 

華語教學

出版社 

Sinolingua 

 

2002 

 

196 

 

20 

 

 

五、 泰國的觀光華語導遊教材現況評估  

Jo McDonough Christopher（1993）提出，評價教材是語言教師非常重要

的職業活動(professional activity)。教材評價可以幫助教師從眾多的教材中去

選擇合適的教材；有利於説明那些沒有教材選擇權利的教師，根據教學環境

和實際情況對指定的教材進行取捨和調整，以便最大限度地滿足學生的需

要。 

Hutchinson（1998）提出教材評估的四個階段：一、評估標準確定；二、

主題分析；三、目標分析；四、符合度。並且真對主觀與客觀分析各列出 5

大項的評估標準，分為：一、針對層次；二、目標；三、內容；四、方法；

五、其他標準，從主觀分析與客觀分析的比對結果找出彌補缺點的方法。另

外，根據金惠淑（2005）提到的六項評估項目進行教材評估，分別為：一、

針對層次；二、教學目標；三、教材的編寫重點；四、教材整體架構；五、

教材的單元結構；六、長處與短處。 

根據以上 5 本的觀光華語導遊教材當中，研究者選最具有代表性來進行

分析。此教材為《導遊泰國─中部》： 

作者：譚國安 

此教材於 1997 年 5 月問世，為暹羅中文出版社出版，是為泰國朱拉隆

功大學文學院東語系和與專業開辦的《漢語導遊教程》而編寫的第二本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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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7 《導遊泰國─中部》教材評估 

一、  針對層次 教師應用以及想當導遊的華語學習者，具有一定的中

文基礎。 

二、  教學目標 指導學生以漢語講解泰國歷史、文化、風俗習慣以及

曼谷和曼谷鄰府的梵宮古刻、旅遊景點。 

三、  編寫重點 按照流行的觀光勝地編排。 

 

四、 

 

整體架構 

 

序文： 

第一課－中部地方概況； 

第二課－北纜府； 

第三課－博他雅(上)； 

第四課－博他雅(下)； 

第五課－春武力、羅勇； 

第六課－尖竹浲； 

第七課－佛統； 

第八課－碧武力； 

第九課－北碧(上)； 

第十課－北碧(下)； 

第十一課－素鬱； 

第十二課－大城(上)； 

第十三課－大城(下)； 

第十四課－落武里、北標。 

五、  單元結構 課文的編排方式主要以 “對話” 和 “口述” 兩

種方式編寫。每一課各分五組，各組或長或短，視話

題的須要而定。生詞部分，該課的專有名詞、宗教術

語。各課課文附有泰文對照。 

 

教材的單元結構如下： 

1. 情境對話或文章閱讀 

2. 羅馬拼音翻譯 

3. 泰文翻譯句子 

4. 詞彙 

5.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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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長處 1. 所使用的句子具有真實性。 

2. 提供對話以及文章閱讀。 

3. 教材有提供情景照片，增加學習的趣味性。 

4. 排版方式很整齊，具有系統性。 

5. 文字不過大也不過小。 

短處 1. 教材中沒有文化介紹和語法點。 

2. 詞彙的解釋不夠充實，沒有例句。 

3. 對話所包含的內容，僅在觀光景點的部分，沒有 

   提到導遊實際上可能遇到的意外及處理方式。 

4. 教材因使用已久，有些內容因經過長久的時間需 

    要更新。 

 

《導遊泰國─中部》與《導遊泰國─曼谷》是同一系列。是一本具有專

業性，是專門針對觀光華語導遊學習者而設計。 

 

六、 相關教學網站評估 

目前提供觀光華語導遊的資料與網站教學不多，本研究依據 2011 年 09

月在網站上使用網站搜尋服務，如「 bing.com」、「 google.co.th」與

「yahoo.com.tw」搜尋的結果發現，專門針對泰國學習者觀光華語導遊網站

設計方面「尚未出現」，僅有其他中文網站所設計的其中某一單位提到，而

其內容過於簡單，僅提供生詞與解釋，缺乏針對性。此外，研究者試著使用

英文關鍵字搜尋，最後發現有兩個網頁是專門設計觀光導遊語言教學，但目

標為英語學習者，以下針對這兩個教學網站進行評估，包括了美國知名英語

學習網站「englishclub.com」與「nvtc.ee」。 

所引用搜尋的關鍵字：華語導遊、導遊華語、英語導遊、外語導遊、領隊 

華語、線上華語導遊、線上學習導遊、觀光華語、 

華語觀光、Chinese for Tour Guide、Chinese Guide、 

English for Tour Guide、English Guide、ภาษาจีนส าหรับ 

มคัคุเทศก、์ภาษาจีนมคัคุเทศก、์มคัคุเทศกภ์าษาจีน、เรียนไกด ์

ภาษาจีน、น าทวัร์ภาษาจีน、ภาษาจีนท่องเท่ีย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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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國 MyEnglishClub.com 

此網站的總部位於英國的劍橋（Cambridge），自 1997 年開始運作，主

要用英式英語編寫，因此網站是以英式英語（British English）為主，但網頁

上都標示出英式與美式英語（American English），及有些網頁是關於其他不

同種類英語的，比如美國英語或加拿大英語例如，（如 “Colour” 是英國英

語，在美國英語中，它的拼法是“color”），並以牛津當代英語辭典（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韋氏新世界辭典（Webster's New World 

College Dictionary）等字典作為參考資源。 

 

表 二-8  MyEnglishClub.com 英語教學網站基本資料 

提供服務 商業性（免費） 

製作日期 1997 年 

網站語言 英式英語 

網站特性 綜合與 ESL 教學  

內容呈現方式 文字、圖片、影片、動畫 

內容項目 語法、詞彙、發音、會話、練習、習慣用語（如諺語、

俚語等）線上詞典，包括例句和測驗。。 

英語導遊 詞彙（分為名詞、動詞、及形容詞）、詞彙練習、導遊

需知、練習、觀光景點及參考短文。 

網站功能 使用手冊、ESL 論壇（Forums）、ESL 聊天區（Chat）、

留言（Comment）、自行下載相關資料的檔案。 

 

EnglishClub.com 是一個綜合性的學習網站，免費提供英語教學者與學

習者英語學習資源。網站的資源相當多，豐富齊全的商業性英文網站。對象

為 ESL 教師和學習英語人士。教學內容主要分成「學習英語（learn english）」

與「英語教學（teach english）」兩個大區塊。使用者能在首頁看得到網頁上

所有的內容與功能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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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8  MyEnglishClub 的網站首頁 

（資料來源：My English Club，by Josef Essberger， 

http://www.englishclub.com） 

 

1. 程式與版面設計 

在首頁畫面(圖 二-8 )中，除了「會員登入（Member Login）」的功能外，

更設計有密碼查詢與電子報訂閱之機制。使用者點選「進入學習專區（Learn 

English）」，即可看到系統介面中供學習者使用的各項功能、學習內容等線

上的資源。 

會員專區 

教師專區 

學習專區 

ESL 教學 

線上討論 

功能區 

連結「Link」 

網站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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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功能部份，為比較奇特的地方是提供很多線上的互動功能，包括：

「語法幫助（Grammar Help）」，24 小時的英語指導，教學者能透過網站隨

時回答學習者的問題；「玩 ESL 遊戲」，是一種玩文字遊戲（如猜字），作為

線上的英語測驗（Test）；「ESL 論壇（Forums）」：此部分學習者可以表達自

己的觀點並用英語進行討論，提供學習者與課程助教或同儕意見交流及問題

討論的管道。；「ESL 聊天區（Chat）」，此部分學習者可以用英語同世界各

地的英語學習者和教師線上聊天；「聽英語新聞」，有文字和問題説明；「我

的英語俱樂部」，是一個學習者能夠創建自己的網頁並邀請其他同學或好友

的服務，這是其他學習平台相當少見的；及「學英語視頻播放（Learning 

English Video Project）」，為全世界學英語的短片，分為不同國家、地區進行

介紹。學習英語，如語法、詞彙和發音。 

 

2. 觀光英語導遊教學內容 

MyEnglishClub 的課程主要分成「學習英語（learn english）」與「英語

教學（teach english）」兩個大版塊。學習者可以在版塊裡方便地操作。此外，

較熱門的一些版塊包括：「英語語法」，從時態到介詞的語法內容的説明和教

程；「英語詞彙」，英文單詞的幫助和資源，包含釋義；「英語發音」：解釋英

語發音（如單詞重音）、句子重音和連讀的教程和音效檔；「英語參考資料」，

如習慣用語、諺語、俚語等線上詞典，包括例句和測驗。 

觀光英語導遊的教學內容的部分，其中，在「詞彙（Vocabulary）」這一

個類項中，分為名詞（Noun）、動詞（Verb）、形容詞（adjectives）。然而，

在各項中附有該詞的解釋及例句。該網站主要以文字的方式呈現各方面的內

容，加上簡單的問答題作為測驗使用者是否真正理解（如圖二-9）。 

整體而言，MyEnglishClub 是一個 ESL 的專業網站，資源相當多、ESL

的內容相當實用、頁面設計清楚，適合作為補充教材或自學的一個網站。網

站整體內容包含聽力、口說、閱讀、寫作、字彙、文法、專業英語（如商業

英語、法律英語、導遊英語）等。英語觀光導遊內容最大的優點在於，課文

提供參考情境短文的語音樣本（Sample Tour Guide Speech），使用者能夠在

網頁上同時點閱課文同時點播（play）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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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9 My English Club 英語導遊學習區頁面 

（資料來源：My English Club，by Josef Essberger， 

http://www.englishclub.com/english-for-work/tour-guide.htm） 

 

（二）美國 Northern Virginia Technology Council（NVTC）：ENGLISH FOR 

TOUR GUIDES 

此網站以美國史瑞福大學 Northern Virginia Technology Council 的平台

來製作。自 2009 年開始運作，是專門進行英語導遊教學的一個網站。網站

的教學對象是以學生為主。 

 

表 二-9  NVTC：觀光英語導遊的網站基本資料 

提供服務 學術性（免費） 

製作日期 2009 年 

網站語言 英語 

網站特性 ESL 教學（英語導遊） 

內容呈現方式 文字、圖片 

英語導遊 詞彙、詞彙練習、導遊需知、練習、觀光景點及參考    

短文。 

網站功能 錄音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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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10  English for Tour Guides 的英語導遊學習頁面 

（資料來源：ENGLISH FOR TOUR GUIDES，by Natalja Varkki， 

http://www.nvtc.ee/e-oppe/Varkki/tourguide/） 

 

 

1. 程式與版面設計 

進入不同的使用者頁面，呈現的都是相同的版面配置（如圖二-10）， 

教學內容之呈現主要以文字、圖片為主，版面設計整齊、無顯示任何動畫設

計（flash）效果的功能。The Learning Page 色彩鮮明，呈現單純與平靜的氣

息。選項的設計上單純以文字呈現，以求清楚明白。學習輔助功能方面，僅

有「測驗」與「回饋」，尚未有「討論區」、「問題回報」、「行事曆」、「相關

連結」等協助學習者之功能。 

 

2. 觀光英語導遊之教學內容 

此網站為專門 ESL 英語導遊的網站，不過所設計的課文內容相當少。

教學內容的部分主要以閱讀為主。網站教學內容分成三大項目：一、如何迎

接旅客（How to welcome tourists）；二、如何帶團（How to Guide a Tour）；

三、總測驗（Final test）。英語觀光導遊內容最大的優點在於，教學目標清

楚，在課文中給學習者參考真實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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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小結  

 本節探討了華語文高等教育的過去及現況、泰國觀光華語導遊教材現況

及評估，得出的結果可以歸納以下列重點： 

 一、隨著中國經濟成長，華語旅客成為市場的趨勢，泰國觀光產業也跟

隨的往前進，但泰國華語導遊目前的數量相當少。 

二、針對泰國的觀光華語導遊專門編的教材，目前仍屬少數，教材缺少

多樣性，如：多媒體、影片、多顏色的圖片等。此外，大部分的教材都在

2000 年代編寫的，因時代不同，學習者所接觸的環境、科技也不一樣，因

此，教材需要固定更新。 

 三、觀光華語導遊教材形式有所限制，多數需要配合教師的教學配用。

因此，需要發展一套能讓學習者自學的教材。 

 四、大部分的觀光華語導遊教材以課本（書本）呈現，研究者認為教材

不該限制在文字或圖片，而且該有不同的選擇，適合學習者的學習需要。 

 五、觀光華語導遊教學網站應注重針對性、實用性、功能性、整體性及

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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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數位教學設計 

 隨著資訊科技的日益進步，人類生活型態顯得更加多元與快速，許多新

思維與模式一一產生，其中教育型態也因融合資訊科技，產生具有跨越時空

學習限制的數位學習（e-learning）。從以教師為主的傳統學習模式，改變至

以學習者為主的數位學習模式，並且要考慮到數位教材（例如，聲音、動畫、

影片、互動式遊戲、學習紀錄）的屬性並善加利用、組織、設計，以達成良

好的數位教學設計，獲得預期的學習成效。 

本節將探討數位教學設計之相關理論以作為本研究之參考依據，包含：

教學設計模式與原則、網路教學課程所包含的特性、以及數位教材設計原則。 

 

一、 教學設計模式與原則 

教學設計（Instructional Design，以下簡稱 ID）20，也叫做教學系統設計

（Instructional Development，以下簡稱 ISD）。「ISD」是一種科學的方法，

將系統性的理念應用到教育中，是一套進行教學設計時可依循的流程。近年

來，所發展出的數百種教學模式，無論在傳統課堂教學亦或數位學習上，

大致上皆依循：分析、設計、製作、實行及控制此五階段為教學設計規劃過

程為基本發展架構（鍾美月，2010：13）。至今，有不少學者提出較典型的

教學設計模式，如：Kemp（1985）的「系統化教學模式」、「ASSURE」教

學模式、Dick＆Carey（1990）教學設計模式、Newby 的 PIE 模式（2000），

以及近年來廣受注意的「六大資訊技能（Big Six）」模式等等（舒兆民，2006）。

本部分內容僅取出四種典型的模式來進行介紹，如下： 

 

                                                      
20

 教學設計的誕生歸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當時美國需要快速培訓大批人員完成複雜的

技術任務，徵召了大批教育心理學家，其中包括：加涅、Leslie Briggs、Robert Merril 去

培訓軍人。戰後，這些教育心理學家完成了包括一系列創新的分析、設計和評估程序在

內的比較正式的教學系統。在商業和工業訓練中首先採納了戰爭期間成功的訓練模式，

後來又被引入中小學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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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學設計通用模式（genetic model） 

ADDIE 模式的概念是 1980~1990 年之間，逐步形成的（Molenda，2003）。

ADDIE 模式為現今發展數位教材廣用的教學設計模式。所列舉的包含五項

教學設計過程最核心的要素，包括：分析（Analysis）、設計（Design）、

發展（Development）、應用（Implementation)、評鑑（Evaluation），五個

數位學習發展流程，其分別代表的意義，即是取其英文第一個英文字母之簡

稱。徐新逸（2003）提出數位學習課程發展與教學設計模式五階段之關係

圖，並說明在課程被正式執行推廣前，此五階段會不斷進行修正與改進。如

下圖： 

 

 

 

 

 

 

 

 

 

 

 

 

圖 二-11  教學設計通用模式 

（資料來源：楊家興（2000）。自學式教材設計手冊。台北：心理出版

社。p.22） 

 

另外，Molenda（2003）強調，ADDIE 所列舉的五大項目是一切教學設

計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考量，每個階段各有其任務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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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迪克-卡瑞模式（Dick and Carey，1990） 

迪克-卡瑞模式是由 Dick & Carey 發展出來的教學設計模式。此一模式

是以單元教材及教學活動設計為重心的教學設計。許宗林（2007）指出，在

此步驟中，教學者需訂定適當的教學目標，以利往後九個步驟：一、需求評

估與確認目標（assess needs to identify goals）；二、教學分析（conduct 

instructional analysis）；三、分析學習者與教學內容（analyzing learners and 

contexts）；四、撰寫教學目標（writing performance objectives）；五、發展評

量工具（develop assessment instruments）；六、發展教學策略（develop 

instructional strategy）；七、發展與選擇教材（develop & select instructional 

material）；八、設計與進行形成性評鑑（design & conduct formative evaluation 

of instruction）；九、設計與進行總結性評鑑（design & conduct summative 

evaluation）。如下圖： 

 

 

 

 

 

 

 

 

圖 二-12 迪克-卡瑞教學設計過程模式 

（資料來源：Dick, W. & Carey, L.（1996）. The systematic design of instruction  

（4th ed.）. New York: Harper Collins；譯自，陳正昌等（1996）） 

 

李宗薇（2000）認為，Dick & Carey 的系統化教學模式，則提供教師一

個明確、循序漸進的系統化設計過程。由於此模式重視教學前的分析工作與

教學後的評量，在分析與教學的歷程中，持續的進行教學修正的工作，因此

有極強的因應性，以利產生最好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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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坎普模式（Kemp model） 

Kemp 模式是 Kemp 於 1971 年提出，後經由 1977 年修正二版，1985

年修正三版而確定。在此模式中，將教學設計分成學習需求（learning needs）

與教學目的、主題、工作項目與一般性目標、學習者特性、主題內容與工

作分析、教學目標、教學與學習活動、教學資源、支援服務、學習評鑑、

預試（林進財，2006）等十項元素。此模式未有過程的順序，未有起點，未

有終點，但是設計過程中要考慮的重要因素，並以「修訂」與「評鑑」概括

所有的設計模式。另外，在設計的整體過程中，可隨時對內容或某一部份

發現的問題進行修正，經由對十項要素、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的不斷

修正，以達成學習目標與促進學習績效。 

朱湘吉（2003）認為，Kemp 模式，最大的特色，在於它將各個要素以

橢圓形的方式排列。各圓圈內的要素間，並未以直線或線條連接，設計者可

視實際需求來取捨，機具彈性。初具整體化教學設計模式的特色，是教學設

計模式從系統化轉化到整體化的一個重要里程牌。 

  

 

圖 二-13  Kemp 教學設計模式，第三版（1985） 

（資料來源：朱則剛（1994）。教育工學的理念核心-系統法則， 

載於：信世昌（主編），華語文設計講義，20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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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各種教學模式圖三至五可見，其模式與 Kemp 的模式有某部分相似

之處。從起點「到設計並進行形成性評鑑」階段，可再度回去調整「確定教

學」，從「確定教學」亦連接至各階段的工作，整個階段內容可隨時修訂。

但是與 Kemp 模式所不同之處在於每個階段有順序的方向。因此當採用迪

克-卡瑞（Dick and Carey）的設計模式時，尚可確認是否經過各階段的工

作，或有哪些工作尚未完成。 

以上所列出為通用性的教學設計，就對於語言教學本身的設計，尚需

要考量語言的特殊性質。就如 Richard &Rodgers（1995）所提出的語言課 

程發展進程與教學方法之重要元素。其所討論的重心在於語言課程設計中

的教學法（Method）的部分（如圖二-14），共包含了三個要素：「教學觀」

（Approach）、「設計」（Design）、「過程」（Procedure）。 

「教學觀（Approach）」為語言或語言學性質的理論；「設計（Design）」

為教學觀所導引的語言課程的各重要素；「過程（Procedure)」為根據教學觀

與設計所規劃的教學模式，進行實際的運用教學。在各階段所包含的考慮

要點，皆是語言教學特質的需求，亦可影響到教材與課程的評估方式。因

此，在進行語言課程的設計時，應該納入參考。 

筆者將套用以上模式，每次進行教學規劃，均以此做為參照之基準，

設計具體教學目標，並搭配合用的教學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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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法 

 

  教學觀              設計                       過程 

 

a. 語言本質的理念               a. 一般與特定的目標                 a.客觀察到的課堂技巧、 

--語文精熱度治本之的考量        b. 教學綱要的模式                      練習、及行為 

--語文結構之基本成分考量        --選取與安排語言及學科內容的準則     --教師可使用的時間、 

                               c. 教與學的形式                        場所及設備的資源 

b. 語言學習性質的理念          --可納於課堂及教材中的                --課內可觀察到的互動形態 

--語文學習牽涉到有關心理         課業項目及練習活動                  --教學實施時被師生 

 語言與認知過程的考量          d.學習者的角色                         運用的技巧及策略 

--確保學習過程順利的考量條件    --學習者的學習課業之型態 

                               --學習者在學習內容時所能 

                                自行掌握的程度 

                               --學習者編組方式的建議 

                               --學習者對於其他學習者的影響程度 

                              --認為學習者所應擔任之角色的觀點， 

                               例如處理者、表現者、開端者、問題解答者等等 

                               e. 教師的角色 

                               --教師所應擔負的功能形態 

                              --教師對於學習造成影響的過程 

                              --教師可決定學習內容的程度 

                              --師生件的互動方式 

                             f. 教材的角色 

                              --教材的主要功能 

                              --教材所展現的格式 

                              --教材和其它教學方式的關係 

                             --對於教師及學生的預設 

 

 

圖 二-14  構成皆教學法之主要因素及其次要素摘要圖 

(資料來源：信世昌譯自 Figure 2.1 Summary of elements and sub elements that 

constitute a method. In Richards, J.C. & Rodgers, T.S. (1995). 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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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網路教學課程 

（一）網際網路教學的特性 

身處於科技快速發展、知識大量累積的資訊化的社會，電腦與網際網

路的發展日新月異。自 1980 年，網際網路（Internet）於美國源起，經由不

同網路連接形成全球性的資訊傳輸管道，並提供資訊服務，如：電子郵件

（Electronic-Mail）、檔案傳輸（File Transfer Protocol）、遠端存取與電子

布告欄（BBS）、資料網站及搜尋引擎（Search Engine）等等（舒兆民，

2002）。特別是從 Tim Berners-Lee 於 1989 年發明了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簡稱為 WWW）技術，採用超文件語言（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HTML21），擺脫了傳統的閱讀方式，在文章中加入圖片、動畫

及聲音等效果，結合文字、超連結、多媒體等方式，使得網際網路變得豐

富多樣且生動有趣，為網際網路帶來關鍵性的突破。此外，全球資訊網提

供新聞、娛樂、商業、休閒、醫療、教育及教學等生活中各式各樣的資訊，

更讓網際網路與人類生活緊密聯繫在一起（張琬翔，2007；102）。 

根據郭良民等（2003），電腦在教學的應用，可略分為兩類：電腦教育

（Teaching about Computer），和電腦教學應用（Teaching with Computer）；

前者指的是對電腦素養的形成教育，後者的所指的是把電腦當作教學的一

種媒介。李世忠（1999）、林奇賢（1998）、邱貴發（1998）等曾提出：把

電腦當作教學上的一種媒體，此教學活動稱為（teaching with computer）電

腦教學應用（引自舒兆民，2002：69）。 

電腦教學應用細分，可以分為強調自我學習效果的電腦輔助教學

（Computer-assistedinstruction，簡稱 CAI），和強調授課效果的電腦協助教

學（Computer-aidedinstruction）。而從網站基本模式來分類，可分為網路輔

                                                      
21

  HTML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照字面上翻譯為「超文字標示語言」，是為「網

頁建立和其它可在網頁瀏覽器中看到的資訊」 設計的一種標示語言。HTML 被用來結

構化資訊——例如標題、段落和列表等等，也可用來在一定程度上描述文檔的外觀和

語意。由蒂姆·伯納斯-李給出原始定義，由 IETF 用簡化的 SGML（ 標準通用標示語

言）語法進行進一步發展的 HTML，後來成為國際標準，由全球資訊網協會（W3C）

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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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教學、網路搭配教學、網路全程教學(信世昌，1997)。本研究的教學網

站的規劃是屬於電腦輔助教學。其中，電腦輔助教學可分別以幾種型態進

行：輔導家教法（Tutorials）、練習法（Drill & Practice）、模擬法

（Simulation）、教學遊戲法（Instructional games）、問題解決法（Problem 

Solving）。 

網際網路應用到教學領域中已盛行多年，潘文福（2006）指出網路教學

具備以下四項特性： 

1. 全球資訊網易學易用普及化，在全球擁有廣大使用群； 

2. 師生隨時可上線教學而不受時空限制； 

3. 全球資訊網跨平台的特性，可在任何個人電腦（PC）或麥金塔電腦 

     （Macintosh）上進行； 

4. 在家或公司即可學習，只要可上線的地方皆可學習。 

Starr（1997）也認為網路教學具有三個優點：一、網站使用的超文件

（hypertext）提供最簡單的使用者互動，讓使用者能夠自己控制想要瀏覽的

資訊；二、可傳遞多媒體（multimedia），如：聲音、動畫（animation）、

視訊等，其傳輸成本低而品質也不錯的情況下，讓使用者能重覆存取；

三、提供真正的互動（true interactivity），不僅僅是網頁之間的連結，介面

的互動設計創造了使用者與伺服器之間的資訊互動與交流。 

Khan（1997）、陳年興（1998）、阮枝賢（2000）指出網路教學最主要

的特性就是它的互動性（Interactivity）、多媒體呈現教材、開放性系統（open 

system）、線上搜尋（online search）、超越時空和平台（device, distance, and 

time independent）、全球共享（globally accessible）、學習者控制等多項。 

 

（二）數位教材設計 

電腦多媒體與數位教材，增加了教學內容的視覺與聽覺效果，亦創造

了自學的環境。在沒有教師指導的學習環境下，教學與學習的模式亦與以

往在課堂上課的不同。從教材創作者至學習者中間的學習過程，必須透過

教材為唯一的媒體。因為教材形式的特殊，可按照學習步驟去學習，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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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進入所包含內容的任何一項，所以該類教材要考慮到許多相關的要點。 

信世昌（1997）從系統化教學設計的觀點，認為教學課程的發展過程應

具有一貫的過程，其中有三個面向需加以注意的：前置分析、整體設計、

以及輔助支援功能。 

(1) 「前置分析」主要為分析各成面的需求，如：為何要設計網路教材、

學習者本身因素、確認目標形態、評估 World Wide Web 功能等。 

(2) 「整體設計面向」討論教材內容、教學、以及人機介面的設計。教

材內容的設計，主要針對教學內容本身的考量，共具有 7 步驟：確定內

容、規劃架構、教材切割、內容連結、多媒體素材製作、電腦程式選寫、

測試與修改。教學設計內容以教學設計理論為主要的依據，再加上教學內

容的相關設計理論，如：語言課程設計理論等。人機介面設計，涵蓋了螢

幕設計（畫面安排、色彩、字形、位置等）、聽覺設計（是否、如何提供發

音，呈現方式為何）、以及互動設計（回饋功能、圖形的隱喻、按鈕的反應

等）。 

(3) 「輔助於管理功能」，包含三點要素，一、討論在使用者電腦操作

或使用過程有問題時，所該必備的協助功能；二、考量到如何儲存使用者

來使用網站的教學資料庫，例如：上線資料、考試成績、學習路徑、討論

問題等；教學管理制度，為使用網路教材後的重重後續回饋，例如：教材

增刪與修改、作業修改、問題回應與問題解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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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第一節首先介紹本論文擬採用的研究方法。第二節為本論文的研究

對象。第三節之研究過程包含：文獻探討、現有之中、泰文有關旅遊觀光資

料的網站、網站設計規劃、網站範例製作、網站範例應用試驗、網站之滿意

度評鑑。 

 

第一節 研究方法 

 「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22是一種具有量化色彩的研究方法

（王文科，2001）。有眾多學者針對「內容分析法」下了定義，如：Dane 

（1990）提出：「內容分析法」是對於理論有關的訊息做系統和客觀推論

的一種研究方法。林秀芬（2000）的觀點為，「內容分析法」是透過量化

的技巧與質性的分析，是傳播學術與其他社會科學主要的研究方法之一。

因而本研究將「內容分析法」應用於針對相關理論、前人研究、網站、教

材及使用者的需求進行討論與分析，在歸納出本研究的設計原則。 

「發展研究法」，依據所蒐集之相關理論與資料之內容分析結果，並總

結為研究的原則，發展出一項實際的條件與規則，最終將之呈現為具體的模

式。本研究依據「發展研究法」，由各層面的理論及資料分析結果，發展規

劃的針對泰籍之中高級華語學習者的觀光華語導遊教學網站所該具有的條

件，並製作出網站的一部分作為應用的範例。最後進行網站範例的應用試

驗，針對受試者使用網站前後測驗的結果，進行討論分析，預測與後測的成

績將高於前測成績。亦可透過此試驗結果科學性地證明所設計規劃網站之效

用。 

綜上所述，本論文將根據「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與「發展研

究法」採用於本論文之研究方法進行研究。 

                                                      
22

 「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亦稱為資訊分析(informational analysis) 或文獻分析

(documentar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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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設計所設想的對象，為泰籍華語中高級程度（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Level）的學生。正在就讀或修過中文系觀光華語導遊課程的學生

為本研究的主要目標對象。目前泰國各大學的觀光華語導遊課程因課程本身

包含知識文化等內容，學生須具備一定的華語水準才能選修。因此觀光華語

導遊課程大部分從第二年級或第三年級開始安排。 

本研究對象的中文程度是根據 2008 年「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

研發「華語文能力測驗（Test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簡稱 TOCFL，

原舊有名稱為 TOP）」的測驗對象分等級之中等與高等（3~6 級），中國大陸

之漢語水平考試「HSK」之中等水平（6~10 級）。針對大學第二年級以上的

學生進行調查。根據 TOP 對測驗適用對象之敘述：TOP 中等華語文能力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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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1920 小時；TOP 高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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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HSK 對測驗適用對象之敘述，

HSK 初、中等測驗適用於接受過 400—2000 學時現代漢語正規教育的學習

者（包括具有同等學歷者）。 

 

 

 

 

 

 

 

 

 

 

圖 三-1 台灣「TOP」考試與中國「HSK」考試等級對應圖， 

 (資料來源：「TOCFL」，取自，http://www.sc-top.org.tw/chinese/LR/test1.php、

及「HSK」不同等級之說明，取自，http://www.hsk.org.cn/Intro_summ.aspx) 

http://www.sc-top.org.tw/chinese/LR/test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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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過程  

本節將說明研究之規劃與其實施之過程，參考「Dick & Carey（1990）」

教學設計模式為本論文研究過程的依據(見第二章，第四節之一)。其過程分

為：分析學習者的需求、搜集整理相關文獻資料、進行相關教學與教材資源

評估、界定教學內容、網頁設計的規劃及範疇、製作網站範例等主要階段，

隨後則進行形成性評估及滿意度評鑑。如下圖所示： 

 

 

 

 

 

 

 

 

 

 

 

 

 

 

 

 

 

 

 

 

 

 

 

 

  

 

 

 

 

圖 三-2 研究流程圖 

研究動機與目的 蒐集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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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決定研究方向 

本論文主要針對泰籍之中高級華語學習者為本研究的教學對象，目的為

規劃與設計適合研究對象的觀光華語導遊教學網站。其教學目的是為了訓練

學習者能夠以華語當泰國內地的導遊，能以華語進行導遊的工作，帶訪泰的

華語的旅客進行導遊。 

 

二、 文獻探討 

文獻探討(Analysis)為本研究設計觀光華語導遊教學網站之初。先從收

集相關學者的資料研究、導遊的相關理論及導遊的角色與該具備的能力、

觀光華語導遊與教學設計中所扮演的角色、文化教學、專業語言教學及數

位教學設計。所探討的項目如下： 

(1) 觀光導遊相關理論： 

參考有關同領域學著對導遊所下之定義、外語導遊的角色與導遊的專

業素養。主要目的為了解導遊所該具備的條件，有助於學習者體會語言在

職業上的重要性。 

(2) 專業語言教學法理論（Language for Specific Purposes）： 

參考 Hutchinson & Waters 及其他學者對該理論的觀點、具有專業語言教

學之教科書等相關的文獻。主要目的為了解其專業語言教學的理念、專業語

言教學法之分類、專業語言教學法的具體概念。 

(3) 電腦輔助教學理論： 

參考有關多媒體及電腦網際網路的教學建議、需求與效用及多媒體教

材設計理論的文獻。 

 

三、 相關教學與教材資源評估 

 本論文中所評估的相關教學網站與教材主要有：泰國現有的華語觀光

導遊教材及華語英-中-泰文觀光導遊語言教學網站。前者所評估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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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教材的教學內容、該教材的優缺點、以及該教材的實用性及趣味性。後

者所評估的項目抱括搜集並選擇較具代表性的網站，進行分析其所提供的內

容、程式與版面設計、及應用上面的優缺點。 

 

四、 華語觀光導遊教育現況調查與需求分析 

主要探討的項目如下： 

(1) 現代泰國的觀光華語導遊教育及教材現況：調查泰國華語觀光導 

遊教育現況，目前尚缺少及需要的觀光華語導遊教材。針對此題材，筆者參

考了以下項目： 

1.1 目前手邊能取得的針對泰國學習者之華語觀光導遊教材； 

1.2 泰國教育部相關的機構所統計的資料； 

1.3 參考前人研究的文獻； 

1.3 泰國學習者以及教師與專業導遊的經驗：進行泰國學習者及 

泰國漢語教師的問卷調查與訪問。  

 

(2) 需求分析：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與範圍，進行需求分析，為了 

解觀光華語導遊學習者對觀光華語導遊網站之需求。以問卷調查與訪問，

針對所進行的目標分為三種以下人士： 

 

2.1 漢語中-高級程度之泰籍學習者：為了解已接觸漢語的泰國學 

習者學習華語觀光導遊的過程以及困難點、對華語觀光導遊 

的教學法以及教材的要求與意見。 

   2.2 華語觀光導遊課程的泰籍漢語教師：主要目的為了解泰國漢語 

    教學的情況及背景，同時能參考泰籍漢語教師的教學經驗及 

    其對泰國學習者的了解，包括：在泰國的華語觀光導遊的教 

    學、電腦輔助教學的意見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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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泰國的華語導遊：調查將從具有專業與經驗的觀光華語導遊 

    的眼光，主要為了解泰國觀光及泰國觀光導遊目前所面臨的 

    問題與未來的發展，並針對教材與教學內容的實用性、電腦 

    補助教學提供意見與建議。 

 

五、 網站設計的規劃及範疇 

(1)  網站適用對象： 

本論文所研究的網站設計(Design)，是以泰籍之中高級華語學習者。目

前或曾主修觀光導遊學系(所)的中文課程，以及中文系(所)華語觀光導遊課

程的學生，為本研究的使用者對象。 

(2) 網站設計規劃原則： 

 主要將根據第一、二階段所探討理論與資料的結論，規劃出針對泰籍

華語學習者華語觀光導遊教學網站所該具有的條件、內容及順序。 

 

六、 網站範例製作 

將分為以下項目： 

(1)  網站範例製作背後理念與方式： 

按照本研究發展階段(Development)所規劃出的結論，以著名的網頁設計

軟體 Macromedia Dreamweaver23及 Flash24進階動態製作設計為主要的製作軟

體，製作出網站的一部分為試用範例。 

 

                                                      
23

 網頁設計軟體在市場上有許多可供選擇，其中 Dreamweaver 為：網頁設計所需要的文

字、圖片、聲音、動畫、互動式設計都可以互相整合支援，有互動性強的特性，是許多

專業網站設計師的最愛。 

24
 Flash 為 Macromedia 公司所設計與提供推出的軟體，是專門用來設計網頁及多媒體動

畫的軟體，有利於增加線上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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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網站範例製作內容與範圍： 

網站範例製作的目的為，配合下一階段的網站試用調查與修改，網站內

容與功能是否有誤，學習者是否滿意。因此，所製作的網站範例，包括：網

站內容介紹、網站使用說明(網站系統架構)、「導遊實務、理論與方法」、「觀

光華語導遊課文(第一課：機場迎接)」、「觀光景點介紹」、以及論壇 (web 

board，forum)等。針對以上觀光華語導遊課文，共分為十個單元，每一單

元均以六個教學步驟為固定學習流程來呈現，分別為：暖身活動、工作程序、

語言與文化、專用詞彙、情境對話、詞彙說明、綜合練習。(詳見第五章，

第三節、第四節)。 

2.1 導遊實務的內容分為：導遊工作的全過程，提高導遊的技巧。 

教學內容使用工作的真實案例，有針對性地解決實際工作問 

題。其教學內容方面以不同的場景與任務排列，如：導遊的 

基本概念、導遊的重要性、導遊所扮演的角色、導遊的工作 

項目、導遊的專業素養與職業道德等。 

2.2 華語觀光導遊課文的部分，為了讓學習者間接體驗實際旅 

遊行程，此部分將按照實際旅遊行程的時間順序編排為主 

題的架構，如接機與送別、車內導遊、景點導遊、飲食與 

餐廳導遊、旅館導遊、購物導遊、娛樂導遊、交際導遊、 

意外情況的處理。針對以上課文內容，本論文將以 “機場 

迎接” 作為本論文的網站範例製作的部分。 

2.2 觀光景點介紹的部分將以泰國不同地區的觀光旅遊勝地，及 

相關泰國的知識，如：蘇凡納布機場、玉佛寺與大皇宮、博 

物館、名勝古蹟、購物景點、阿玉他牙古城等。針對以上的 

課文內容，本論文將以 “蘇凡納布國際機場” 作為本論文的網 

站範例製作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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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網站範本試用與評估 

建立好網站架構與內容後，請 5 位分別為：漢語中高級程度大學生（就

讀中）、修過華語觀光導遊課程的大學生（已畢業）、非同領域的泰籍華語學

習者、華語觀光導遊課程漢語教師及泰國華語導遊（見表三-1），在網站上

傳前、後，進行網站試用與評估。 

 

  表 三-1 網站評估之對象的背景資料表 

對象 性別 年齡 試用者身分 中文程

度 

教育程

度 

1 女 22 修過華語觀光導遊課程的大學生  中級 大學 

(就讀中) 

2 女 23 修過華語觀光導遊課程的大學生  中-高級 大學 

(就讀中) 

3 男 31 非觀光導遊領域的漢語學習者 高級 碩士 

4 女 32 華語觀光導遊課程漢語教師 高級 碩士 

5 男 32 泰國華語導遊 高級 大學 

 

網站上傳前檢查與評估：主要目的為尋找網站各種的錯誤，包括：文字

上的錯誤（錯別字、用詞、用語），以及是否有無誤導使用者效果之訊息、

教學內容、使用者介面、互動及螢幕設計。之後，進行調整與修改。 

進行方式有二：一、將網站內容燒入光碟片，再轉給 2、3、4 號對象使

用；二、直接請 1、5 號對象在網站資料所儲存的電腦進行試用。對象使用

中紀錄網站的錯誤，以及使用之建議，再交給筆者。 

網站試用：將一部分網站範例上傳，再查看網頁寄存網站，能否提供

如上傳前的網站各方面效果。檢查完畢後，將全部的網站內容上傳

（opening system），並請試用對象在他的個人電腦中試用已上傳的網站，

再通知筆者網站的使用與功能有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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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滿意度評鑑 

經過網站範例製作且網站上傳前檢查及上線初試階段完成後，進行修

改，並確認教學內容是否無誤與網站功能是否正常。隨後，則進行總體評

鑑。其目的在於評鑑教學網站是否有達成其預期的教學目標，並蒐集特定

的資料，以協助修正或作為未來發展的啟發。 

本論文將使用滿意度調查作為初步的總體評鑑，至於較嚴謹的總體評

鑑，設為本研究未來之發展。調查對象針對網站各方面的設計給評，作為使

用者使用網站後之總結意見與滿意度，其使用者包括：學習者、教師。其結

果與分析，可表示所規劃的網站是否符合使用者的需求，或者尚有何項目需

要再補充與更進一步的探討。 

(1)  網站之滿意度評鑑指標 

本研究之「網站滿意度調查表」（參見附件五），目的為瞭解學習者對觀

光華語導遊教學網站之看法與建議。評鑑指標大致分為「網站整體教學內容」

與「程式與版面設計」兩個部分，共有 13 題，包含教學內容與架構的呈現、

網頁版面設計與多媒體應用、互動性與操作介面、功能與系統的管理等五大

部份。針對網站滿意度調查的資料分析，分為：一、網站試用受試者（學習

者）試用網站後的評鑑；二、泰籍華語教師觀看網站之後的評鑑。 

(2)  評鑑之流程 

37 位受試者(泰籍漢語學習者)使用網站後，請受試者在線上或以電子

檔（Word File）填寫網站滿意度評鑑表。為了進一步收集更深入、具體的

意見，作為日後修正評估之參考，筆者收到已完成的滿意度評鑑表後，將

按照評鑑項目抽樣受試者進行詢問。 

(3)  評鑑後之修正 

經過以上之流程，記錄所有的資料，彙整並分析了受試者及專家試用 

後的意見與建議。接著，應進行各項目的對應檢查並加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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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蒐集資料方式  

一、 相關文獻 

(1)  導遊相關理論、文化教學、專業語言教學、數位教學設計：主要 

 從書籍、論文、期刊、文章及教科書區的內容，取材於：一、國 

 家圖書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台師大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圖書室、台師大國文所、台師大英語系。 

 (2) 泰國學習者漢語教材之華語觀光導遊教學內容：此部分內容由六 

  個不同的管道來搜尋，分別為：一、朱拉隆功大學書局；二、朱 

  拉隆攻大學書院網站  ；三、泰國南美语言学院（NAN MEE  

  Language Academy）；四、泰國南美網路書店；五、台灣師範大 

  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圖書室；六、國立皇家吞武里大學；七、 

  Google Search Engine。 

 

二、 統計資料 

統計資料主要來自三個管道：一、是國內外政府部門的機構統計；二、

是國內外教育界機構統計；三、是泰國國內私立單位的資料統計。泰國政府

部門機構統計是政府機關依據執行職務之經過與結果所產生的統計資料，目

標針對某方面需特殊調查，有利於了解該狀況與其發展。關於相關統計的內

容以及資料來源，如以下項目： 

(1)  泰國觀光產業：主要來自於世界觀光組織（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政府觀光暨體育部 (Ministry of Tourism and Sports of  

Thailand)、泰國觀光局(Tourism Authority of Thailand)、泰國政府 

觀光暨體育部(Ministry of Tourism and Sports of Thailand)。 

(2)  泰國觀光導遊：主要來自於泰華農民銀行大樓 (Kasikorn Bank  

Building，KBANK)、泰國觀光局(Tourism Authority of Thailand)、 

觀光與導遊發展中心、泰國專業導遊組織（Professional Tourist  

Guide Association of Thailand，簡稱為：PG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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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泰國觀光華語導遊方面：主要來自於泰國教育部、Bureau of     

Tourism and Guide Registration, Department of Tourism。 

(4)  泰國高等教育方面：朱拉隆功大學（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三、 問卷調查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Questionnaire Survey），為搜集大量受訪者的

意見，作為量化研究的資料。另外，為了得到受訪者較深度的意見，因而在

一些題目提示與請求受訪者填寫所選擇答案的原因。並將受訪者所填寫的原

因與意見另外搜集，作為質化研究的資料。本研究所設計的問卷，分為「學

習者之需求問卷」與「滿意度之問卷」兩種不同的版本： 

 

（一）需求問卷調查 

發送問卷對象分成三種人士，分別為：（1）觀光華語導遊學習者問卷；

（2）泰籍觀光華語導遊教師；三、華語觀光導遊。針對其族群的問卷內容

設計、使用工具、及問卷發送形式，如下： 

1. 針對泰籍觀光華語導遊學習者問卷 

1.1 問卷內容設計 

學習者的需求問卷內容總共有 27 個題目，主要分成三個部分，分別為：

（1）受訪者的基本資料；（2）觀光華語導遊教學現況；（3）學習者的需求。

以下分別略述之（問卷詳見附錄二）。 

第一部分為受試者的基本資料，包含：性別、教育背景、華語學習歷程、

學習華語觀光導遊之經歷，一共 4 題。 

第二個部分詢問受訪者有關「觀光華語導遊的教學現況」，包含學習者

對觀光華語導遊課程的態度、學習動機、課程的難易程度、上課時數、教師

選用的教材與相關資源、以及此課程的評量方式等 10 個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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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部分詢問受訪者對於觀光華語導遊課程的「學習需求」共有 13

題，主要目的為得出學習者期待什麼樣的教材、教學內容、工具等，能夠使

其真正上手，以符合實際需求。其內容項目包含學習者對於學習資源的需求

（如教材、多媒體、網站等）、觀光華語導遊的教學內容、教學形式、以及

對多媒體教材的看法與建議。 

 

1.2 使用工具 

A. 紙本問卷 

B. 電子郵件（E-mail） 

C. 網路問卷（Google Doc） 

 

1.3 問卷發送與回收形式 

本研究透過網際網路問卷(internet-mediated questionnaire)，主要透過

Google 文件服務選項的「網路問卷調查表」，可透過電子郵件的方式將問卷

寄到受訪者的信箱內，收件者可直接填寫問卷（受試者不須要申請或登入

Google 帳號）；其二，可複製此表單的嵌入程式碼（網站地址)張貼到部落

格或網頁內，讓受訪者在網頁內填寫問卷。填寫完畢後再透過 Google 文件

處理，以 Google 文件服務 Microsoft Excel 計算表紀錄成文字。 

電子版是透過電子郵件（E-mail）發送，同時也請收到問卷的受訪者，

再傳給其他同學填寫。教師的部分先以電話的方式詢問，同意後再以電子郵

件的方式發送。填寫完畢後再透過電子郵件回覆。 

本研究另透過郵寄問卷(postal/mail questionnaire)發送與回收，藉由郵局

寄到較遠的機構，請認識的教師幫忙填寫，同時轉給其他教師以及其機構的

學生填寫。填寫完畢後以郵寄的方式寄回。此郵寄的問卷，從發送至最後回

收的總共時間大約兩周（期間為從 2011 年 3 月 17 日至 2011 年 4 月 2 日）。

問卷回收率（詳見第四張，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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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針對觀光華語導遊教師問卷 

2.1 問卷內容設計 

教師的問卷調查，目標為從教學者的角度了解教師對於觀光華語導遊課

程本身的看法與建議，因此大致而言與學習者的問卷內容相似，同樣有 27

題，主要分成三個部分，分別為：（1）教師的基本資料；（2）教師對於觀光

華語導遊教學現況的看法；（3）觀光華語導遊的教學需求。以下分別略述之

（問卷詳見附錄三）。 

第一部分內容為教師的基本資料，包含：教育背景、性別、華語學習背

景、華語觀光導遊的教學經驗，共 4 題。 

第二個部分詢問受訪者有關「觀光華語導遊的教學現況」以及看法，其

內容包含受試者對觀光華語導遊課程的態度、教學目標、課程的難易程度、

上課時數、教師使用了什麼樣的教材與相關資源、以及此課程的評量方式等

10 個題目。 

第三個部分詢問教師對於觀光華語導遊課程的「教學需求」以及看法共

有 13 題，分別為教學資源的需求（如教材、多媒體、網站等）、觀光華語導

遊的教學內容、教學形式、以及對多媒體教材的看法與建議。 

 

2.2 使用工具 

A. 電子郵件（E-mail） 

B. 網路問卷（Google Doc） 

2.3 問卷發送與回收方式 

透過電子郵件（E-mail）發送的部分，先以電話的方式詢問受訪者是否

有意願填答本問卷，同意後再以電子郵件的方式發送。填寫完畢後再透過電

子郵件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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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透過郵寄問卷(postal/mail questionnaire)發送的部分，藉由郵局寄到

較遠的機構，請認識的教師幫忙填寫，同時轉給其他教師以及其機構填

寫。填寫完畢後以郵寄的方式寄回。現場問卷(delivery and collection  

questionnaire)，一共發了兩份紙本問卷，由筆者本人帶去各漢語教學機

構，請教師填寫問卷，填寫完畢後，當場收回。問卷回收率（詳見第四

張，頁 82）。 

 

3.針對華語導遊問卷 

3.1 問卷內容設計 

針對導遊的問卷內容，分成兩個部分：（1）導遊的基本資料；（2）導遊

對於觀光華語導遊的教學現況與建議。以下分別略述之（問卷詳見附錄四）。 

第一部分內容為導遊的基本資料，包含：國籍、性別、教育背景、華語

學習背景、工作經驗、及工作性質等 10 題。 

第二個部分詢問受訪者有關「觀光華語導遊教學現況」以及建議，包含

泰國華語導遊現況及市場的需求、教學資源的需求（如教材、多媒體、網站

等）、教材的數量、觀光華語導遊的教學內容、以及對多媒體教材的看法與

建議等 14 個題目。 

3.2 使用工具 

A. 紙本問卷 

B. 電子郵件（E-mail） 

C. 網路問卷（Google Doc） 

 

3.3 問卷發送與回收方式 

導遊的部分先以電話的方式詢問是透過電子郵件（E-mail）發送，同意

後再以電子郵件的方式發送。填寫完畢後再透過電子郵件回覆。問卷回收率

（詳見第四章，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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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3 需求調查問卷發送與回收方式流程圖 

 

 

（二）滿意度評鑑問卷調查 

 本研究之滿意度評價，以五等第讓受訪者評分，非常滿意﹙5 分﹚、滿

意﹙4 分﹚、尚可﹙3 分﹚、不滿意﹙2 分﹚、非常不滿意﹙1 分﹚、不適用及未

填（0）。另有學生意見欄。 

 發送問卷對象分成：（1）37 位泰籍學習者問卷；（2）6 位泰籍華語觀

光導遊課的華語教師。受訪者的背景資料（詳見第五章，第五節之二）。 

 

1. 針對觀光華語導遊學習者之滿意度問卷 

1.1 問卷內容設計 

滿意度問卷內容總共包括 13 個題目，主要分成三個部分，分別為（1）

受訪者的基本資料；（2）網站整體教學內容；（3）程式與版面設計。以下分

別略述之（問卷詳見附錄五）。 

問卷發送與回收 

線上

問卷 

紙本

問卷 

面試

問卷 

Excel 

計算表 

學習

者 

華語

教師 

華語

導遊 

Word 

檔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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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為受訪者「基本資料」調查，包括受訪者的基本資料與分類資

料兩種資訊，分為性別、就讀學校與教育水準、及年齡等 3 個項目。 

第二個部分詢問受訪者有關「網站整體教學內容」的滿意程度，分為教

學內容範例、觀光景點介紹、導遊職業原則與實務、內容編排方式、教學內

容範例難易程度、教學內容是否符合學習者等 7 個項目。 

第三個部分詢問受訪者對本網站的「程式與版面設計」的滿意程度共有

6 題，其內容項目包括網站多媒體的應用、介面的設計與頁面安排、網站使

用的顏色與圖片、網站是否容易操作、是否考慮繼續使用本網站、是否想為

朋友 / 同學推薦、以及對本網站的整體滿意度及建議。 

1.2 使用工具 

A. 電子郵件（E-mail） 

B. 網路問卷（Google Doc） 

1.3 問卷發送與回收方式 

本研究進行滿意度調查階段，因筆者本人不在當地，不方便親自發送。

因此主要也是透過網際網路進行問卷發放，以 Google 文件服務選項的「網

路問卷調查表」與以附件的方式透過電子郵件（e-mail）發送，直接寄給受

訪者，填寫完畢後再透過電子郵件回收。此網際網路問卷，從發送至最後回

收的總共大約一個月的時間（期間為從 2011 年 9 月 20 日至 2011 年 10 月

18 日）。 

 

2. 針對觀光華語導遊課程教師之滿意度問卷 

2.1 問卷內容設計 

教師的滿意度問卷主要是以從教師的角度來評鑑，因此問卷內容的設計

基本上與學習者的問卷內容相似，同樣分為 13 題目，以同樣的內容分為「網

站整體教學內容」與「程式與版面設計」兩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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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使用工具 

A. 電子郵件（E-mail） 

B. 網路問卷（Google Doc） 

 

2.3 問卷發送與回收方式 

至於教師的部分，事前與教師溝通是否有意願填答本問卷，獲得同意後

同樣以 e-mail 寄發問卷。受訪教師填寫完畢後，透過 e-mail 回覆寄回問卷。

問卷回收率（詳見第五章，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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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需求調查與分析 

 
學習者需求分析是課程設計的第一步，也在教學設計過程中最重要的一

部分。了解學生和教師對漢語多媒體材料的態度，有助於設計和研究更加有

效的多媒體材料，提高計算補助漢語學習效率（江信，2007）。 

華語觀光導遊是一門專業語言課（LSP）25，不僅涉及到語言應用方面，

還包含使用者對所學的內容與範圍進行調整與傳播。對學習者而言，除了了

解他們的需求而設計有效的華語教學外，針對此方面的基本要素與該具備的

條件也不可缺少。 

基於上述理由以及第二章第四節關於觀光華語教學現況及觀光華語導

遊教材與網站資源評估，筆者將規劃一套符合目前華語學習者需求的華語觀

光導遊教學網站，希望讓學習者在使用本研究規劃的教學網頁當中，能同時

加強並獲得新的語言技能。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為搜集大量受訪者的意見，作為量化研究的資

料。此外，為了得到受訪者較深度的意見，因而在一些題目提示並請求受訪

者填寫所選擇答案的原因，但將受訪者所填寫的原因與意見另外搜集，作為

質化研究的資料。藉由問卷調查與訪談同時進行量化性與質化性的分析。 

本章所分析的資料，藉由兩種不同的蒐集資料方法：一、問卷調查；二、

訪問。問卷調查分為三種對象：一、「泰籍高等教育學習者對華語觀光導遊

學習的意見調查」；二、「泰籍華語教師對華語觀光導遊教學之意見調查」；

三、「泰國當地華語導遊對華語導遊內容之意見調查」。問卷發送至泰國中

部、北部、南部及東北部，共四個漢語教學機構，全都是國立大學的中文系

觀光華語導遊課程及觀光導遊學系補修華語的大學生。問卷發送主要以郵

差、電子郵件（E-mail）及網路問卷（Google Doc）填答三種方式（見第三

章，第四節之三：圖三-3），所回收之問卷分為： 

                                                      

25
 Language for Ess Purpose 簡稱 L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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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泰籍華語觀光導遊學習者 

針對學習者的需求問卷共分發了 200 份，回收分數一共有 69 份，回收 

率為 34.5%。其中透過網路問卷服務的方式發送一共 75 份，回收 9 份問卷，

回收率為 12%。其中有 54 位是中文系的大學生，15 位是觀光導遊學系補修

華語的大學生。如下表： 

表 四-1 泰籍華語觀光導遊學習者-回收問卷分析表 

問卷 發送 （份） 回收 （份） 

線上版 75 9 

中文系 觀光系 中文系 觀光系 

48 27 7 2 

電子版 45 6 

中文系 觀光系 中文系 觀光系 

36 9 5 1 

紙本版 80 54 

中文系 觀光系 中文系 觀光系 

80 0 54 0 

總計 200 69 

 

（2） 泰籍華語教師 

主要分為授課華語觀光導遊與未授華語觀光導遊課的 10 位漢語教師；

授課的漢語教師為 5 位、未授課的漢語教師為 5 位。如下表： 

    表 四-2 泰籍華語教師-回收問卷分析表 

問卷 發送 （份） 回收 （份） 

電子版 13 8 

紙本版 2 2 

總計 15 10 

（3） 泰籍華語觀光導遊：共詢問 3 位，有意願接受訪問 3 位。如下表： 



第四章 需求調查與分析 

 

85 

表 四-3 泰籍華語觀光導遊-訪問資料表 

受訪者 性別 教育程度 

Cg 1 男 大學 

Cg 2 男 大學 

Cg 3 男 大學 

 

問卷回收完畢後，針對各題目資料與受訪者另填寫的理由與意見進行統

計為量化研究的資料，並從該統計資料整理為各種方面的需求項目與進行分

析。本研究以英文字母為代號來代替受訪者姓名，如：受訪學習者以「St」

字母來代替、受訪泰籍華語教師以「T」字母來代替、及受訪泰籍華語導遊

以「Cg」字母來代替。 

 

一、 問卷分析結果 

（一）受試者的基本資料 

1.1 學習者的學習歷程 

 表 四-4 學習者背景資料 

(1) 性別 

男 女 無作答 總計 

23 45 1 69 

33.33% 65.21% 1.44% 100% 

(2) 教育背景 

大學 研究所 博士 總計 

66 3 0 69 

95.65% 4.34% 0% 100% 

(3) 高等學校--大學 

華僑崇聖大學 皇太后大學 朱拉隆功大學 國立皇家大學 其他 

5 54 2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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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項為受試者的基本資料統整，分別為受試者的性別、受試者的 

教育背景及學習者所就讀的學校。本論文在學習者方面，所進行調查與訪談

的對象為目前或修過中文系(所)華語觀光導遊課程的學生。因此，本論文將

按照以上所述分發問卷到各漢語教學機構，進行調查。 

由表四-4 可看出，最多受試者為女性，所占的比率為（65.21%）。大部

分的學習者都在就讀大學階段，有些部分已畢業一段時間，成為社會人士。

受試者所就讀的學校分別為皇太后大學（54 名）、國立皇家大學（8 名）、華

僑崇聖大學（4 名）及其他學校（5 名）等。 

 

表 四-5 學習者學習中文的時間及開始接觸華語觀光導遊課程 

(1) 受試者學習中文的時間 

時間 泰國 台灣 中國大陸 

一年以下 3 1/1 7/1 

一到兩年 1 0 0 

兩到三年 2 1 0 

三到四年 38 2/0 2/0 

四到五年 11 0 0 

五到六年 4 2/0 0 

六到七年 6 0 0 

七到八年 1 1/0 0 

八到九年 0 0 1 

九到十年 0 0 0 

十年以上 1 0 0 

無答 2 

(2) 什麼時候開始接觸華語觀光導遊課程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其他 總計 

0 13 25 2 29 69 

0 18.84% 36.23% 2.89% 42.0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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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的研究與設計適合使用對象為泰籍之中高級華語學習者學習

者，因華語觀光導遊課程本身是專門課程，包含知識文化等內容，學生須具

備一定的華語水準才能選修，所以泰國各大學的華語導遊課程大部分從第二

年級或第三年級開始安排。本研究考慮到問卷填寫的有效性，發放問卷時以

中級程度以上的泰籍大學華語學習者為對象。所調查的對象中大約（90%）

以上的受試者學習中文的時間都在三年以上，這表示在就讀大學階段有部分

受試者早就有所接觸華語。 

關於「學習者開始接觸華語觀光導遊課程」一項中，有（36.23%）的受

試者都在大學三年級階段。其次為大學二年級階段，所佔的比例為

（18.84%）。以及因觀光華語導遊課程本身融合成年人學習，且學習者需已

具備了中文基礎，學習華語的時數需已達到中級以上的程度。 

 

表 四-6 學習者選修觀光華語導遊的目的各項比例 

 

\ 

  

 

 

 

 

 

 

圖 四-1 學習者選修觀光華語導遊的目的所占比例 

 

目的 必選修的課 導遊 旅行社職員 飯店職員 其他 總計 

人數 21 30 7 8 3 69 

總人數%  

(N=69) 
30.43% 43.47% 10.14% 11.59% 4.3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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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的資料得知，占（43.47%）學習者選修觀光華語導遊的原因。為

考慮未來從事觀光華語導遊這個行業。他們學習觀光華語導遊的目的除了所

提供的四個選項以外，在「其他」一項中有選擇其他意見。 

St-02、St-07、St-22 及 St-23 等受試者表示：選修觀光導遊的目的除了

可進入此行業之外，在其他工作行業也有所幫助，如：旅行社、航空公司（Air 

lines Business），飯店業（Hotel Business）、與中國人做生意，能從事外交相

關的工作及能做很多對社會有貢獻、幫助的工作等。 

此外，St-14 則認為：他自己本身選修此門課純粹是因為是必選修的課，

但他認為上了這門課能學到更多的知識與技能。 

 

1.2  教師的基本資料 

表 四-7 教師的基本資料統計 

(1) 性別 

男 女 

2 8 

(2) 教育背景 

大學 碩士 博士 總計 

2 7 1 3 

20% 70% 10% 100% 

(3) 工作經驗 

1-2 年 2.4 年 4-6 年 6 年以上 

3 6 0 1 

 

 針對泰國漢語教師進行調查，本研究特定選擇具有漢語教學經驗的十 

位教師，占（90%）有三年以上教觀光華語導遊課程的教學經驗。其主要目

的為了解泰國漢語教學的現況，同時能參考泰籍漢語教師的教學經驗及其對

泰國學習者的了解，包括在泰國的華語觀光導遊的教學、電腦輔助教學的意

見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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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華語導遊的基本資料 

表 四-8 華語導遊的基本資料統計 

(4) 性別 

男 女 

3 0 

(5) 教育背景 

專科 大學 研究所 總計 

1 2 0 3 

33.33% 66.66% 0% 100% 

(6) 工作類型 

公司 Freelance Past-time 總計 

1 0 2 3 

33.33% 0% 66.66% 100% 

(7) 導遊執照 

白銀牌照 金牌照 無 總計 

3 0 0 3 

100% 0% 0% 100% 

 

 針對泰國華語導遊，將從具備專業與經驗的眼光進行調查與訪問，主 

要為較深入了解泰國觀光業的狀況、泰國觀光導遊目前所面臨的問題與未來

的發展、教材與教學內容的實用性、以及對於電腦輔助教學的意見與建議。

3 位對象全是男性，三位均持有白銀牌的導遊執照（有關白銀牌的導遊執

照，詳見第一章、第一節之四），從事此行業已有數年，經驗豐富。其中一

位為泰國旅行社公司的員工，專門招待訪泰的華語圈國家，如：中國大陸、

台灣、澳門、香港等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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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華語觀光導遊的學習歷程與意見 

 

2.1 學習者的學習態度 

表 四-9 學習者問卷─華語觀光導遊課程的難易度 

項目 

學習者 

沒有 少  中 高 最高 無作答 總計 

人數 3 10 28 29 0 1 69 

百分比 

(N=69) 
4.34% 14.49% 40.57% 42.02% 0% 1.44% 100% 

 

從表四-9 學習者問卷調查與訪問：「學習者認為華語觀光導遊課程的難

易度如何」一題的資料統計發現，大部分的學習者認為在「中」與「高」階

段。其中（42.02%）受試者對觀光華語導遊課程的難易度認知是在「高」

程度；表示他們認為觀光華語導遊是一門相當難的課。他們所給予的理由如

下： 

兩位受試者 St-04、St-50 同樣指出：因觀光導遊職業本來就是一項要具

備豐富的知識、景點介紹內容、語言能力等相關的工作項目，因此要學習很

多專有名詞，如：名勝古蹟等。 

受試者 St-10 意識到：因為導遊這一項職業是處理人與人的關係，當導

遊除了要會使用華語之外，還需要特別注意在交際上恰當性以及禮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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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學習者上課時數與教師意見 

 表 四-10 學習者的上課時數與教師的意見統計 

      

項目 

 

學習者上課時數 / 教師認為最理想的時數 

2 3 4 6 
無作

答 
總計 

夠 不夠 夠 不夠 夠 不夠 夠 不夠 

學

習

者 

人數 2 13 21 8 7 12 4 1 1 69 

百分比

(N=69) 
2.89% 18.84% 30.43% 11.59% 10.14% 17.39% 5.79% 1.44% 1.44% 100% 

教

師 

人數 0 2 6 2 0 10 

百分比

(N=10) 
0% 20% 60% 20% 0% 100% 

 

目前泰國各大學中文系的觀光華語導遊課程以每周 3 小時（150 分鐘）

居多，有些大學或專門學校包含實習學分，因此以每周上課 4 或 6 小時（200

到 300 分鐘）。本問卷除將調查學習者上課時數以外，希望更進一步了解他

們認為上課時數是否足夠。從問卷資料發現：較普遍的上課時數為 3 小時，

占了（42.02%），其中有七成的學習者認為此上課時數已足夠。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 2 小時的課程時數有將近九成認為不滿足，此

現象能說明其課程時數過少，不能滿足學習者與教師的需求。接著，雖目前

進行 6 小時課程時數的不多，僅占了（6.22%），但若照比率而言，僅有四

分之一認為 6 小時的課程時數不足。因此，研究者認為，觀光華語導遊課因

具備文化、實務等內容，最理想的課程時數為 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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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觀光華語導遊教學方式與教材 

  表 四-11 學習者、教師所使用的教材 

(1) 觀光華語導遊課程所使用的教材調查 

項目 課本 CD /影

片 

講義 數位教材 其他 總計 

學習者 人數 52 8 31 22 2 69 

百分比% 

(N=69) 

75.36% 11.59% 44.92% 31.88% 2.89% 100% 

教師 人數 4 1 4 2 0 10 

百分比% 

(N=10) 

40% 20% 0% 40% 0% 100% 

 

目前泰國觀光華語導遊課程仍以教科書為主要工具，佔了整體教材

（75.36%），使用講義與數位教材為輔，講義佔了（44.92%），數位教材排

名第三，佔（31.88%）。補充講義大多數由教師自編，內容包含：觀光景點

介紹、導遊須知、新聞等。數位教材包含：課堂簡報、錄音記錄等。其中，

有教師使用 CD 及影片進行教學，但數量相當少，僅佔（11.59%）。 

 

 

 

 

 

 

 

 

 

圖 四-2 目前使用華語觀光教材與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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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觀光華語導遊的教學內容 

4.1 觀光導遊職業的基本理論、方法與實踐 

表 四-12 學習者、教師與導遊調查─導遊相關理論的教學內容 

      

項目 

 

學習者興趣 / 教師認為 / 導遊的看法 

從不 少 中 多 非常 廢 總計 

學

習

者 

人數 1 1 9 43 12 3 69 

百分比% 

(N=69) 

1.44% 1.44% 

 

13.04% 

 

62.31% 

 

17.39% 

 

0% 

 

100% 

 

教

師 

人數 0 0 0 8 2 0 10 

百分比% 

(N=10) 

0% 0% 

 

0% 

 

80% 

 

20% 

 

0% 

 

100% 

 

導

遊 

人數 0 0 0 2 1 0 3 

百分比% 

(N=03) 

0 
0 0 66.66% 33.33% 

0 
100% 

 

由以上圖四-12 可見，學習者、教師及華語導遊的意見相同，皆認為 

觀光導遊課程裡的基本理論、方法與實踐的內容都很重要，即學習者對此題

材幾乎都表示了高度的學習意願。 

St-04 受試者提到：他之前學過的觀光華語課程大部分只學了觀光景點

介紹，沒有這樣的內容。St-61 學習者表示贊成：如果未來想從事此行業的

話，導遊的基本理論、方法與實踐這個內容是很重要的，除了使你知道如何

進行導遊之外，同時也能提高工作的效率與品質。 

另外，T-09 教師認同並強調：因導遊職業本身需要具備廣泛的知識及如

何介紹不同地方的旅遊景點，如果導遊能做的紮實，外來的旅客會對導遊很

有信心，且是旅客旅途中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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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華語觀光導遊教材該需要補充之處 

表 四-13 學習者與教師問卷─教材需要補充的地方 

項目 

 

學習者意見 教師意見 

人數 
總人數 % 

(N =69) 
人數 

總人數 % 

(N =10) 

內容 20 28.98% 0 0% 

語法點 11 15.94% 0 0% 

詞彙講解 22 31.88% 2 20% 

中泰文化 35 50.72% 2 20% 

活動練習 19 27.53% 1 10% 

CD/VCR 35 50.72% 5 50% 

其他 1 1.44% 0 0% 

廢 3 4.34% 0 0% 

總計 69 -- 10 100% 

 

關於觀光華語導遊教材需要補充的地方，排名第一有兩個項目，分別為

「中泰文化」與「CD/VCR」。受試者 St-10 表示：需要補充「CD/VCR」的

真實情境，如：觀光景點的現場、導遊在遊覽車上的溝通方式，並希望此教

材裡要使用泰文來學習中文。 

對於以泰文來學中文此意見，筆者認為學習者可能意識到觀光華語導遊

課包含文化背景在裡面，因此用泰文來進行對他們比較有利，比較容易理解。 

 

 

4.3  觀光華語導遊的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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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4 學習者選擇觀光華語導遊教學內容意見統計表 

 

 

 

 

 

 

 

 

 

 

 

 

 

 

 

 

 

 

 

 

針對「學習者選擇觀光華語導遊教學內容」的部份，主要目的為了解學

習者對教學內容的是否感興趣。其內容總共分成 9 項（如表四-14），在各項

目提供 5 個選項，分為：1─完全沒有興趣；2─不太有興趣；3─普通；4

─很興趣；5─非常有興趣。 

大致而言，各正面教學內容的興趣都相當的高，表示受訪者對這些教學

內容相當滿意並樂意去嘗試，特別排在前三名的「意外情境處理」、「景點導

遊」、「意外情境處理」和「娛樂導遊」、「交際導遊」這四選項中最多答選「非

常」。至少能說明，大部分學習者認為這些內容有真實性，對未來工作能有

一定的幫助。 

項

目 

教學內容 

(N = 69) 

學習者意見 

從不 少 中 多 非常 

1 接機 1 0% 18 29 21 

1.44% 0% 26.08% 42.02% 30.43% 

2 車內導遊 0% 2 16 33 18 

0% 2.89% 23.18% 47.82% 26.08% 

3 景點導遊 0% 1 8 26 34 

0% 1.44% 11.59% 37.68% 49.27% 

4 飲食與餐廳導遊 0% 1 15 31 22 

0% 1.44% 21.73% 44.92% 31.88% 

5 旅館導遊 0% 0 9 33 27 

0% 0% 13.04% 47.82% 39.13% 

6 購物導遊 0% 2 14 27 26 

0% 2.89% 20.28% 39.13% 23.18% 

7 娛樂導遊 0% 2 3 30 34 

0% 2.89% 4.34% 43.47% 49.27% 

8 交友導遊 0% 1 3 30 35 

0% 1.44% 4.34% 43.47% 50.72% 

9 意外情境的處理 0% 0 5 23 41 

0% 0% 7.24% 33.33% 59.42% 

10 其他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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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四-15 教師與導遊選擇觀光華語導遊教學內容意見統計表 

 

此題材調查針對兩個群眾，分別為：觀光華語導遊課程的教師與有經驗

者的華語導遊。調查教師的目的為了解教師對「教師選擇觀光華語導遊教學

內容」是否認為這些都是學習者該學習的內容。接著，因受試者是專業教師，

將針對他們進行訪談「這些教學內容在工作上是否重要」。共分成 9 項（如

表四-15），在各項目提供 5 個選項，分為：1─完全不同意；2─不太同意；

3─普通；4─同意；5─非常同意。 

 

目

項 
教學內容 

教師意見（N = 10） 導遊意見（N = 3） 

從

不 
少  中 多 非常 

從

不 
少  中 多 非常 

1 接機 0 0 1 2 7 0 0 1 2 0 

0 0 10% 20% 70% 0 0 33.3% 66.6% 0% 

2 車內導遊 0 0 1 3 6 0 0 1 2 0 

0 0 10% 30% 60% 0 0 33.3% 66.6% 0% 

3 景點導遊 0 0 0 2 8 0 0 1 0 2 

0 0 0% 20% 80% 0 0 33.3% 0% 66.6% 

4 飲食與餐廳導遊 0 0 2 4 4 0 0 2 1 0 

0 0 20% 40% 40% 0 0 66.6% 33.3% 0% 

5 旅館導遊 0 0 2 7 1 0 0 1 2 0 

0 0 20% 70% 10% 0 0 33.3% 66.6% 0% 

6 購物導遊 0 0 3 7 0 0 0 0 1 2 

0 0 30% 70% 0% 0 0 0% 33.3% 66.6% 

7 娛樂導遊 0 1 3 5 1 0 0 3 0 0 

0 10% 30% 50% 10% 0 0 100% 0% 0% 

8 交際導遊 0 1 0 4 5 0 0 0 1 2 

0 10% 0% 40% 50% 0 0 0% 33.3% 66.6% 

9 意外情境的處理 0 0 0 2 8 0 0 1 0 2 

0 0 0% 20% 80% 0 0 33.3% 0 66.6% 

1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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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四-15 資料顯示，教師大致認為其 9 項的教學內容應該是學習者

該學習的，排名第一的兩項為「景點導遊」和「意外情境處理」，占（80%）

之高。一部分華語教師受試者認為：觀光華語導遊不單單只學旅遊勝地和導

遊的工作職責，在真實的情境會遇到很多不同的情況與不斷的有問題需要處

理，因此對於如何處理意外事情發生也是教學上改強調的一部分。 

關於「這些教學內容在工作上是否重要」，經導遊的訪談得知，認為其

教學內容在工作上十分重要，有占（66.66%）分別為，「景點導遊」、「購物

導遊」、「交際導遊」和「意外情境處理」等四項。對於「飲食與餐廳導遊」

這項中選擇「普通」認為：導遊的工作一般都重在旅途中的服務與介紹觀光

景點，在餐廳裡大部分由店裡的人在處理，導遊只是做確認人數與溝通。 

 

（五）適合泰國華語學習者的漢字教學教材之條件 

5.1 華語觀光導遊教材的語言 

      表 四-16 教師與學習者對教材使用語言的意見統計 

項目 

 

學習者意見 教師意見 

人數 
總人數 % 

(N =69) 
人數 

總人數 % 

(N =10) 

泰文 0 0% 0 0% 

中文 12 17.39% 4 40% 

英中泰 6 8.69% 2 20% 

中英 6 8.69% 0 0% 

中泰 19 27.53% 4 40% 

泰中 6 8.69% 0 0% 

其他 0 0% 0 0% 

廢 19 27.53% 0 0% 

總計 69 100% 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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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四-16 可見，教師與學習者的意見相同，皆認為觀光華語導遊的教

學內容該使用的語言為「中泰」占總人數（27.53%），其中認為該使用「英

中泰」是總人數的（8.69%）。教師總人數（40 %）選擇「中泰」與「中文」

為觀光華語導遊教學教材的主要語言。值得注意的是，教師與學習者所填寫

之選擇稍微不相同，受試者教師 T-03 認為：因觀光華語導遊課是針對有中

文基礎的學生，因此泰文的成分應該少於中文。 

根據訪問的資料，St-06、St-07、St-38 受試者認為教材內容應該使用「英

中泰」，他們表示：英文為全球語言，對她個人而言會比較容易懂、對不懂

中文或中文程度比較基礎的學習者，至少還可以看英文，而且這樣每個語言

都能學得到。 

 

  表 四-17 華語導遊真實情況使用的語言資料統計 

華語導遊真實情況使用的語言 

項目 中文 英語 粵語 泰文 其他 

導

遊 

人數 3 1 2 2 0 

百分比

（N=3） 

100% 33.33% 50% 50% 0 

 

華語導遊真實情況使用的語言的部分，專家導遊意見調查表示工作上最

常使用的語言是中文。 

受試者教師 T-02 提到：和澳門及香港的旅客溝通時主要以粵語為溝通

語言，雖在他們團體裡面有些不會說華語，但還是聽得懂國語，能進行簡單

的對話。 

至於使用英語溝通的部分，T-01 提到：香港旅客有些只會一些簡單的華

語，這時需要用英語來幫助，如某些專有名詞可用英語來代替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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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華語觀光導遊教材與效果 

5.2.1 有助於觀光華語導遊學習的教材類型（排順序題） 

 表 四-18 排名為第一的教材類型統計  

項目 書 多媒體 網站 其他 總計 

學習者 

人數 7 42 17 3 69 

總人數% 

(N=69) 
10.14% 60.86% 24.63% 4.34% 100% 

教師 

人數 2 5 3 0 10 

總人數% 

(N=10) 
20% 50% 30% 0% 100% 

 

導遊 

人數 1 2 0 0 3 

總人數% 

(N=03) 
33.33% 66.66% 0% 0% 100% 

依據受試者所填寫的選擇，將多媒體教材排為第一名的學習者占

（60.86%），認為：多媒體的教材除了文字以外26，還增加了畫面、能看得

到真實的情境、聽得到聲音、能夠使觀光華語導遊的學習更加趣味，亦能激

發學習的鬥志。受試者 St-04 表示：此類型的教材對其觀光華語導遊學習很

有幫助，能增加其對內容的印象。選擇多媒體教材為第一名的教師認為，此

類型教材對學習者非常有吸引力，可使學習者對學習內容更加興趣，亦可增

加學習的效率。另外，三分之二的華語導遊也同樣選擇多媒體教材為第一

名，T-01 的理由是多媒體有畫面、有聲音，對學習觀光華語導遊有一定的

幫助。 

其中占（24.63%）將網路教材為第一的學習者認為，其使用上有方便性

的優勢，亦有助於學習的效果。有（30.00%）的教師認為：網路教材結合

了書本與多媒體的功能，它能呈現不一樣的功能。同時在華語導遊意見方

面，認為使用網路的人越來越多，網路比較佔優勢的地方在於能夠不斷的更

新內容，呈現不同風格的畫面。 

                                                      
26「多媒體的教材」指純粹呈現多媒體的教材，不用透過網路，如：光碟片、軟體、影片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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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書本教材為第一的學習者，皆認為書本是最有方便性的教材。學習

者到處都可找得到，亦完全沒有使用時間與地點的限制，隨時隨地均可使

用。除此，他們認為書本教材的數量比其他教材類型多得多，比較有選擇性

的優勢。 

 

5.3 對網路教材的興趣 

表 四-19 學習者、教師及導遊對網路教材的興趣 

      

項目 

 

學習者興趣 / 教師認為 / 導遊的看法 

從不 少  中 多 非常 總計 

學

習

者 

人數 0 1 7 49 12 69 

總人數% 

(N=69) 
0 1.44% 10.14% 71.01% 17.39% 100% 

教

師 

人數 0 1 2 7 0 10 

總人數% 

(N=10) 
0 10% 20% 70% 0% 100% 

導

遊 

人數 0 0 1 0 2 3 

總人數% 

(N=3) 
0% 0% 33.33% 0% 66.66% 100% 

 

對於「利用網路學習觀光華語導遊這種學習形式是否有興趣」大多數的

學習者、教師及導遊都同樣認為，網路學習很有趣，學習者選擇為

（71.01%）。其中有（1.44%）不贊成網路學習形式，認為對於經常上網的

學習者而言，的確非常方便，但對於對網路很陌生或家裡沒有電腦的人而

言，可能會變成他們的一種障礙、很難接近的。 

 

（目前使用華語觀光導遊教材與評價，參圖 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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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結 

要為泰國學習者設計觀光華語導遊教學網站，首先得了解學習者本身的

學習情況、與他們對觀光華語導遊課程所期望得到的結果。再依據教師的意

見以及有專業導遊經驗者的想法，獲知在實際設計時可事先考慮的問題，幫

助理解學習者所期望的目的。因此，綜合上列的問卷與訪問資料，將列出以

下的分析結果： 

 (1) 學習者（目標）大部分屬於華語中級以上的程度（Medium Level and 

abore），學習觀光華語導遊動機和目標各有不同，其中有三成是因為必修

課而修，有大約將近七成純粹是為考慮在未來從事觀光華語導遊（Chinese 

Tour Guides）與觀光相關的行業（Tourist Business），如旅行社（Tour 

Business）、航空公司（Airlines Business），飯店業（Hotel Business）等。

因此研究者認為，要為泰國學習者設計教學網站，除了需要具有專業性之

外，也需要針對其他對同領域不同目標的學習者設計包含具有普遍性與多元

化的網站教學。 

(2) 目前泰國觀光華語導遊課程仍以教科書為主要工具，使用講義與數

位教材為輔。補充講義大多數由教師自編。教學內容包含：觀光景點介紹、

導遊須知、相關科目的新聞等。數位教材包含：課堂簡報、錄音記錄等。其

中，有教師使用 CD 及影片進行教學，但數量相當少。從問卷調查訪談發現：

觀光華語導遊教材的數量在市面上相當缺乏，大部分的學習者認為多媒體教

材最有助於學習效果，因多媒體除了文字以外，還增加了畫面、能看得到真

實的情境、聽得到聲音、能夠使觀光華語導遊的學習更加趣味。因此，網站

教學設計要特別注重真實性、趣味性，以增加學習動機與效果。 

(3) 教學內容方面，應具有專業性與實務性，加強中泰文化導入與說明、

活動練習、及提供真實場景的影片（CD/VCR）。教學內容所使用的語言主

要以「中文和泰文」呈現。教材內容方面應包含：觀光華語導遊課文、觀光

景點介紹、導遊執業的基本原則與實務等。有關觀光華語導遊課文的教學內

容，但受試者對本問卷所列舉之評價得知，教師及專業導遊認為這些教學內

容對學習者很有幫助。學習者對教學內容所列舉的各項目也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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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觀光華語導遊教學網站之規畫與範例 

基於第一章研究動機所提，再根據第二章的文獻探討中包含的教學設計

原則、觀光華語導遊教學的教材現況及評估、數位教材設計所該具備的條

件、文化教學及導遊相關理論，加上第四章學習者需求分析及教師、導遊之

訪問結果，筆者將於本章中介紹所設計的觀光華語導遊教學網站範例的內容

與規劃。 

本章第一節首先將針對本網站內容安排與設計進行介紹，包含設定其適

用對象的條件需求，並說明教學目標、網站內容特性、網站功能特性及網站

使用方式。第二節為網站設計過程，將列出從整個畫面設計到教學內容流

程。接著，第三節為網站範例內容，將介紹本網站所有單元所實際設計出完

整的內容，以及各課單元所衍生出的課文，包含：導遊實務、觀光華語導遊

課文及觀光景點介紹。 

 

第一節 網站之規畫設計 

一、 適用對象 

觀光華語導遊網站的教學適用對象，是設定給具有學習需求的泰籍 

學習者。茲說明如下： 

（一） 已具中級（Intermediate）或高級（Advanced）以上的中文基礎， 

想更進一步了解觀光華語導遊這方面。因此，網站內容設計所設

定的語言層級的對應，根據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的適用對

象及「HSK」中國漢語水平之標準，學習者在台灣學習華語的時

數達 480-960 小時，或是在其他國家、地區學習 960-1920 小時（研

究對象的界定，參見第三章、第二節）。 

（二） 本研究適用於泰籍之中高級華語學習者，目前或已主修觀光導遊

學系(所)的中文課程，以及中文系(所）華語觀光導遊課程的學

生。針對以上所述，不分學習者的年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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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想藉由觀光華語導遊此題材，提升中文水平的學習者。 

 

二、 教學目標 

觀光華語導遊課程為專業語言教學「ESP」的一項。根據本論文第二章

所述，針對教育類型可分為四種，其中(專業教育) 是為了使學習者具備較

為全面的目的與能力而設計的第二語言教學類型，主要適用於職業目的和特

殊目的，其中的某些課程也適用於學術目的。本研究為根據「觀光與運動部

（Ministry of Tourism and Sports of Thailand）」所提出的考量(參見第一章，

第一節之四)，所設計的觀光華語導遊教學網站將著重於「職業目的和職業

工具目的」。 

針對學過觀光華語導遊課程及對觀光華語導遊此題材有興趣或有這方

面的職業需求，使用本研究所提供的網站後，能夠到達以下項目： 

1. 具備導遊職業基本專業能力，包括：導遊的職責、導遊服務相

關項目、導遊心理學等。 

2. 提高華語導遊的溝通能力、交際能力，具備流暢的華語口語表

達能力，包括日常生活中用語等。 

3. 熟悉專業知識理論結構，如：旅遊專業的基本理論和知識、中

外旅遊地理特別是泰國旅遊資源、泰國民俗文化及泰國生態文

化、如何保護國產等相關觀光法律上。 

 

三、 內容特性 

（一）網站內容型式 

根據學習者、教師及專家意見所調查，本研究將整個教學內容規畫成三

大部分，分為：導遊實務、觀光華語導遊課文、及觀光景點課文。 

1. 導遊實務：作為學習者上課前，事先了解導遊理論與工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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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內容，以基本理論與實際工作情況為主。 

2. 觀光華語導遊課文：以六個教學步驟為固定學習流程來呈 

現，分別為：暖身活動、工作程序、語言與文化、專用詞彙、

情境對話 – 連結「觀光景點介紹」、詞彙說明、綜合練習。

從了解工作上的程序到語言應用上的學習過程，再進行練習作

為教學的鞏固階段，到最後得到練習的回饋。 

3. 觀光景點介紹：為處理導遊景點講解的資料，作為本教材課 

 文附加的部分。內容分為不同觀光勝地的文章內容，因這方 

 面有相當多的專有名詞，因此在同頁另設計生詞表來解釋並 

 舉例。 

 

（二）語言的選用 

本網站所選用的語言，依據教師的訪問與泰籍學習者的需求分析結

果，大多數的受試者認為觀光華語導遊教材應使用「中文」與「泰文」兩

種語言。 

1. 導遊實務的語言選用：以了解導遊理論與工作程序為目標，

為配合學習者能深入並很快地掌握其眾多內容，本部分全以

泰文進行說明。 

2. 觀光華語導遊教學內容的語言選用：以華語為學習目標，主

要分為：導遊工作程序(連結至導遊實務)、語言與文化說

明、專有名詞表、參考情境對話、詞彙句法說明及綜合練

習。在各單元，直接透過泰文翻譯讓學習者知道該專有名詞

的意思。 

3. 觀光景點介紹的語言選用：為教材課文附加的部分，所介紹

的內容使用中文為語言材料，另提供的生詞表及例句以中文

翻譯為主，後加泰文的專有名詞翻譯為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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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正體字」與「簡體字」字體的選用，基於考慮華語人士訪泰的旅

客不僅是中國大陸，還包括台灣、港澳等地區。不同地區使用的字體與用語

各不相同。因此，筆者將選用其兩種字體，提供學習者自由選擇。本論文目

前先設計「正體字」的字體內容，至於「簡體字」的字體內容將放在本研究

未來的發展研究。 

 

四、 網站功能特性 

（一） 提供文字內容隱藏之效果。因有些學習者能夠直接從中文本身吸

收該語言訊息，不必透過漢語拼音與泰文了解其意義。對於有需

要幫助的學習者只要按該隱藏文字的標誌即可。 

（二） 本教學網站雖分成三大部分，但它們之間扮演著互相作用的關

係。學習者需要以本網站所提供的網頁內超連結方式學習，因此

為了方便學習者能夠連續進入其他有關聯性的內容，筆者設計訊

息連結（link），讓學習者能直接就移至該課文。 

（三） 本網站所提供的「論壇」（forum）27按不同的主題分為許多版塊。

主要的目的是讓學習者可以在這個部分閱讀別人關於某些主題

的看法，以及將自己的想法或對華語及某些內容產生疑問發表到

論壇中。之後，將由筆者（server）進行回覆或者由其他學習者

（user）互相交流分享。 

（四） 學習者可從每一頁進入到本網站所提供的使用者求助於尋找功

能。 

                                                      

27
 論壇又稱 Bulletin Board System，簡稱 BBS（電子公告板），全稱為或者 Bulletin Board 

Service（公告板服務）。是 Internet 上的一種電子資訊服務系統。它提供一塊公共電子白

板，每個使用者都可以在上面書寫，可發佈資訊或提出看法。它是一種交互性強，內容

豐富而即使的 Internet 電子資訊服務系統。使用者在 BBS 網站上可以獲得各種資訊服

務，發佈資訊，進行討論，聊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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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1 「論壇」頁面 

 

 

 

 

 

 

 

 

 

 

 

 

 

 

圖 五-2 「討論頁面」問題討論與回應 

討論區 

使用者註冊與登入 

使用者資料庫 

查詢 

問題討論 回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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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網站使用方式 

為了符合以上的要求與使網站具有高度效率，因此將網站規劃為如下 

不同的可使用方式： 

（一） 使用於上課教材 

網站所安排與排序的內容，適合於漢字基礎教學使用，亦是一種多媒體

的教材。在教學環境與設備的容許之下，教師能夠以網站為上課的教材，無

論對象是剛開始學習漢語或已有漢語基礎者皆可。下課後，學習者亦可在網

站查詢、複習與練習。 

（二） 使用於補助教學 

從資料蒐集、需求分析及觀光華語導遊教學的現況探討發現，泰國觀光

華語導遊課程仍以教科書為主要工具，使用講義與數位教材為輔，補充講義

大多數由教師自編，目前在市面上的華語導遊教材除了相當少見，教材的本

身因時間過久，所以教材內容沒有更新。如此情況下，教師便可在課堂上的

一些時間，介紹網站的使用與內容，引發學習者的學習動機，之後交代課後

繼續自學、練習與作業。 

（三） 使用於學生課外的支援 

從需求分析結果得知，有些學習者認為觀光華語導遊的課程時數不能滿

足他們的需求，因此學習者可利用課外的時間按照本網站的指導與內容的順

序，在課外進行自學。若對網站的使用或學習內容有些問題，可另外去請教

教師或留言向站長提問。此外因考慮到自學的問題，網站要提供很齊全的內

容，包括每個部分的使用介紹、適合學習者學習的內容與實際需求、提供最

實用的例子以及能夠檢查自己理解度的練習與初步的回饋。網站輔助於管理

功能方面，當使用者使用的過程有問題時，應必備線上協助功能，如問題回

應、問題解答、討論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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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網頁製作過程與教學內容設計 

一、 網頁編寫 

本網站的製作過程中從選定範圍到網頁編寫都經過嚴謹的考量，如：網

站使用的空間大小、網站所具備的條件與功能(如：文字、圖片、動畫、論

壇)、傳輸速度、圖片與文字的版面配置、閱讀上的心理認知、文字顏色大

小、分段分行的斷詞斷句、整個畫面設計及內容的安排等。製作網頁時採用

的語言為「HTML」28編輯網頁的程式碼，即：「Dreamweaver」或「Frontpage」

的網頁編輯軟體。學習者能用於不同瀏覽器（Browser），如：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IE version 4-9）、Mozilla Firefox(version 2-4)、Google Chrome、

Safari、Opara 等使用。 

  

二、 整體畫面的設計 

（一）網站首內頁版型製作 

多媒體的畫面圖的使用，除了增強整體網站的美觀外，還有助於學習者

進入網站時能直接了解其教學所要呈現內容。主要以簡單，具有吸引力為基

本要素。在設計方面，為配合情境與聯想的作用，筆者以「Adobe Photoshop」

相片編輯程式劃出模擬一台大型遊覽車，在車內有四位以專業導遊的角色介

紹導遊相關的知識，稱為「導遊小姐 Tg-01、Tg-02、Tg-04 與導遊先生 Tg-03」
29。學習者也能直接從這四位進入每一個單元的教學內容。 

 

（二）頁面的內容分配  

 所有網站內容選項出現於首頁面，包含：網站名稱、目錄與選項、網 

站內容選項、討論區、教學介紹及聯絡方式。如下圖： 

 

                                                      
28「HTML」為超文件標示語言，全名為 Hyper Text Markup Language 
29

 此部分以「Tg」為 Tourist guide 的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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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3 網站首頁的項目分配 

 

 

 

 

 

 

 

 

 

 

 

 

 

 

 

圖 五-4 頁面的內容分配 

網站標誌與名稱 

課程介紹及 

問題回報 

網站內容選項 

線上討論 

「即時通」 

網站使用說明 網站問題回報 

頁面選項 討論區 

 

內容選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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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網站標誌與名稱 

網站標誌與名稱出現於首頁巴士圖畫的中間，無論打開任何項目的頁

面，內容總會出現在網站原本的位置。在網頁標誌與名稱的下邊會出現學習

者所進入的標題出現標題的名字，當學習者到其他的標題時該標題的名字也

跟著變，這對學習者使用時，易於知道目前在看的內容屬於何標題。另外在

此區域提供非學習內容之常用連結，包括：首頁、求助、問題回應、相關連

結、討論區及聯絡站長。 

 

2. 頁面選項 

頁面選項呈現於首頁的最上面，同時在每頁面出現，使用者隨時皆可看

到。頁面選項分為七頁，如：論壇、回首頁、問題回報，其中包含網站所有

的教學內容題目。 

 

3. 內容選項 

除了以上頁面選項能在每頁面的內容出現外，筆者還設計了在首頁面的

內容選項區，此內容選項區與頁面選項的不同在於，內容選項區增加了圖片

與不同題目的題目說明。首次使用的學習者可知道並看出要進去學習的內容

有初步的了解。 

  

 

三、 網站範例功能限制 

一、 本網站只針對參考對話這個部分應用「Youtube」播放服務提供對

話錄音，至於其他部分如：生詞表、例句等會在未來將使用專門軟

體來製作。 

二、 在練習的部分，以針對每一課文設計該內容的測試、練習及活動，

另外放在獨立頁面，並以連結的方式連接起來。此部分目前未能提

供網頁上的操作，因此，學習者需要準備筆和紙來進行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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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網頁內容架構 

信世昌（1997）指出，網路教學課程必須注重三個面向，包括；前置 

分析、整體設計、以及輔助支援功能。「前置分析」為分析各層面的需求；

「整體設計」為討論教材內容、教學設計、以及人機介面的設計。教材內容

的設計，主要針對教學內容本身的考量，共具有 7 步驟，包括：確定內容、

規劃架構、教材切割、內容連結、多媒體素材製作、電腦程式選寫、測試與

修改。教學設計內容以教學設計理論為主要的依據，再加上教學內容的相關

設計理論，如：語言課程設計理論等。人機介面設計，涵蓋了螢幕設計(畫

面安排、色彩、字形、位置等)、聽覺設計(是否、如何提供發音，呈現方式

為何)、以及互動設計(回饋功能、圖形的隱喻、按鈕的反應等)。 

以上所述還包含了「輔助管理功能」的原則(參見第二章，第四節之四)。

依據受試者調查所提出的問題與需求，歸納出本教學網站單元的架構圖（參

考查詢連結情形）及觀光華語導遊教學網站之內容架構表，如表五-1；圖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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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1 觀光華語導遊教學網站之內容架構表 

架構配置 網頁敘述 

首頁 以巴士圖作為本網站的設計概念，學習者能在首頁

進入本網站的每個單元，如：教學範例內容、網站

教學介紹、教學流程、教學手冊、討論區、問題回

報等。 

職業基本原則 

「導遊實務」 

作為學習者上課前，事先了解導遊理論與工作程序

的內容，以基本理論與實際工作情況為主。 

教學內容範例 

第一課到第十課 

(連結到其他有關的單

元) 

暖身活動 

工作程序 – 連結「導遊實務」 

語言與文化 

專用詞彙 

情境對話 – 連結「觀光景點介紹」 

詞彙說明 

綜合練習 

觀光景點介紹 此部分為本課文附加的部分，以不同區域、地點，

針對華語導遊進行介紹該地方的基本資料。 

課後活動 討論區，建議、意見表達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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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5 網頁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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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網站地址與首頁 

 學習者能直接從首頁進入本網站的每一個單元，包含：網站之介紹、

網站使用手冊、論壇（web broad，Forum）。教學內容單元，包含：導遊實

務、觀光華語導遊內容範例、觀光景點介紹。學習者進入本網站所設計的每

個單位前，能直接在首頁的新手上路部分下載網站使用手冊 （PDF 檔案）

作為使用者之參考。 

 網站地址為：www.westudytour.com 

使用關鍵字：觀光華語導遊、chinese for tourist guide、   

      ภาษาจีนส า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ก ์

 

第三節 教學內容流程 

 本網站教學內容分為：「導遊實務」、「觀光華語導遊課文」及「華 

語觀光景點」三個部分。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 導遊實務 

 導遊的工作任務眾多，且細節相當參雜，全場面是人與人之間的接 

觸。在學習者方面，因有些只學觀光景點內容介紹的部分，並不了解導遊的

工作項目所需具備的要點。本單元主要以知識性為主，目的是為了使學習者

熟悉導遊工作的全部過程，提高其導遊的技巧。所介紹的內容使用工作的真

實案例，有針對性地解決實際工作問題。本部分的內容方面分為：導遊的基

本概念、導遊的重要性、導遊所扮演的角色、導遊的工作項目、導遊的專業

素養與職業道德等相關的項目。 

 導遊實務的全部內容放在首頁第一單元「導遊小姐 Tg-01」的選項，

學習者能直接從此部分了解導遊工作的整個過程。另外，如果內容跟觀光華

語導遊課文的單元有關，將加以設計訊息連結(link)，方便學習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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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6 導遊實務內頁的主題分類 

 

 

 

 

 

 

 

 

圖 五-7 導遊實務內容 

 

內容主題說明 

主題選項 

內容題目 教學內容 

點入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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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觀光華語導遊教學課文之教學內容排序 

 Cohen（1985）提出導遊所要具備的角色與導遊的專業素養，作為一

名導遊除了需具備豐富的知識外，外語溝通能力也是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因

此，本研究的觀光華語導遊課文將以口語溝通為主，讀寫為輔。為了使學習

者能直接吸收該語言訊息，部分內容，如導遊工作程序、語言與文化等部分，

將以泰文進行說明。 

 本部分將按照導遊不同的工作場景所要進行的各項任務，歸納出有助於

學習者提高導遊的口語能力與專業語言技能的九項教學內容，依照學習者的

調查得知，學習者對這部分的學習意願相當高，教師與導遊的意見也大致認

同，並相當的重視。觀光華語導遊課文的整個編排順序將一單元主題為主，

為了讓學習者間接體驗實際旅遊行程，按照實際旅遊行程的時間順序編排為

主題的架構，教學內容共分為十課：一、機場迎接；二、車內導遊；三、景

點導遊；四、餐飲導遊；五、旅館導遊；六、購物導遊；七、文化與娛樂導

遊；八、友好導遊；九、意外情境處理；十、機場送別。每一課的教學排序，

先從暖身問題（warm up）、對課文內容進行解說、了解語言與文化的相關知

識、然後以詞彙及不同情境對話形式展現、再熟悉詞彙的運用、最後的教學

活動主要以回答問題及練習作為每一課的總結。如下圖：  

 

 

 

 

 

 

      圖 五-8 教學排序 

 

 

（一）內容與主題 

 如以上所述，本部分在於使學習者初步了解導遊工作的程序，再進一步

了解語言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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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9 觀光華語導遊課文第一課到第十課 

 

 

 

 

 

 

 

 

 

 

圖 五-10 觀光華語導遊第一課—機場迎接：導遊工作程序 

詳細內容 單元主題 課文說明 

暖身為題 教學內容 線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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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語言與文化 

學習者已瞭解導遊所要進行的任務。接著，除了華語能順暢使用外，導

遊對語言與文化之間的了解也不可忽視。本研究以第二章所探討的第二外語

教學中文化導入的七種方法(楊國燕，2001)作為本研究的設計原則。 

 

（三）專用詞彙 

選出教材內容的生難字詞及專有名詞，製作簡表，包含生詞、漢語拼音、

泰文翻譯。因部分在不同的場景與工作內容所接觸的事物及單位較多樣，因

此本部分將列出所有相關的專有名詞以表格進行分類(如表五-3)。 

範文在電腦上的閱讀，如是純文字，有時會讓學習者產生無趣的過程，

因此，圖片或動畫的安插，也是維持學習熱度的一種方式。在編排的同時，

也要考慮其適當性，如：圖片與內容的相關程度、傳輸速度、版面與介面的

設計編排等。 

 

（四）情境對話 

提供具有真實性的會話，在工作上不同的情境可能會面臨的狀況，作為

學習參考的工具。如觀光華語導遊範文「機場迎接」所示，從導遊去機場前

如何連絡司機、如何與領隊溝通及招待旅客，將整個過程分為不同的情境對

話列出(如表五-5)。 

 

（五）詞彙句法說明 

根據本研究所調查的資料發現，學習者對於詞彙句法說明相當重視。詞

彙句法說明除了有助於學習者了解該詞彙的意義及用法外，還幫助學習者從

句型學習到該詞彙在職業上如何展示。 

 

（六）綜合練習 

在一般的基礎內容部分，提供練習與測驗，但在更複雜的內容範圍，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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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學習者的漢語程度測驗內容分為數級，主要是因不同程度學習者的學習目

標不同。雖然學習者知道練習題分為不同難易程度，但不限制所有網站使用

者試做全部的練習。 

練習與測驗部分的目的並非為測出學習者是否能夠記得所有提供的例

子，而是透過練習使學習者更了解網站所提供的內容，增強他們的語言應用

能力。 

不同課文所設計的練習方式也會跟著不同，本課的練習題分為兩種，包

括回答問題與情境練習。 

 

三、 華語觀光景點 

根據以上所述，本網站教學內容分為三大項目：第一項目為導遊實務，

包含導遊的工作程序以及相關職業原則；第二項目為觀光華語導遊課文，主

要以口語技能為主，搭配情境對話，單元編排方式按照導遊帶團的流程編

排；第三項目為觀光景點，本部分融合知識性與相關華語課文。 

（一） 教學內容的選擇：對泰國不同的觀光勝地進行介紹，選出教 

學內容中的生難字詞及專有名詞並製作簡表，包含生詞、漢

語拼音、泰文翻譯、實用例句。選擇課文的目標以有助於學

習者了解泰國的各類旅遊資源，以及積累同類別旅遊資源講

解的素材。此外，為了增加學習效果及趣味性，在某些場景

特地附加影片。 

（二） 畫面設計：此部分使用泰國大地圖，以簡單設計而解決不同 

區域的眾多觀光勝地砸在一起。學習者進入某區域之後，將

會看到不同旅遊勝地的圖片以及地名，亦可直接從該圖片點

進觀看內容。因曼谷的旅遊景點眾多，筆者將特地分開以紅

色圈點圍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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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觀光華語導遊網站內容範例 
  

 如以上所述，本網站教學內容分為：「導遊實務」、「觀光華語導遊

課文」及「華語觀光景點」三個部分。觀光華語導遊課文的整個編排順序

以單元主題為主，為了讓學習者間接體驗實際旅遊行程，按照實際旅遊行

程的時間順序編排為主題的架構。其教學排序分為：暖身活動、工作程序

（連結「導遊實務」）、語言與文化、專用詞彙、情境對話 – 連結「觀

光景點介紹」、詞彙說明、綜合練習。 

 

一、「暖身活動」 

 

 

 

 

 

 

 

 

 

 

 

圖 五-11 學習頁面—迎接遊客 

 

暖身問題 進行的時間 

各單元使用的時間 

參考 

相關課文之內部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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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語言與文化」 

表 五-2 網站教學範例設計-語言與文化說明 

使用時間：5 分鐘 

「先生、小姐，男士、女士」โดยทัว่ไปคนจีนจะเรียกคู่สนทนาดว้ยแซ่ แลว้ตามดว้ยค าเรียกขาน

หรือต าแหน่งของคนคนนั้น  การเรียกขานเช่นน้ีถือเป็นการยกยอ่งใหเ้กียรติคู่สนทนา  เช่น「陳先生 

( chén xiān shēng，คุณเฉิน )」、「張小姐 ( zhāng xiǎo jiě, คุณจาง) 」 

 「先生、男士」 เป็นค าเรียกขานทัว่ไปท่ีใชเ้รียกผูช้าย ในผูห้ญิงจะใชค้  าวา่ 「小姐 ( xiǎo jiě, 

คุณ )」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จีนมกันิยมใช「้男士、女士」  ส่วนในไตห้วนัมกันิยมใชค้  าวา่ 「先生、小姐」 

   「行李 (xíng lǐ)」คือทุกอยา่งท่ีคุณแพค็ ไม่วา่จะเป็นกระเป๋าเดินทาง กระเป๋าถือติดตวั กระเป๋าเป้ 

กล่อง หรืออ่ืนๆ  

 「對不起 (duì bú qǐ)」 ตามท่ีรู้กนัจะใชใ้น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วา่ขอโทษ เป็นการแสดงมารยาทในการขอโทษ

อยา่งหน่ึง เม่ือเราท าอะไรแลว้รู้สึกผิดต่อฝ่ายตรงขา้ม แต่ในความเป็นจริงค าน้ีมีหลายความหมาย เหตุการณ์

ต่างกนัการใชง้านก็ต่างกนัไปดว้ย แบ่งออกเป็นสามเหตุการณ์ ดงัน้ี 

1. ใชเ้ม่ือรู้สึกค าพดูและการกระท าของตนท าร้ายผูอ่ื้นหรือท าใหผู้อ่ื้นรู้สึกไม่ดี คลา้ยคลึงค า

วา่ sorry ในภาษาองักฤษ  

เช่น “對不起，我剛才不是故意的。” 

2. ใชส้ าหรับผูพ้ดูตอ้งการขอใหอี้กฝ่ายช่วยเหลือหรือรบกวนใหช่้วยกระท าบางส่ิงบางอยา่ง  

โดยปกติมกัจะเอ่ยกบัคนแปลกหนา้ หรือ คนท่ีผูพ้ดูไม่คุน้เคย คลา้ยคลึงค าวา่ Excuse 

me ในภาษาองักฤษ 

เช่น  “小姐，對不起，打擾了，請問停車場怎麼走？” 

3. ใชเ้ม่ือตอนท่ีไม่สามารถบรรลุส่ิงท่ีอีกฝ่ายปารถนา มกัเอ่ยน าดว้ยค าวา่ 「對不起」  

จากนั้นค่อยอธิบายเหตผุลประกอบ เช่น “對不起，您問的地方我也不熟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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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用詞彙」 

表 五-3 網站教學範例設計-機場迎接生詞表 

1. 機場 

 人口 rén kǒu bào  ทางเขา้  貴賓室  guì bīn shì หอ้ง V. I. P. 

 出口 chū kǒu ทางออก  購票處  gòu piào chù จุดจ าหน่ายตัว๋ 

 海關  hǎi guān ศุลกากร  廁所  cè suǒ สุขา 

 過境  guò jìng Transit  男廁、女廁  nán cè、nǚ cè สุขาชาย (หญิง) 

 中轉處  zhōng zhuǎn chù จุดเปลี่ยนเคร่ือง  免稅店 miǎn shuì diàn ร้านคา้ปลอดภาษี 

 報關物品 bào guān wù pǐn แสดงส่ิงของ  郵局  yóu jú ไปรษณีย ์

 迎賓處 yíng bīn chù  ห้องรับรองแขก  航空 háng kōng  แอร์ไลน ์

 貨幣兌換處  huò bì duì huàn chù จุดแลกเปล่ียนเงินตราระหวา่งประเทศ 
 行李暫存箱  háng lǐ zàn cún xiāng ตูรั้บฝากกระเป๋า 
 護照檢查處  hù zhào jiǎn chá chù จุดตรวจพาสปอร์ต 

 行李領取處  háng lǐ lǐng qǔ chù จุดรับประเป๋าเดินทาง 
 國際航班旅客 guó jì háng bān lǚ kè นกัเดินทางชาวต่างชาติ 

 國際航班出港  guó jì háng bān chū gǎng ทางออกระหวา่งประเทศ 
 國內航班出站  guó nà háng bān chū zhàn ทางออกในประเทศ 
 蘇旺那蓬機場 sū wàng nà péng jī chǎng ท่าอากาศยานสุวรรณภูมิ 

 國際機場 guó jì jī chǎng สนามบินนานาชาติ 
 國內機場 guó nèi jī chǎng สนามบินภายในประเทศ 

2. 航班號碼 

  

 航班號碼 háng bān hào mǎ  เท่ียวบิน  實際時間 shí jì shí jiān real time 

 城市代號 chéng shì dài hào รหสัประเทศ  起飛時間 qǐ fēi shí jiān เวลาเคร่ืองออก 

 機型代號 jī xíng dài hào รหสัเคร่ืองบิน  中轉  zhōng zhuǎn เปล่ียนเคร่ือง 

 機場代號  jī chǎng dài hào รหสัสนามบิน  延誤 yán wù เล่ือนก าหนด 

 共用班號 gòng yòng bān hào บินร่วม  降落 jiàng luò เคร่ืองลง 



針對泰籍之中高級華語學習者的觀光華語導遊教學網站設計研究 

 

124 

 加班機 jiā bān jī Extra Fly  起飛城市 qǐ fēi chéng shì  เมืองท่ีออกบิน 

 預計時間  yù jì shí jiān Scheduled Time  到達目的 dào dá mù de ท่ีหมาย 

 飛機駕駛員 fēi jī jià shǐ yuán  พนกังานขบัเคร่ืองบิน 

 空中小姐 (空姐) kōng zhōng xiǎo jiě แอร์โฮสเตส 

3. 行李 

 行李 xíng lǐ  สัมภาระ  行李車 xíng lǐ chē รถเขน็กระเป๋า 
 行李員 xíng lǐ yuán พนกังานขนส าภาระ  貴重物品 guì zhòng wù pǐn  ของมีค่า 
 行李箱 xíng lǐ xiāng กระเป๋าเดินทาง  易啐品 yì cuì pǐn ของแตกง่าย 
 行李牌 xíng lǐ pái ป้ายหอ้ยกระเป๋า  賠償 péi cháng  

 托運行李 tuō yùn xíng lǐ  สัมภาระโหลดเขา้เคร่ือง 

 手提行李 shǒu tí xíng lǐ สัมภาระท่ีถือข้ึนเคร่ือง 

4. 遊覽車 

 巴士 bā shì รถบสั  坐位 zuò wèi  ท่ีนัง่ 
 司機 sī jī  คนขบัรถ  前座 qián zuò เบอะหนา้ 
 領隊 lǐng duì  หวัหนา้ทวัร์  後座 hòu zuò เบอะหลงั 

 助理 zhù lǐ ผูช่้วย  窗戶 chuāng hù หนา้ต่าง 

 車號 chē hào เลขทะเบียนรถ  路邊 lù biān ขา้งทาง 

 停車場 tíng chē chǎng ลานจอดรถ  上下車口 shàng xià chē kǒu ทางข้ึนลงรถ 

 遊覽車 yóu lǎn chē รถทวัร์ 
 經濟型 1,300cc – 1,600cc jīng jì xíng  ขนาดกระทดัรัด 
 小型車 1,600cc – 1,800cc xiǎo xíng chē รถขนาดเลก็ 
 中型車 2,200cc – 2,600cc dà xíng chē รถขนาดกลาง 

 大型車 2,600cc 以上 zhōng xíng chē รถขนาดให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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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情境對話」 

 表 五-4 網站教學範例設計-機場迎接情境對話 

情境會話  

使用時間：22 分鐘 

  (一) 導遊聯絡司機(มคัคุเทศกติ์ดต่อคนขบัรถ) 

มคัคเุทศก์ ：ฮลัโหล สวสัดีค่ะ ขอสายเฮียแอด๊ค่ะ 

พนกังาน ：เฮียแอด๊ออกไปแลว้ครับ ไม่ทราบติดต่อเร่ืองอะไรครับ 

มคัคเุทศก์ ：จะขอแจง้เวลารอรับลูกทวัร์ท่ีสนามบินน่ะค่ะ 

พนกังาน ：ออ ถา้งั้นโทรเขา้มือถือไดเ้ลยครับ เบอร์ 089-995-5959 

มคัคเุทศก์ ：ขอบคุณค่ะ (โทรเขา้มือถือเฮียแอด๊) สวสัดีค่ะ เฮียแอด๊ 

คนขบั  ：สวสัดีครับ  

มคัคเุทศก์ ：เฮียแอด๊ วนัน้ีลูกทวัร์ออกราว ๆ หา้โมงน่ะค่ะ วนัน้ีกอ้ยจะพาลูกทวัร์เดินออกประตู ５ยงัไงเฮีย 

แอด๊กะเวลามารับท่ีประตูตามเดิมน่ะค่ะ 

คนขบั  ：โอเค งั้นผมรู้ล่ะ เอาเป็นวา่ราว ๆ 4:45 โมงผมไปรอท่ีเดิมน่ะครับ 

มคัคเุทศก์ ：ขอบคุณค่ะ งั้นเจอกนัน่ะค่ะ 

คนขบั  ：ครับ 

 

  (二) 導遊見到旅客拉著行李出來(認錯人) มคัคุเทศกท์กัทายลูกทวัร์ผิดคน 

導遊：   對不起，請問，是來自北京的旅行團嗎 ? 

         duì bú qǐ ，qǐng wèn ，lái zì běi jīng de lǚ xíng tuán ma ? 

旅客：   不是，我們不是。 

         bú shì ，wǒ men bú shì。 

導遊：   不好意思! 

         bú hǎo yì sī ! 

旅客：   沒關係! 

         méi guān x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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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導遊見到旅客拉著行李出來(找對人) 

導遊： 不好意思，請問，您是劉先生帶來的星星旅行團嗎? 

        bú hǎo yì sī ，qǐng wèn ，nín shì liú xiān shēng dài lái de xīng xīng lǚ        

        xíng tuán ma ? 

旅客：  是的，你是導遊是吧? 

        shì de ，nǐ shì dǎo yóu shì ba ? 

導遊：  是的。您好! 我叫李麗君。你在這邊休息一下，大家可能在等行李，    

        所以有點兒慢。 

        shì de。nín hǎo ! wǒ jiào lǐ lì jun 。nǐ zài zhè biān xiū xī yī xià ，dà jiā kě  

        néng zài děng zhe xíng lǐ ，suǒ yǐ yǒu diǎn ér màn 。 

旅客：  沒關係，你們機場這麼漂亮，我想趁這個時間走一走，逛一逛。 

        méi guān xì ，nǐ men jī chǎng zhè me piāo liàng ，wǒ xiǎng chèn zhè gè  

        shí jiān zǒu yī zǒu ，guàng yī guàng 。 

導遊：  好的，那我們約在這個地方集合。 

        hǎo de ，nà wǒ men yuē zài zhè gè dì fāng jí hé 。 

旅客：  沒問題，待會兒見! 

        méi wèn tí ，dài huì ér jiàn ! 

 

   (四) 導遊與領隊初次見面 

導遊： 對不起，您就是北京來的劉立國先生劉領隊嗎? 

        duì bú qǐ ，nín jiù shì běi jīng lái de liú lì guó xiān shēng liú lǐng duì  

        ma ? 

領隊： 是的，我是。請問，您是... 

        shì de ，wǒ shì 。qǐng wèn ，nín shì ... 

導遊： 我是李麗君，曼谷旅行社的導遊。叫我麗君就行了。 

        wǒ shì lǐ lì jun ，màn gǔ lǚ háng shè de dǎo yóu 。jiào wǒ lì jun jiù háng  

        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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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隊： 您好。 

        nín hǎo 。 

導遊： 見到您很高興，劉立國先生! 歡迎大家來到曼谷! 

        jiàn dào nín hěn gāo xìng ，liú lì guó xiān shēng ! huān yíng dà jiā lái  

        dào màn gǔ ! 

領隊： 很高興您能到機場來接我們。 

        hěn gāo xìng nín néng dào jī chǎng lái jiē wǒ men 。 

導遊： 一路上還順利嗎，劉先生? 

        yī lù shàng hái shùn lì ma ，liú lì guó xiān shēng ? 

領隊： 叫我立國吧! 一切都很順利。不過，長距離飛行以後，我們有點累。 

        jiào wǒ lì guó ba ! yī qiē dōu hěn shùn lì 。bú guò ，zhǎng jù lí fēi xíng  

        yǐ hòu ，wǒ men yǒu diǎn lèi 。 

導遊： 那是肯定的。你們得先好好休息一下。 

        nà shì kěn dìng de 。nǐ men dé xiān hǎo hǎo xiū xī yī xià 。 

領隊： 但是我們覺得很興奮，我們終於來到了多年來一直想來的國家。 

        dàn shì wǒ men jiào dé hěn xìng fèn ，wǒ men zhōng yú lái dào le duō  

        nián lái yī zhí xiǎng lái de guó jiā 。 

導遊： 你們會有很多時間參觀所有泰國好玩的地方的。請問，你們這是第 

        一次來泰國嗎? 

        nǐ men huì yǒu hěn duō shí jiān cān guān suǒ yǒu tài guó hǎo wán de dì  

        fāng de。qǐng wèn，nǐ men zhè shì dì yī cì lái tài guó ma ? 

 

領隊： 是的，對了，讓我檢查一下我的人是否都到齊了。我們一共有 30位， 

其中有 20位是女生。好的，大家都在。  

        shì de ，duì le ，ràng wǒ jiǎn chá yī xià wǒ de rén shì fǒu dōu dào qí  

        le 。wǒ men yī gòng yǒu 30wèi ，qí zhōng yǒu 20wèi shì nǚ shēng 。 

        hǎo de ，dà jiā dōu zà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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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遊： 大家好，歡迎來到曼谷! 現在，我們可以走了吧? 我來幫你拿行李 

        吧? 

        dà jiā hǎo ，huān yíng lái dào màn gǔ ! xiàn zài ，wǒ men kě yǐ zǒu le  

        ba ? wǒ lái bāng nǐ ná xíng lǐ ba ? 

旅客： 沒關係，謝謝。我可以。 

        méi guān xì ，xiè xiè 。wǒ kě yǐ 。 

導遊： 請大家跟著我! 大巴士就在外面等著。 

        qǐng dà jiā gēn zhe wǒ ! dà bā shì jiù zài wài miàn děng zhe 。 

領隊： 大家跟上。別忘記帶好自己的行李物品。 

        dà jiā gēn shàng 。bié wàng jì dài hǎo zì jǐ de xíng lǐ wù pǐn 。 

導遊： 到了，小心別碰著頭! 請啊，立國! 

        dào le ，xiǎo xīn bié pèng zhe tóu ! qǐng ā ，lì guó ! 

領隊： 女生先請! 

        nǚ shēng xiān qǐng ! 

旅客： 哦，還是年長的優先! 

        ò ，hái shì nián zhǎng de yōu xiā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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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詞彙說明」 

 表 五-5 網站教學範例設計-機場迎接詞彙說明 

(1) 前往 【qián wǎng】  動：มุ่งไป (สถานท่ีเป้าหมาย ทิศทาง) 

 他上星期出發前往台北。 

 請問，如何前往玉佛寺? 

(2) 到達 【dào dá】  動：ถึง (ท่ีหมาย) 

 TG.613 號班機到達的時間是晚上九點半。 

(3) 已經 (已)  【yǐ jīng】  動：แลว้ 

 飛機已降落。 

 我們已經決定要去泰國旅行。 

(4) 待會兒  【dài huì ér】  動：สกัครู่ 

 待會兒見！ 

 從這邊往前走右轉就看得到巴士了，在貨幣兌換處的旁邊，待會兒我

就帶你們去。 

(5) 打行李  【dǎ xíng lǐ】  動：จดักระเป๋า 

 她第一次學會了打行李包。 

(6) 拉  【lā】  動：ลาก 

 請問，有沒有看到一位提著公事包，拉著一箱黑色行李的? 

(7) 集合 【jí hé】  動：รวมตวั 

 待會兒我們約在這個地方集合。 

 陳導遊說，八點半在購票處集合。 

(8) 預計 【yù jì】   ก าหนด (เวลา) 
 請問，你們預計什麼時間在曼谷國際機場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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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綜合練習」 

表 五-6 網站教學範例設計-綜合練習 

回答問題（โปรดตอบค าถามดา้น ขอ้ 1-4） 

A. 請你根據拼音寫出漢字，然後把它們填在合適的句子裡 

(น าพินอินเขียนเป็นอกัษรจีน จากนั้นน าไปใสไ้วใ้หป้ระโยคสมบูรณ์) 

使用時間：6 分鐘 

yǐ jīng yán wù dào dá qián wǎng sī jī 

lái zì miǎn shuì diàn xíng lǐ yù jì jiàng luò 

 

1.飛機已經(__________)了，差不多半個小時就出來了。 

2.您好。我(__________)台灣獅子旅行社公司的領隊。 

3.青年旅行社的旅客(__________)下午五點(__________)蘇凡納布國 

際機場。 

4.領隊：已拿到(__________)的旅客在逛(__________)，如果大家都到 

齊了，我會跟你說。 

導遊：好的。如果大家都到齊了，我立刻打電話給(__________)。 

5.對於您的行李(__________)的事深感抱歉，我們會盡最大努力盡快 

將您的行李退回給您。 

6. TG630(__________)(__________)北京了，(__________)(__________) 

的時間是晚上七點三十五分。 

 

B. 回答問題 

(โปรดเลือกค าตอบท่ีถูกท่ีสุดเพียงค าตอบเดียว) 

使用時間：6 分鐘 

1. 李先生：你的那麼重，幹嘛還要提著呢? 

張小姐：沒辦法啊! 那邊都用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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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你需要幫旅客找… 

     a. 行李箱 

     b. 行李車 

     c. 遊覽車 

     d. 行李暫存箱 

      針對以上的答案，你如何向旅客說… 

                                                                                           

 

2. 洪小姐：飛機上人太多了，大家都急著要上。 

陳小姐：真的! 那找找看附近有沒有。 

請問，你需要幫旅客找… 

     a. 巴士 

     b. 免稅店 

     c. 男廁 

     d. 女廁 

      針對以上的答案，你如何向旅客說… 

                                                                                            

 

3. 張小姐：請問，貨幣兌換處在哪裡? 

陳領隊：                  。我不知道，我幫你去問李導遊。 

請問，你需要幫旅客找… 

     a. 哎呀 

     b. 幹嘛 

     c. 沒問題 

     d. 對不起 

 

4. 旅客本來下午 14:20 要飛到曼谷，但因天氣轉變，後來就改

成晚上 7 點半到達。請問，發生什麼事? 

a. 中轉 

     b. 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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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降落 

     d. 抵達 

 

C. 造句 (แต่งประโยคจากค าศพัยท่ี์ใหไ้ว)้  

使用時間：6 分鐘 

  

       前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到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已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集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預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來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情境練習 

使用時間：24 分鐘 

1. 你要如何知道你要去接的旅客，他們搭乘的航班什麼時間

抵達 ? 

                                                                                               

                                                                                               

2. 你要如何提醒旅客關於行李的貴重物品、易碎品等等? 

                                                                                               

                                                                                               

3. 如果旅客看起來或他的行李看似很重，你要去幫旅客拿行李，但

她卻拒絕。請問，你要如何打破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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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觀光景點介紹」 

 

 

 

 

 

 

 

 

 

 

 

 

 

 

 

 

 

 

 

 

 

 

 

 

 

 

 

圖 五-12 觀光景點—泰國不同區域的觀光景點 

 

特標註泰國中部 

曼谷觀光景點 
不同區域的觀光

景點大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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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13 觀光景點—內容主題選項 

 

景點點圖 

中文名稱 

拼音翻譯 

泰文名稱 

頁面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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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觀光景點內容介紹」 

表 五-7 網站教學範例設計-觀光景點範文 

     蘇凡納布機場（泰語：ท่าอากาศยานสุวรรณภูมิ，其原意為「黃金大地」，又

稱為（新）曼谷國際機場，位於曼谷以東約 25 公里北攬府區，耗資 300 億美

元，在 2001 年 12 月開始建造，預定在 2005 年 9 月 29 日啟用，然而由於工程

進度落後，延遲到 2006 年 9 月 28 日才正式啟用，蘇凡納布國際機場整體面積

達 32 平方公里。它的發展計畫第一階段，將提供兩條飛機跑道，可在每小時

提供 76 班航班，每年總載客量達 4,500 萬人次，以及 300 萬噸空運運貨量，其

客運大樓為現今全世界第二大之單棟航站大廈，整體為鋼構玻璃帷幕建築，共

7 個樓層，有 360 個報到櫃檯、124 個入國證照查驗視窗及 72 個出國證照查

驗窗口；第二階段則可提供四條跑道，每小時可提供 112 班航班，每年總載客

量可達 1 億人次，以及 640 萬噸空運運貨量，為東南亞地區最大的空運轉運中

心。 

 

表 五-8 網站教學範例設計-觀光景點詞彙表 

蘇凡納布機場 

 原意 

yuán yì 

原本的意思

或目的 

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เดิม  事情演變成這種狀

況，並非我的原意。 

 黃金 

huáng jīn 

一種貴重金

屬 

ทองค า  您賣黃金還在比價嗎? 

 北攬府 

běi lǎn fǔ 

地名 บางพลี  他家在北攬府地區。 

 耗資 

hào zī 

花費資金 ใชง้บประมาณ  這棟大樓的建造，耗資

近億。 

 建造 

jiàn zào 

建築興造 สร้าง  為了建造這座體育

場，市政府投下不少人

力、財力。 

 預定 

yù dìng 

事先訂定或

約定 

ก าหนด  原本預定今天去游

泳，後來因天雨而作

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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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用 

qǐ yòng 

開始使用 เร่ิมใชง้าน  這棟新大樓將於下個

月正式啟用。 

 落後 

luò hòu 

居他人之

後，水準較

低。 

ถดถอย  他因身體狀況不佳，常

常請假，以致功課進度

落後很多。 

 延遲 

yán chí 

延後 เล่ือนถอย  這件事要儘早進行，延

遲了就不好。 

 整體 

 zhěng tǐ 

全體、全部 ภาพรวม  公共政策應以謀取國

家社會整體的利益為

最高準則。 

 查驗 

chá yàn 

檢查、檢驗 ตรวจสอบ  出入境時所有行李貨

物均需經海關人員查

驗。 

 一億 

yī yì 
ร้อยลา้น 

 東南亞 

dōng nán yà 
เอเชียตะวนัออกเฉียงใต ้

 整體面積 

   zhěng tǐ miàn jī 
พื้นท่ีหนา้กวา้งรวม 

 飛機跑道 

fēi jī pǎo dào 
ลานบิน 

 總載客量 

zǒng zǎi kè liàng 
น ้าหนกัรวมสุทธิ 

 報到櫃檯 

   bào dào guì tāi 
เคาน์เตอร์เช็คอิน 

 單棟航站大廈 

dān dòng háng zhàn dà shà 
หอบงัคบัการบิน 

 空運轉運中心 

 kōng yùn zhuǎn yùn zhōng xīn 
จุดเปล่ียนท่าอากาศยา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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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網站範本試用與滿意度調查 

建立好網站架構與內容後，請 5 位分別為：漢語中高級程度大學生（就

讀中）、修過華語觀光導遊課程的大學生（已畢業）、非同領域的泰籍華語學

習者、華語觀光導遊課程漢語教師及泰國華語導遊，在網站上傳前、後時，

進行網站檢查與試用（詳見第三章，第三節至六）。 

 
一、網站上傳前檢查與評估 

 主要目的為尋找網站各種的錯誤，包括：文字上的錯誤（錯別字、用

詞、用語），以及是否有無誤導使用者效果之訊息、教學內容、使用者介面、

互動及螢幕設計。之後，進行調整與修改。 

 就此階段發現許多錯誤後，便將這些發現的錯誤改進。舉例如下： 

(1) 中文與泰文內容錯別字，如：專有名詞（「酥萬那普國際機場」改

正為 “素萬那普國際機場”、泰國某各地名，如「北覽府」改正為 “北

攬府”）等。  

(2) 網頁內部連接無法正常使用，如：「機場迎接的課文」連接到「素

萬那普國際機場」景點介紹等。  

  

 編輯教學內容完成且進行上傳前檢查後，即可安排學習者與教師進行

網站形成性評估。先將一部分網站範本上傳，主要目的為查看網頁寄存網站

能否能提供如上傳前的網站各方面效果。在此階段發現，原本使用的網頁寄

存網站之使用效果不佳，如：自動改變了原來的連結內容，出現頁面設定、

影片無法播放等問題。因此再度尋找其他的網頁寄存網站，試將範本上傳，

檢查其效果沒有問題之後，再將所有頁面與檔案上傳。網站範例可在網際網

路上實際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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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滿意度調查 

 

本研究經由分析、設計、發展等步驟，實際建構出一個適合泰籍華語中

高級學習者的觀光華語導遊教學網站範例，隨後網站上傳試用修正，並確認

教學內容與網站功能是否正常無誤，如：不同作業系統(如：windows、mac、

linux ubuntu 等)皆可適用、不同導覽器（browser）執行(如：IE、mozilla 

firefox、chrome、safari 等)是否可以正常呈現、傳輸速度是否有無異常、及

所編輯的範文以及畫面的呈現是否有問題等等。最後進行滿意度調查(見第

三章，第三節)。其目的在於了解學習者對於網站各方面的意見及看法，以

協助修正或作為未來發展的啟發。 

林家弘（2000）認為學習滿意度是指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所涉入之學

習活動足以滿足個人學習上的需要，而產生完滿的感受和正向的態度。因

此，本研究將學習滿意度定義為學習者對於整個學習過程中，所產生完滿的

感受和正向態度，並知覺此學習活動所滿足個人學習上的需求。本部分採用

問卷調查進行網站滿意度評鑑，評鑑指標項目主要針對：「網站整體教學內

容」與「網站程式與版面設計」進行討論。評鑑施行方式為：一、網站試用

受試者（學習者）試用網站後給評；二、泰籍華語教師觀看網站之後給評。

評鑑對象使用及觀看網站完畢後，填寫滿意度評鑑問卷，問卷回收後進行滿

意度評鑑資料分析。（見第三章，第四節之一）。進行網站滿意度評鑑的對象

分為：一、泰籍觀光華語導遊學習者共 37 位；二、泰籍漢語教師共 6 位。

所回收之問卷分為： 

 

（1） 「泰籍華語觀光導遊學習者滿意度問卷調查」 

表 五-9 泰籍華語觀光導遊學習者-回收問卷分析表 

問卷 發送 (份) 回收 (份) 回收率 

電子版 64 37 57.81% 

總計 64 3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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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10 泰籍華語觀光導遊學習者-受試者背景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女 

11 

26 

29.72% 

70.27% 

就讀學校 吞武里皇家大學 

朱拉隆功大學 

皇太后大學 

華僑崇聖大學 

7 

2 

25 

3 

18.91% 

5.40% 

67.56% 

8.10% 

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研究所 

10 

23 

- 

4 

27.02% 

62.16% 

0% 

10.81% 

     *N=37 

 

如上圖所示，總共分發了 64 份問卷，回收 37 份問卷，整體回收率為

57.81%，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100%。問卷評鑑者中男女比例分別為 29.72%

及 70.27%（如圖五-），女生所占比例略高於男生。評鑑者全都是國立大學

中文系的學生。本調查有六成左右（62.16%）是大學中文系第三年級的學

生，有將近三成（27.02%）為二年級的學生，及有少數（10.81%）為碩士

畢業的學生，曾就讀大學時，選修過觀光華語導遊課程。 

 

（2） 「泰籍漢語教師滿意度問卷調查」 

對象為授華語觀光導遊課的華語教師，以電子郵件(e-mail)發送電子檔

共 10 份問卷，回收了 6 份。網站滿意度評鑑之教師所調查之資本資料如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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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五-11 網站範例評鑑之泰國華語教師基本資料表 

代號 性別 學歷 漢語教學經驗 

(年/月) 

任教單位 

Js-1 女 碩士學位 34/2 吞武里皇家大學 

Js-2 女 碩士學位 2/8 吞武里皇家大學 

Js-3 男 碩士學位 5/7 吞武里皇家大學 

Js-4 女 碩士學位 1 年 班頌德皇家大學 

Js-5 女 碩士學位 1 年 清邁大學 

Js-6 男 博士學位 

(就讀中) 

4 年 泰國法政大學 

 

 

三、滿意度評鑑資料分析結果 

 本研究使用量化研究。依「觀光華語導遊網站滿意度調查表」所得資料，

分析受試者對網站的使用意見，並以各題目填答的次數分配及百分比，了解

學習者對觀光華語導遊教學網站的滿意度及意見。 

 以下資料分析為評鑑對象對網站各方面的評分。所選擇分數有 1 至 5，

以小至大順序排序。本研究以英文字母為代號來代替受訪者姓名，如：受訪

學習者以「St」字母來代替、受訪教師以「T」字母來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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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五-12 學習者滿意度調查─統計表 

 註：平均數之 1 為不滿意或 5 為非常滿意。 

 

 

評分項目 

(N = 37) 

學習者滿意程度 

（人數） 

平均數 

(5) 

百分比

(100%) 

1 2 3 4 5 

1 教學內容範例 0 0 6 23 8 4.054 81.08% 

0 0 16.21% 62.16% 21.62%   

2 觀光景點介紹 0 0 1 9 27 4.702 94.05% 

0 0 1.56% 24.32% 72.97%   

3 導遊職業原則

與實務 

0 1 7 17 12 4.081 81.62% 

0 1.56% 18.91% 45.94% 32.43%   

4 內容編排方式 0 2 6 18 11 4.027 80.54% 

0 5.40% 16.21% 48.64% 29.72%   

5 教學內容範例

難易程度 

1 2 4 15 15 4.081 81.62% 

1.56% 5.40% 10.81% 40.54% 40.54%   

6 教學內容符合

你的要求 

0 0 8 17 12 4.108 82.16% 

0 0 21.62% 45.94% 32.43%   

7 教學媒體的應

用 

2 4 17 9 5 3.297 65.94% 

5.40% 10.81% 45.94% 24.32% 13.51%   

8 介面的設計、頁

面安排 

0 0 5 15 17 4.324 89.72% 

0 0 13.51% 40.54% 45.94%   

9 網站使用的顏

色、圖片 

1 1 5 19 11 4 80% 

1.56% 1.56% 13.51% 51.35% 29.72%   

10 

 

網站容易操作 1 3 7 17 9 3.810 76.21% 

1.56% 8.10% 18.91% 45.94% 24.32%   

11 繼續使用網

站，不易厭倦 

0 1 8 17 11 4.027 80.54% 

0 1.56% 21.62% 45.94% 29.72%   

12 想為朋友 / 同

學推薦 

0 0 5 19 13 4.216 84.32% 

0 0 13.51% 51.35% 35.13%   

13 整體而言 0 0 7 18 12 4.135 82.70% 

0 0 18.91% 48.64% 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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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五-13 教師滿意度調查─統計表 

註：平均數之 1 為不滿意或 5 為非常滿意。 

 

 

評分項目 

(N = 6) 

教師滿意程度 

（人數） 

平均數 

(5) 

百分比

(100%) 

 1 2 3 4 5 

1 教學內容範例 0 0 0 4 2 4.333 86.66% 

0 0 0 66.66% 33.33%   

2 觀光景點介紹 0 0 0 1 5 4.833 96.66% 

0 0 0 16.66 83.33%   

3 導遊職業原則

與實務 

0 1 0 0 5 4.5 90% 

0 16.66% 0 0 83.33%   

4 內容編排方式 0 0 2 2 2 4 80% 

0 0 33.33% 33.33% 33.33%   

5 教學內容範例

難易程度 

0 0 3 3 0 3.5 70% 

0 0 50% 50% 40.54%   

6 教學內容符合

學習者 

0 0 2 2 2 4 80% 

0 0 33.33% 33.33% 33.33   

7 教學媒體的應

用 

2 0 4 1 0 2.666 53.33% 

33.33% 0 66.66% 16.66% 0   

8 介面的設計、頁

面安排 

0 0 0 3 3 4.5 90% 

0 0 0 50% 50%   

9 網站使用的顏

色、圖片 

0 0 0 3 3 4.5 90% 

0 0 0 50% 50%   

10 

 

網站容易操作 0 0 0 3 3 4.5 90% 

0 0 0 50% 50%   

11 繼續使用網

站，不易厭倦 

0 0 0 3 3 4.5 90% 

0 0 0 50% 50%   

12 想為朋友 / 同

學推薦 

0 0 0 2 4 4.666 93.33% 

0 0 0 33.33% 66.66%   

13 整體而言 0 0 2 3 1 3.833 76.66% 

0 0 33.33% 50% 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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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內容範例 

從（表五-12）可見學習者的平均分數為（4.054）、教師為（4.333），可

表示評分對象對網站內容範例設計的滿意程度相當高。從訪問資料有六位學

習者表示同樣的：在第一課的內容範例情境對話的部分使用口語來表達，很

真實且容易理解。 

(1) St-36、St-07 認為30：內容實用而有趣，每一題的標題也清楚，從易 

到難。 

(2) St-34 也同樣認為課文內容相當有趣，且多樣性。 

(3) St-09 表示：因內容相當豐富，泰國本身有非常多的旅遊資源，學 

習者在課文上除了能學到有關華語導遊職業的用詞，還能學到有關

華語的觀光景點的內容知識。 

 

（二）觀光景點介紹 

 從（表五-12）可見，評分總分數為（94.05%），和其他項目相比為評

分最高的評價，可表示評分對象對此項目感到非常滿意(學習者平均數 4.7、

教師平均數為 4.83)。大部分受試者認為，此部分除了外觀畫面好看之外，

所包含內容也相當豐碩。 

(1) St-07 表示：想知道有關泰國的華語觀光景點，以後只要進入大地 

圖查看就會有。 

(2) St-09 強調：他未來如果能夠當導遊，這些資料對他來說非常有 

用，並希望此網站盡快更新更多其他的內容。 

(3) St-29 則認為，有些華語觀光景點介紹的文章部分偏向書面的用 

詞，希望可以更白話一點，這樣學習者可能會更容易記得住。 

 

                                                      
30

 本研究以英文字母為代號來代替受訪者姓名，分為：“St”代替學習者、“T”代替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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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導遊職業原則與實務 

 此項總分數與網站內容範例的分數相近，受試者對導遊職業原則與實務

的滿意程度為（80.62%）。一位受試者認為大部分的內容都以泰文陳述，

他建議也可用中文直接翻譯某些專有名詞，會讓內容更加豐富(學習者平均

數 4.08、教師平均數為 4.5)。 

 

（四）內容編排方式 

 根據（表五-12），評分對象對此項的安排設計相當的滿意。平均分數

為（80.54 %）。St-02、St-03、St-07、St-29 受試者表示對內容的編排方式非

常滿意(學習者平均數 4.03、教師平均數為 4)。他們認為編排方式不複雜，

感覺好像正在上課。另外，Sh-18 表示對課文的內部連結感到非常滿意，因

為課文內容跟另外一個部份有關。 

 

（五）教學內容範例難易程度 

從（表五-12）可見評分總分數為（81.62%），可表示本研究所設計的

教學內容範例難易程度適中，不太難，也不太容易(學習者平均數 4.08、教

師平均數為 3.5)。St-23 是其中非常滿意族群，表示大多的使用者較喜歡輕

鬆、簡單、符合學習者中文程度的內容。因此網站所使用的用語，比較符合

大部分使用者使用網站的滿意度。 

但是，其他少數持相反意見者，如 T-04 認為，教學內容範例難易程度

以總體來看是適中的，但在某些內容部分卻很難。 

 

（六）教學內容符合學習者的要求 

從（表五-12）可見評分總分數為（82.16%），從調查結果可知學習者 

認為觀光華語導遊網站教學內容符合他們的需求(學習者平均數 4.11、教師

平均數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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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學媒體的應用 

 受試者對教學媒體之應用的滿意度就總分數而言還算是滿意，學習者平

均數為 3.3、教師平均數為 2.67，和其他評分項目相比為最低的一項。大部

分受試者表示本教學媒體的應用除了「Youtube」影片播放器，較少用到其

他媒體。 

學習者在這項中表示中等，佔（65.97）。St-、St-08、St-26 表示：希望某

些部分（如：情境對話、觀光景點介紹等）應附加錄音播放（mp3 recorder）。 

 如（表五-12）教師在這項中也表示中等，總分數為（53.33）。和其他

評分項目相比為最低的一項。 

 T-04 表示：多加媒體有助於學習者學習的效果。 

 T-05 表示：一般教學網站在情境對話，或生詞表的部分，會使用錄音 

   播放放器來協助學習者。 

 

（八）介面的設計、頁面安排 

 從（表五-12），評分對象對這一題的評分總計百分比高達（89.72 %），

表示網站的頁面安排與設計可使吸引使用者的注意力，並很有效率地讓使用

者停留的時間更長，繼續學習本網站的教學內容。就學習者可很長時間專心

學習，既可增加學習的效率(學習者平均數 4.32、教師平均數為 4.5)。 

(1) St-13 對本網站的版面設計相當滿意，有自己的特色。 

(2) St-20 與 St-13 同樣的認為有自己的特色，不過在形式上可以應用 

  「Flash」來設計，可讓網站整個畫面更加有趣。 

(3) St-04 認為，首頁畫面很吸引人，但首頁播放音樂有好處與壞處。 

  播放音樂的好處能表示該網站的熱情，讓受試者更加激烈，至於 

  壞處是對於某些喜歡安靜、進行思考的人會覺得很不耐煩，對他 

  們來說反而是一種學習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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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為了更符合使用者的需求，對於網站介面的設計，應該有進一步

的修改與調整。其效果可增加了網站使用的吸引力與良好的學習環境。 

（九）網站使用的顏色、圖片 

從（表五-12）可見評分總分數為（80%），可表示受試者對本網站所

使用的顏色與圖片相當滿意 (學習者平均數 4、教師平均數為 4.5)。 

（十）網站容易操作 

從（表五-12）可見，有（80.54%）學習者、及（90%）的教師認為─

網站使用容易操作，操作介面簡易友善，有助於觀光華語導遊課程的學習

(學習者平均數 3.81、教師平均數為 4.5)。 

(1) St-22學習者認為操作方式簡單，但可能泰國某些地區的網路 

較慢，圖片不出來。 

(2) 部分學習者反映，因「討論區」平常就有許多的使用者使用，但 

他們發現其中多數不是專門來學習而是來利用網站進行廣告活

動，這些會影響學習者在線上觀看的速度。 

 

（十一）繼續使用網站，不易厭倦 

 從（表五-12）可見，評分總分數為 (80.54 %)，表示網站的內容安排與

設計可吸引使用者的注意力，並能使使用者有意願繼續地學習網站內容。此

外，St-02 對網站「即時通」功能提問關於時間的安排。 

 

（十二）想推薦給朋友 / 同學 

根據（表五-12），評分的總分數為(84.32%)，表示使用者相當認為網

站對觀光華語導遊學習很有幫助，亦希望能夠推薦給其他人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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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根據本研究之結果以及受試者使用網站的滿意度調查與建議，以下針對

觀光華語導遊教學網站之網站整體教學內容與程式與版面設計兩部份分別

進行討論，最後提出相關建議與結論。 

 

（一）網站整體教學內容 

 受訪者對於此項的總平均為 4.17、華語教師為 4.19 (以五等第為基礎)，

顯示受訪者傾向滿意。學習者與教師的滿意程度最高的為屬於外觀好看而內

容相當豐碩的「觀光景點介紹」，其次為「導遊職業原則與實務」。 

（二）程式與版面設計 

 受訪者對於此面向的總平均數為 3.97、華語教師為 4.16，顯示受訪者對

系統功能與版面設計的滿意程度傾向滿意。各項評價由高至低分述如下：  

 

 

 

 

 

 

 

 

 

 

 

 

 

圖 五-14  各滿意度評鑑項目平均數圖表 

註：英文「St」字母代替受訪學習者、「T」字母代替受訪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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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整體滿意度，受訪學習者及華語教師傾向滿意，認為使用觀光華語

導遊教學網站有助於學習效果。對於網路教學內容之設計，大多數受訪者對

於所設計之內容範例、觀光景點介紹、導遊職業原則與實務、內容之難易程

度、圖片和影音之呈現、編排方式皆很有趣、活潑生動有較高的滿意度評價，

符合學習者之需求。針對程式與版面設計部份，受訪者對教學媒體的應用、

介面的設計與頁面安排、網站所使用的顏色與圖片，及各項功能皆傾向滿

意，操作介面簡易友善，有助於觀光華語導遊課程的學習。因此受訪者對於

本網站各項的滿意程度都是相當不錯的，也樂於與朋友、同學分享本網站。

學習者滿意度評鑑整體總平均為 4.066 分、教師滿意度評鑑整體總平均為

4.179 分(以五等第為基礎)。 

 本網站各項中平均低於總平均 3.5 為「教學媒體的應用」的部分，原因

可能為本網站較少利用多媒體有關，加上全都是靜態的文字或圖片的內容。

因此更活潑的動畫或視訊的學習內容。故可再增加富有多媒體效果的學習內

容，如動畫、串流影音，以提高學習興趣。 

 本研究受限於研究時間限制，目前僅能提供一部分的學習內容為範例有

觀光華語導遊的第一單元「接機」、觀光景點介紹「蘇凡納布機場」，以及

導遊實務的相關文章，這些大部分是靜態的文字或圖片的內容，部分內容以

多媒體（如影片、遊戲等）輔助學習者的學習，雖然可進行信世昌(2001)所

提到的「整體設計面向」互動設計（回饋功能、圖形的隱喻等），但仍缺乏

更活潑的動畫或視訊的學習內容。然而網路教學有許多限制，如製作者的技

術方面有限、及參與評鑑人數的缺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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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設計以泰籍之中高級華語學習者的觀光華語導遊教學網

站。本研究進行過程中，透述文獻探討與相關的書面以及網路資源的分析

後，確定教學目標、教學內容範圍，並依照教學設計模式，規劃、安排與編

輯教學內容且進行形成性評估與修正，最後進行滿意度調查分析，由學習者

與教師評分，最後再根據調查結果加以修改。 

 本章分為三個部分討論，第一節針對本研究進行總結、為本研究進行後

的結論與過程中的發現；第二節為本研究發展之限制，為本研究進行時所遇

到的困難及限制；第三節是研究展望與未來研究之建議，為本研究可再進一

步探討的部分，並提出未來研究時可著手的方向，作為後續研究發展的參考。 

 

第一節 研究結論 

綜合以上所有研究過程與結果，研究者針對以下五項研究問題進行 

分析討論。 

一、ESP 教學與一般的語言教學不同之處 

 專業語言教學模式（LSP），始於專業英語（ESP）。專業語言教學與一

般語言教學的關係密切，可在實際教學上運用不同於一般英語的教學方法。

其兩者不同之處在於 ESP 不是一種特殊的英語語言，而是針對特殊目的語

言，與特殊語言不同。專業語言之學習者多為成人，不同學習者會有不同的

需求，因此在專業語言中，學習者的需求分析（needs analysis）是十分重要

的一環，因為可藉此得知學習者的興趣、目的為何，動機是否強烈，此等皆

在在影響到學習成效。本研究根據 Hutchinson & Waters 的專業語言教學的

分類得知，觀光華語導遊屬於社會科學英語（ESS）的類型，亦可依其目的

分為學術目的（EAP）及職業目的（EOP）。筆者認為本論文所稱觀光華語

導遊教學可視為「職業英語 」的華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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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觀光華語教學設計的原則與特性為何? 

 針對泰籍華語中高級學習者進行本研究規劃與設計觀光華語導遊網站教

學，從各相關理論、文獻探討、網站及研究對象的需求，並進行討論分析，

其後規劃出該教學網站該具有的條件，再發展製作網站的範例，直到網站試

用與滿意度調查，最終將各階段的結論與分析，所得到的總結規劃，有以下

的主要項目： 

1. 透過資料分析得知，觀光華語導遊教學屬於專業語言教學，且細分為

「職業目的」的專業語言教學。 

2. 語言與文化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文化是社會遺傳下來的習慣和信仰

的總和，不同社會有不同的文化。在跨文化交際時，所產生的溝通困

難往往來自於彼此文化的理解不足。因此，學習一種語言，必須同時

學習該種語言所負載的文化。 

3. 觀光導遊的溝通能力扮演著極為重要角色。外語導遊員的職業能力突

出體現為口語交際能力、翻譯能力和較強的跨文化交際意識。對於受

到文化影響的交際方式也應納入考量。 

 

三、針對泰國之觀光華語導遊教學網站設計應注重哪些? 

本研究的教學網站的規劃是屬於電腦輔助教學。開始設計觀光華語導遊

教學網站之前，需要界定觀光華語導遊教學在華語教學上的地位，以便設計

適合使用者族群的教學網站。數位教材與傳統教材之不同以及應用在教學上

的特性與其優缺點。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得知，網路教學最主要的特性就是

它的互動性、多媒體呈現教材（如：聲音、動畫）、開放性系統、線上搜尋、

超越時空和平台、全球共享、學習者控制等多項。而電腦多媒體與數位教材，

增加了教學內容的視覺與聽覺效果，亦創造了自學的環境。在沒有教師指導

的學習環境下，教學與學習的模式亦與以往在課堂上課的不同。因此，教學

課程的發展過程應具有一貫的過程，其中有三個面向需加以注意：前置分析、

整體設計、以及輔助支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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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觀光華語導遊教學網站內容定位為何？  

因網路教材創造了自學的特殊環境，所以網站整體的設計必須能應付學

習者在課外、沒有教師指導的學習環境： 

1. 觀光華語導遊教學本身涉及到很多不同的情境，如：華語導遊職業上

所面臨的狀況、不同地區的觀光景點等。因此除了建立良好的學習環

境，以及考慮到美觀的設計外，為了吸引學習者的注意力與維持耐心

的學習狀態，尚需要透過多媒體的效用來協助凸顯網站功能之特性。

另外，網站也必須提供使用者在自學環境中的協助，如：網站使用的

指導（教學手冊）、求助資料、網站討論區（論壇）、線上討論（即時

通）等。 

2. 在網站的介面設計方面，從本研究的結果發現，生動的圖畫、動畫與

音效可非常有效地吸引學習者的注意力。另外，要注意各種特效的呈

現速度與品質，最佳效果為各種網路品質皆能順利地播放與呈現。 

3. 在網站內容格式的設計方面，本網站所使用的語言為泰國學習者最熟

悉的泰文。泰國學習者可以很快速地閱讀，並易於了解。依據所蒐集

的資料得知，因泰國華語教學大多使用「漢語拼音」為主要的華語拼

音系統，所以網站內所提供的拼音系統為「漢語拼音」。兩者提供「漢

語之泰文拼音」為零程度學習者的漢語發音之參考工具，並加以說明

此只是參考的工具，無法百分之百地代表漢語的發音。此外並提供發

音的語音檔，作為標準發音的學習依據。 

 

五、觀光華語教學網站須具有哪些功能設計？ 

本論文所設計的觀光華語導遊教學網站主要以泰籍華語中高級程度學

習者為使用目標對象，至於針對對觀光華語導遊此題材有興趣或有這方面的

職業需求，使用本研究所提供的網站後，能夠達到的項目有：一、具備導遊

職業基本專業能力；二、熟悉專業知識理論結構；三、提高華語導遊的溝通

能力、交際能力，具備流暢的華語口語表達能力，其包括日常生活中用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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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大學生修習觀光華語導遊課程的首要目的仍是

考慮到外來從事觀光華語導遊這個行業。根據學習者、教師及專家意見所調

查，本研究將整個教學內容規畫成三大部分，分為：導遊實務、觀光華語導

遊課文、及觀光景點課文。 

1. 導遊實務：作為學習者上課前，事先了解導遊實務與工作程序的內 

容，以基本理論與實際工作情況為主。 

2. 觀光華語導遊教學內容：以六個步驟為固定學習流程，如：導遊工

作程序、語言與文化說明、專有名詞表、參考情境對話、詞彙句法

說明、教學活動(回饋)。從了解工作上的程序到語言應用上的學習

過程，再進行練習作為教學的鞏固階段，到最後得到練習的回饋。 

3. 觀光景點介紹：為處理導遊景點講解的資料，作為本教材課文附加

的部分。內容分為不同觀光勝地的文章內容，因這方面有相當多的

專有名詞，因此在同頁另設計生詞表來解釋並舉例。 

 

第二節 研究發展之限制 

本論文研究的過程中，因為各種因素，仍有許多限制無法克服。本研究

之部份相關限制，敘述如下： 

1. 泰國有關華文教育的文獻確實有限。有的文獻內容自相衝突，不足

信任、可靠。有些文獻因時間過久，而無法找到文獻誌明。在市面

上較有系統地針對泰國華語文教育及華語文教學狀況僅有兩個系列

書籍，分為：朱拉隆功大學亞洲研究所所編一系列的「泰國華語文

教育現況」與「泰國華語文教學現況」。 

2. 針對泰籍學習者的觀光華語導遊教材在當地所收集和調查發現，具

有針對性及有系統的教科書，目前在市面上可以接觸到的此種教材

相當少見，僅有譚國安(ก่อศกัด์ิ ธรรมเจริญกิจ)先生所編的「導遊泰國─曼

谷」、「導遊泰國─中部」、「泰國中部與東部導遊」。因此，觀光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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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遊也成為了一項研究限制。 

3. 本研究因時間與人力不足，無法誇大數量訪談學習者、教師及導遊

專家意見。本問卷因研究時間限制，所以無法赴泰進行訪問調查。

訪談對象為專家導遊，筆者列出將要訪問的題目，以電子郵件先預

約受試者方便的時間，以電話的方式進行訪談，訪談中由筆者轉寫

訪談內容。 

4. 網站面臨某使用者佔領的狀況：本研究規劃與設計觀光華語導遊網

站教學後，經過上傳前檢查和上限出試及修改後，進行網站滿意度

調查。在此階段因本網站原本安排讓使用者以自己的身分登入後進

行試用與觀看以便統計，之後在線上「討論區」部分填寫問卷。可

是當時發現密碼已被某使用者更換，導致筆者（server）本人無法

登入管理會員。後來因這種問題發生，改成以電子郵件發送問卷。 

 

第三節 研究展望與未來研究之建議 

1. 教學內容所設計的觀光華語導遊課文依據不同的實際工作場合分成

十課，目前僅進行第一課的範例，其他尚未更新的內容可視為本研

究的未來發展。 

2. 本研究目前只進行滿意度調查，以得知使用者對本網站是否滿意等

意見，但尚未進行有系統的教學實驗，可視為本研究的未來之發展。 

3. 在觀光華語導遊的研究領域當中，目前詞彙的研究相當缺乏，包括 : 

觀光華語的詞彙分級、編排、口語用語、句型、篇章，這些對於觀

光華語導遊有非常大的幫助 

4. 網際網路教學具有跨時間、地區的特性。由針對教師、學習者的調

查得知，網路的學習須應用更多媒體來輔助學習者的學習，此建議

對未來的發展也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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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2007-2011 年，世界各地訪泰遊客人次統計表 

 

ตาราง 27 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ทีเ่ข้ามา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จาแนกตามประเทศถิน่ทีอ่ยู่ ปี 2007 - 2011 

TABLE 27 INTERNATIONAL TOURIST ARRIVAL TO THAILAND BY RESIDENCE: 2007 - 2011 

國家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總數量 14,464,228 14,323,221  14,149,841  15,841,683  19,098,323  

東亞地區  7,981,205  7,484,494  7,076,190  8,076,493  10,336,327  

Asean  3,755,554  3,934,779  3,968,579  4,415,789  5,529,940  

汶萊  12,430  8,925  8,353  6,544  7,364  

柬埔寨 108,776  85,149  96,586  140,606  252,705  

印尼 233,919  245,027  227,205  281,873  369,530  

寮國 521,062  620,893  655,034  689,673  887,677  

馬來西亞 1,551,959  1,791,227  1,757,813  1,962,629  2,470,686  

緬甸 75,183  70,531  79,279  93,138  111,612  

菲律賓 198,873  217,900  217,705  261,033  271,903  

新加坡 799,100  562,324  563,575  579,105  670,148  

越南 254,252  332,803  363,029  401,188  488,315  

中國大陸 1,003,141  807,617  777,508  1,127,803  1,760,564  

香港 448,057  327,869  318,762  321,120  418,063  

日本 1,248,700  1,128,695  1,004,453  984,763  1,126,221  

韓國 1,075,516  872,752  618,227  815,970  1,014,292  

台灣 427,033  384,641  362,783  385,689  450,753  

其他 23,204  28,141  25,878  25,359  36,494  

歐洲地區 3,689,770  3,914,279  4,059,988  4,341,447  4,948,900  

奥地利 74,150  79,548  85,786  87,383  87,361  

比利時 69,042  74,567  80,420  81,175  81,365  

丹麥 135,006  148,256  144,834  150,522  156,102  

芬蘭 138,332  154,370  156,000  131,525  138,144  

法國 351,651  387,340  427,067  458,292  509,225  

德國 537,200  535,475  573,473  612,620  603,177  

愛爾蘭 68,219  71,605  65,530  58,813  58,377  

義大利 158,923  152,238  170,105  159,329  181,312  

荷蘭 183,347  189,374  205,412  198,709  197,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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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 110,076  123,394  121,575  124,557  131,249  

俄羅斯 279,771  318,943  336,965  611,019  1,014,493  

西班牙 84,714  73,320  75,362  70,719  95,684  

瑞典 374,320  389,880  350,819  316,406  336,593  

瑞士 152,022  141,881  148,269  155,008  166,358  

英國 746,422  809,357  841,425  818,303  844,224  

東歐地區 131,338  161,536  181,247  205,855  235,271  

其他 95,237  97,496  95,699  101,212  112,718  

美洲地區 817,564  889,432  853,381  856,286  953,173  

阿根廷 5,611  7,018  7,458  10,539  12,498  

巴西 11,026  16,501  17,650  20,978  24,748  

加拿大  149,763  177,818  169,482  165,117  192,820  

美國 623,638  655,433  627,074  620,496  684,073  

其他國家 27,526  32,662  31,717  39,156  39,034  

南亞 685,574  694,426  826,437  1,032,909  1,159,899  

孟加拉 47,999  45,069  53,420  69,569  64,852  

印度 506,237  524,378  614,566  791,185  916,787  

尼泊爾 20,538  20,319  25,499  32,844  25,738  

巴基斯坦 47,761  47,719  63,260  66,483  73,732  

斯裏蘭卡 44,239  38,352  47,138  49,307  53,626  

其他 18,800  18,589  22,554  23,521  25,164  

大洋洲 731,283  782,960  737,459  812,191  960,255  

澳洲 638,126  683,020  646,705  715,612  854,064  

紐西蘭 89,928  95,933  88,398  93,895  103,563  

其他 3,229  4,007  2,357  2,684  2,628  

中東地區 453,891  441,759  483,983  595,298  603,227  

埃及 12,268  13,731  15,733  17,894  16,662  

以色列 123,012  105,168  110,884  112,762  126,230  

科威特 35,083  29,557  44,500  43,655  55,991  

沙烏地阿

拉伯 

24,246  14,383  10,911  8,761  12,605  

阿拉伯聯

合大公國 

98,122  89,489  83,625  107,318  108,509  

其他  161,160  189,431  218,330  304,908  283,230  

非洲地區 104,941  115,871  112,403  127,059  136,542  

南非 46,269  47,958  43,277  53,237  66,968  

其他 58,672  67,913  69,128  73,822  69,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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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泰國觀光華語導遊學習者需求調查表(中文版) 

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เพือ่ส ารวจ 

 “การวจิยัออกแบบ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ระดบัสูงผ่านส่ือเวบ็ไซด์ส าหรับผู้เรียนชาวไทยระดบัอุดมศึกษา 

สาขาวชิาภาษาจนี รายวชิาภาษาจนีส า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  

 (ส าหรับผูเ้รียนชาวไทย)  
-------------------------------------------------------------------- 

 ค าช้ีแจง 
            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น้ีเป็นส่วนหน่ึงของงานวจิยั เพื่อใชป้ระกอบการเขียนวทิยานิพนธ์ตามหลกั 
 สูตรศิลปศาสตร์มหาบณัฑิต     คณะ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เป็นภาษาท่ีสอง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ครูแห่ง 
 ชาติไตห้วนั ( NTNU )  เร่ือง     “ งานวจิยัออกแบบ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ผา่นส่ือเวปไซดส์ าหรับ 

ผูเ้รียนชาวไทยระดบัอุดมศึกษาสาขาวชิาภาษาจีนรายวชิาภาษาจีนส า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     ( 針對泰籍高 

等教育中高級學習者的觀光華語導遊教學網站設計研究的需求調查卷)”ซ่ึงมีวตัถุประสงค ์ 
เพื่อศึกษาถึงความส าคญัและความตอ้งการของผูเ้รียน    ผูว้จิยั จะน าผลการส ารวจท่ีไดม้าท าการศึกษา
วเิคราะห์ความตอ้งการและความคาดหวงัของผูเ้รียน           เพื่อน าใชใ้นการจดัท าและพฒันางานวจิยั 
ดงักล่าวใหเ้ป็นไปอยา่งมีประสิทธิภาพมากข้ึน   ผู ้วจิยัใคร่ขอ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ใหท่้านตอบ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 
ทุกขอ้ตามความเป็นจริง และขอยนืยนัวา่ขอ้มูลท่ีไดจ้ะน ามาประมวลผลเพ่ือน าเสนอในภาพรวมเท่านั้น  
ไม่มีการเปิดเผยขอ้มูลเป็นรายบุคคล   ทั้งน้ีผูว้จิยัหวงัเป็นอยา่งยิง่วา่จะไดรั้บ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จากท่านเป็นอยา่งดี 
และขอขอบคุณมา ณ ท่ีน้ี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การศึกษาแห่งชาติไตห้วนั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คณะ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เป็นภาษาท่ีสอง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e-mail    :  tcsl@ntnu.edu.tw 

ผูจ้ดัท า   :  สมเกียรติ เกียรติก าจายขจร 
e-mail    :  pangtong36@gmail.com  

 
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แบ่งออกเป็น 3 ส่วน 

ตอนท่ี 1  ขอ้มูลทัว่ไปของผูต้อบ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 
ตอนท่ี 2  ขอ้มูลดา้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 
ตอนท่ี 3  ความตอ้งการของผูเ้รียน 
 
 
 

ขอขอบคุณอยา่งยิง่  
ในการท า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ชุดน้ี 

mailto:tcsl@cc.ntnu.edu.tw
mailto:pangtong3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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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泰籍高等教育中高級學習者的觀光華語導遊 

教學網站設計研究的需求調查卷 

說明：請選出一個您認為最合適的答案，並在 〇 內打 ，若您有其他建議，請

依據個人想法作答即可。本問卷共有四頁，每一題都要作答，請勿遺漏！ 

 

第一部分：受訪者基本資料 

(1) 學習歷程        ： 〇 學士  〇 在學  〇 已畢業 

      〇 碩士  〇 在學  〇 已畢業 

大學                                                                         

學院                                  系所                     

學習或培訓過的華語導遊課，時間           年 

(2) 性別    ： 〇 女         〇 男 

(3) 學習華語國家與時間： 〇 在台灣學習          年         月           小時 

〇 在中國學習         年         月           小時 

〇 在泰國學習           年         月           小時 

〇 其他 (                                                                      ) 

(4) 您有 HSK 或 TOP 測驗證書嗎？ 

  〇 無     〇 有   ; HSK 級別                                                          

           ; TOP 級別                                                          

第二部分：觀光華語導遊教學資料 

(5) 您對觀光華語導遊的興趣程度高嗎？ 

 〇 沒興趣  〇 不太有興趣  〇 有興趣  〇 很有興趣 

(6) 您選修觀光華語導遊課的目的為何？   

 〇 大學的必 / 選修課  〇 未來想當導遊   

〇 想在旅行公司工作  〇 想在旅館工作 

〇 其他                                               

(7) 您覺得觀光華語導遊課難嗎？  

〇 一點都不難 〇 不太難 〇 一般  〇 有點兒難 〇 很難 

因為 (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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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您一週上幾個小時的觀光華語導遊課？   

 〇 2 小時 〇 3 小時 〇 4 小時 〇 6 小時 〇 其他                   

(9) 您認為學習華語導遊課的時間夠嗎？    

 〇 不夠      〇 夠 

(10) 您認為觀光華語導遊課，最需要加強的是哪一方面？ 

 〇 聽力方面  〇 會話方面  〇 閱讀方面  〇 寫作方面 

(11) 您認為觀光華語導遊課，主要是用哪一種評量方式？ 

 〇 筆試為主   〇 報告為主     〇口試為主  〇活動為主 

 〇 其他                                              

(12) 在觀光華語導遊課，您使用了哪一種教學資源？ (可複選)  

 〇 教材         〇 CD/影片 〇 講義         

〇 多媒體    〇 其他                                               

 曾經使用的教材                                            作者                                             

(13) 您目前正在使用的觀光華語課的難易度如何？  

 〇 容易極了       〇 容易       〇 一般           〇 難         〇 難極了 

 因為 (請說明原因)                                                                                    

 

(14) 您認為目前在學校使用的華語導遊課本或所提供的教學資源已足夠您的需

求？ 

 〇 未足夠         〇 已足夠 

第三部分：學習者的需求 

(15) 您認為觀光華語導遊的教學資源必須強調哪一部分？(可複選)     

 〇 語法  〇 詞彙  〇 句型  〇 練習 

 〇 活動  〇 情景任務 〇 其他                                              

(16) 您認為目前的觀光華語導遊教學資源，應該加強或修改哪一部分？ 

(可複選) 

 〇 課文內容  〇 語法解釋  〇 詞彙講解 

 〇 中泰文化  〇  活動練習   〇   CD / VTR (景點介紹)       

 〇 其他                                              

(17) 您對導遊職業的基本理論、方法與實踐的興趣程度有多少？   

 〇 沒興趣 〇 不太有興趣 〇 一般  〇 有興趣 〇很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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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 (請說明原因)                                                                                   

(18) 您想了解觀光導遊景點資料的興趣程度有多少？  

 〇 沒興趣 〇 不太有興趣 〇 一般  〇 有興趣 〇很有興趣    

因為 (請說明原因)                                                                                    

(19) 您對華語導遊學習的哪一方面感興趣？以及興趣程度有多高？ 

 

各方面的華語導遊 

興趣的程度 

非
常
感
興
趣 

很
感
興
趣 

感
興
趣 

不
太
感
興
趣 

從
不
感
興
趣 

19.1 機場迎客      

19.2 車內導遊      

19.3 景點導遊      

19.4 飲食與餐廳導遊      

19.5 旅館導遊      

19.6 購物導遊      

19.7 文化與娛樂導遊      

19.8 友好導遊      

19.9 意外情況的處理      

19.10 其他                                                                         

(20) 請排列您最喜歡的教學資源。(最喜歡的答案，由 1 開始)  

 「    」  課本或教材          「    」  CD / 影片  

「    」  教學講義        「    」  其他                                              

  排名為第一個，請說明原因                                                                      

(21) 您怎麼認為若可以在華語觀光導遊教學媒體加上練習的部分？ 

〇 非常需要  〇 需要  〇 一般  〇 不太需要  〇不需要 

因為 (請說明原因)                                                                                                   

(22) 您喜歡使用哪一種語言內容的觀光華語導遊教材？為什麼？（可複選） 

〇 英文     〇 中文     〇 泰文    〇 中英  〇 中泰 

〇 泰漢     〇 英中     〇 中英泰  〇 其他                        

因為 (請說明原因)                                                                                    

 

(23) 請排列您喜歡的觀光華語導遊教學資源。(最喜歡的答案，由 1 開始)  

   「    」  教材           「    」 多媒體、有動畫、有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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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網站            「    」 其他                                              

     排名為第一個，請說明原因                                                                      

 

(24) 若有相關觀光華語導遊教學的網站，您認為對該網站的興趣程度為何？ 

 〇 很有興趣  〇 有興趣 〇 一般  〇 不太有興趣 〇 沒興趣   

因為 (請說明原因)                                                                                    

(25) 您認為若能從有聲音、有動畫、有課本描述及 link 的多媒體教材，該網站是

否有助於您的觀光華語導遊學習效果？ 

 

觀光華語導遊教學網站 

評量方式 

最

多 

多 一

般 

少 最

少 

25.1 激發學習動機      

25.2 容易操作、蒐集資源      

25.3 不熟悉電腦者很難操作      

25.4 可在課外複習學過的內容，即發音、寫作       

25.5 學習費用高過學習效果      

25.6 全球都能使用      

25.7 在沒有網路連線地方，操作較複雜      

25.8 學習者可以隨時上網學習，節省教師資源      

25.9 其他                                                                         

   

(26) 對於華語導遊多媒體教學，您想學習的教學形式是如何？  

    〇 課堂上由教師負責講課     

〇 學習者自己學習內容   

〇 在課堂上教師做些補充，再讓學生去自學  

〇 不用特別交代 

〇 其他                                              

因為 (請說明原因)                                                                                    

 (27) 請您分享個人對華語導遊教學之經驗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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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泰國觀光華語導遊學習者需求調查表（泰文版） 
 
 
 

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เรื่อง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ส า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กข์องผู้เรียนชาวไทย
ระดบัอดุมศึกษา 

 

ค ำชีแ้จง :  กรุณำท ำเครื่องหมำย  ใน  〇  ทีท่่ำนตอ้งกำรเลอืก และหำกท่ำนมคีวำมเหน็ไม่ตรงกบั 

ตวัเลอืกโปรดแสดงควำมคดิเหน็เพิม่เตมิตำมทีท่่ำนตอ้งกำรไดอ้ย่ำงอสิระ  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ชุดนี้มี
ทัง้สิ้นสีห่น้า โปรด กรุณาตอบใหค้รบทุกขอ้  

ตอนท่ี ๑ : ข้อมูลทัว่ไปของผูต้อบ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  

(1) กำรศกึษำ        ： 〇 ปรญิญำตร ี 〇 ก ำลงัศกึษำ 〇 จบกำรศกึษำ 
      〇 ปรญิญำโท 〇 ก ำลงัศกึษำ 〇 จบกำรศกึษำ 

มหำวทิยำลยั        รำชมงคลรตันโกสนิทร ์                   
คณะ       ศลิปศำสตร ์        สำขำวชิำ  องักฤษเพื่อกำรสือ่สำร      
เคยเรยีนหรอืผ่ำนกำรอบรม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เมื่อชัน้ปี  2          

(2) เพศ    ： 〇 หญงิ         〇 ชำย 

(3) ประวตักิำรเรยีนภำษำจนี ： 〇 เคยเรยีนทีไ่ตห้วนั           ปี         เดอืน           ชัว่โมง 
〇 เคยเรยีนทีจ่นี              ปี         เดอืน           ชัว่โมง 
〇 เรยีนทีเ่มอืงไทย        4    ปี     9    เดอืน           ชัว่โมง 
〇 ทีอ่ื่น (                                                                      ) 

(4) คุณมใีบประกาศนียบตัร HSK หรอื TOP หรอืไม ่  

  〇 ไม่ม ี     〇 ม ี ; HSK ระดบั                                                        
            ; TOP ระดบั                                                        
 

ตอนท่ี ๒ : ข้อมูลด้า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ส า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 

(5) คุณคดิว่ำ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 น่ำสนใจมำกน้อยเพยีงใด   

 〇 ไม่น่ำสนใจ     〇 ไม่ค่อยน่ำสนใจ   〇 น่ำสนใจ       〇 น่ำสนใจมำก 

(6) เหตุผลทีคุ่ณเลอืกเรยีน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   

 〇 เป็นรำยวชิำบงัคบัในหลกัสตูรทีต่อ้งเรยีน   〇 ตอ้งกำรท ำงำนมคัคุเทศน์   

〇 ตอ้งกำรท ำงำนบรษิทัทวัร ์       〇 อยำกท ำงำนดำ้นกำรโรงแรม 

〇 อื่น 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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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คุณคดิว่ำวชิำ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ยำกหรอืไม ่  

〇 ชวิ ๆ ไม่ยำก     〇 ไม่ค่อยยำก      〇 ปำนกลำง   〇 ค่อนขำ้งยำก      〇 ยำกทีส่ดุ 

เพรำะ                                                                                                        (โปรดระบุ) 

(8) คุณเรยีนวชิำ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 กีช่ ัว่โมงต่อหนึ่งสปัดำห ์   

 〇 2 ชัว่โมง    〇 3 ชัว่โมง     〇 4 ชัว่โมง   〇 อื่น ๆ                      
(9) คุณคดิว่ำระยะเวลำในกำรเรยีนดงักล่ำวเพยีงพอหรอืไม่    

 〇 ไม่พอ      〇 พอ 

(10) คุณคดิว่ำวชิำ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ทีคุ่ณเรยีน เน้นหนกัไปทำงใดมำกทีส่ดุ  
 〇 ฟงัเป็นหลกั         〇 พดูเป็นหลกั      〇 อ่ำนเป็นหลกั      〇 เขยีนเป็นหลกั 

(11) คุณคดิว่ำในวชิำ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ทีคุ่ณเรยีน ใชก้ำรประเมนิผลกำรเรยีนขอ้ใดเป็นหลกั 

 〇 ขอ้เขยีนเป็นหลกั   〇 รำยงำนเป็นหลกั    〇 สอบพดูเป็นหลกั 〇 กจิกรรมเป็นหลกั 

 〇 อื่น ๆ                                              

(12) ในวชิำ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ทีคุ่ณเรยีน ใชแ้บบเรยีนชนิดใดบำ้ง (เลอืกไดห้ลำยขอ้)  

 〇 หนงัสอืเรยีน        〇 CD / วดิโีอเทป  〇 เอกสำรประกอบกำรเรยีน         

〇 สือ่มลัตมิเีดยี   〇 อื่น ๆ                ทุกขอ้ทีก่ล่ำวมำ                              

 ชื่อแบบเรยีนทีเ่คยใช ้                                            ผูแ้ต่ง                                             

(13) แบบเรยีน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ทีคุ่ณใชอ้ยูข่ณะนี้ มคีวำมยำกง่ำยอยูใ่นระดบัใด   

 〇 ง่ำยสดุ ๆ          〇 ง่ำย       〇 ธรรมดำ           〇 ยำก         〇 ยำกสดุ ๆ 

เพรำะ                                                                                                        (โปรดระบุ) 

(14) คุณคดิว่ำแบบเรยีนหรอืสือ่กำรสอน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ทีใ่ชใ้นวชิำเรยีน ขณะนี้เพยีงพอหรอืไม่  
 〇 ไม่เพยีงพอ         〇 พอ 

ตอนท่ี ๓ : ความต้องการของผูเ้รียน 
(15) คุณคดิว่ำสือ่กำรสอน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 ควรเน้นหนกัดำ้นใดบำ้ง (เลอืกไดห้ลำยขอ้)     

 〇 ไวยำกรณ์        〇 ค ำศพัท ์     〇 รปูประโยค  〇 แบบฝึกหดั    
 〇 กจิกรรม   〇 สถำนกำรณ์สมมุต ิ 〇 อื่น ๆ     ทุกขอ้ทีก่ล่ำวมำ                              

(16) คุณคดิว่ำสือ่กำรสอน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 ทีม่อียูข่ณะนี้ควรแกไ้ขหรอืเพิม่เตมิสว่นใดบำ้ง  

(เลอืกไดห้ลำยขอ้) 
 〇 เน้ือหำบทเรยีน         〇 อธบิำยไวยำกรณ์  〇 อธบิำยค ำศพัท ์

 〇 วฒันธรรมไทย-จนี  〇 กจิกรรมหรอืแบบฝึกหดั    〇 CD / VTR (แนะน ำสถำนทีจ่รงิ)       
 〇 อื่น 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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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คุณสนใจทีจ่ะเรยีนรูห้ลกักำรและหน้ำที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มำกน้อยเพยีงใด     

 〇 ไม่สนใจ        〇 ไม่ค่อยสนใจ     〇 เฉย ๆ  〇 สนใจ  〇 สนใจมำก  
 เพรำะ                                                                                                        (โปรดระบุ) 

(18) คุณสนใจทีจ่ะเรยีนรูข้อ้มลูในแต่ละสถำนทีท่่องเทีย่ว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มำกน้อยเพยีงใด     

 〇 ไม่สนใจ        〇 ไม่ค่อยสนใจ     〇 เฉย ๆ  〇 สนใจ  〇 สนใจมำก  
 เพรำะ                                                                                                        (โปรดระบุ) 
(19) คุณสนใจทีจ่ะเรยีนรู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 ในดำ้นต่ำง ๆเหล่ำนี้มำกน้อยเพยีงใด 

 

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ในแต่ละดำ้น 

ระดบัควำมสนใจ 

มำก
ทีส่ดุ 

มำก ปำน
กลำง 

น้อย น้อย
มำก 

19.1 กำรรบัลกูทวัรท์ีส่นำมบนิ (接机)      

19.2 กำรแนะน ำตวัเองและกำรพดูบนรถ (车内导游)      

19.3 กำรอธบิำยตำมสถำนทีท่่องเทีย่วต่ำง ๆ (景点导游)      

19.4 ภตัตำคำร อำหำรและเครื่องดืม่ (饮食与餐厅导游)      

19.5 โรงแรมและทีพ่กั (旅馆导游)      

19.6 กำรซือ้ของและชอ้ปป้ิง (购物导游)      

19.7 กำรสรำ้งควำมบนัเทงิและกำรสรำ้งควำมประทบัใจแก่ลกูทวัร ์      

19.8 กำรสรำ้งมนุษยส์มัพนัธแ์ละกำรตดิต่อสือ่สำรในสำยอำชพี      

19.9 กำรแกป้ญัหำเฉพำะหน้ำ (意外情况的处理)      

19.10 อื่น ๆ                                                                         

(20) ใหเ้รยีงล ำดบัชนิดแบบเรยีนทีคุ่ณชอบจำกมำกไปหำน้อย (โดยชอบทีส่ดุเริม่จำกหมำยเลข 1)     

 「  1  」  หนงัสอืเรยีน          「 2   」  CD / วดิโีอเทป   

「 3   」  เอกสำรประกอบกำรเรยีน      「    」  อื่น ๆ                                             
 เหตุผลทีเ่ลอืกเป็นล ำดบัแรกเพรำะ                                                                                    

(21) คุณคดิอย่ำงไรหำกในสือ่กำรสอน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มแีบบฝึกหดั 

〇 ควรมอีย่ำงมำก    〇 ควรม ี      〇 เฉยๆ      〇 ไม่ควรม ี 〇 ไม่ควรอย่ำงมำก 

เพรำะ                                                                                                        (โปรดระบุ) 

(22) คุณชอบใชส้ือ่กำรสอน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ทีม่เีน้ือหำเป็นภาษาอะไรมำกทีส่ดุ เพรำะอะไร 
  (เลอืกไดห้ลำยขอ้) 

〇 ภำษำองักฤษ    〇 ภำษำจนี    〇 ภำษำไทย   〇  อื่นๆ                                   
เพรำะ                                                                                                        (โปรดระบุ) 

 

(23) โปรดเรยีงล ำดบัรปูแบบของสือ่กำรสอนเกีย่วกบั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ทีคุ่ณชอบ  
(โดยชอบทีส่ดุเริม่จำกหมำยเล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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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หนงัสอื           「   2 」 สือ่มลัตมิเีดยี มภีำพเคลื่อนไหว มเีสยีง  
   「   3 」 เวปไซด ์            「    」 อื่นๆ                                              

เหตุผลทีเ่ลอืกเป็นล ำดบัแรกเพรำะ                                                                                    
 

(24) หำกมเีวปไซดท์ีส่อนเกีย่วกบั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 คณุคดิว่ำคุณจะใหค้วำมสนใจมำกน้อยเพยีงใด 

 〇 สนใจอย่ำงมำก    〇 สนใจ   〇 เฉยๆ      〇 ไม่ค่อยสนใจ  〇 ไม่สนใจ 

 เพรำะ                                                                                                        (โปรดระบุ) 
(25) คุณคดิว่ำถำ้คุณเรยีนรู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ประกอบสือ่มลัตมิเีดยี เช่น มภีำพเคลื่อนไหว มเีสยีง มี

บรรยำย ม ีlink ฯลฯ จำกเวปไซดจ์ะสง่ผลต่อกำรเรยีนของคุณอย่ำงไรบำ้ง?    

 

เรยีนรู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ผ่ำนเวปไซด ์

ระดบักำรประเมนิ 

มำก

ทีสุ่ด 

มำก ปำน

กลำง 

น้อย น้อย

มำก 

25.1 สรำ้งแรงจงูใจในกำรเรยีน       

25.2 ใชง้ำนง่ำย สบืคน้ขอ้มลูทีต่อ้งกำรไดง้่ำย       

25.3 ท ำใหผู้ท้ีใ่ชง้ำน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ไ์มค่ล่องใชง้ำนไดย้ำก      

25.4 ทนทวนเนื้อหำไดค้รบถว้นถูกตอ้งทัง้กำรเขยีนกำรออกเสยีงแมจ้ะ
เป็นนอกเวลำเรยีน  

     

25.5 เสยีค่ำใชจ้่ำยในกำรเรยีนมำกเกนิว่ำประสทิธผิลทีจ่ะไดร้บั      

25.6 ใชง้ำนไดไ้มว่่ำจะอยูท่ีใ่ดในโลก      

25.7 ใชง้ำนยุ่งยำก เพรำะตอ้งเชื่อมต่อกบัอนิเตอรเ์น็ต      

25.8 ผูเ้รยีนสำมำรถเรยีนเองไดห้ำกตอ้งกำร เป็นกำรประหยดั
ทรพัยำกรคร ู

     

25.9 อื่น ๆ                                                                         

   

(26) หำกมสีือ่กำรเรยีน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 คุณอยำกจะเรยีนในรปูแบบใดมำกทีส่ดุ  
〇 ในหอ้งเรยีนโดยตอ้งมอีำจำรยเ์ป็นผูส้อนเน้ือหำทัง้หมด     

〇 มเีน้ือหำใหน้กัเรยีนไปเรยีนดว้ยตวัเองกพ็อแลว้   
〇 อำจำรยเ์อำมำสอนเสรมิในหอ้งเป็นบำงสว่น แลว้ใหน้กัเรยีนไปเรยีนรูเ้องต่อ  

〇 ไม่ตอ้งท ำกำรสอนเป็นพเิศษ 
〇 อื่นๆ                                              
เพรำะ                                                                                                        (โปรดระบุ) 

(27) ประสบกำรณ์ ขอ้เสนอแนะ ควำมคดิเหน็อื่นๆ ในกำรเรยีน )กำรสอน ( 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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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泰國華語教師問卷調查表 (泰文版) 
 

 
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เรื่อง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ส า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กข์องผู้เรียนชาวไทย

ระดบัอดุมศึกษา 
 

ค ำชีแ้จง    : กรุณำท ำเครื่องหมำย  ใน  〇  ทีท่่ำนตอ้งกำรเลอืก และหำกท่ำนมคีวำมเหน็ไม่ตรงกบั 

ตวัเลอืกโปรดแสดงควำมคดิเหน็เพิม่เตมิตำมทีท่่ำนตอ้งกำรไดอ้ย่ำงอสิระ  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ชุดนี้มี
ทัง้สิ้นสีห่น้า  โปรด กรุณาตอบใหค้รบทุกขอ้  

ตอนท่ี ๑ : ข้อมูลทัว่ไปของผูต้อบ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 

(1) วุฒกิำรศกึษำ / สำขำ    ปรญิญำตร ีสำขำครุศษสตรเ์อกกำรสอนภำษำจนี                                     
(2) ปจัจบุนัท่ำนสอนอยู่ที ่     มหำวทิยำลยัแม่ฟ้ำหลวง                                                                 
(3) ประสบกำรณ์ในกำรสอนภำษำจนีโดยประมำณ       1         ปี      10        เดอืน  

(4) ท่ำนเคยสอนวชิำ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ก ์   〇 เคย   /〇 ไมเ่คย 

 

ตอนท่ี ๒ : ความคิดเหน็ด้านกา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ส า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 

(7) ท่ำนคดิว่ำตวัผูเ้รยีนสว่นใหญ่มปีญัหำในดำ้นกำรเรยีนภำษำจนีมำกน้อยเพยีงใด  

 〇 ไม่มปีญัหำ    〇 มน้ีอย      〇 ปำนกลำง        〇 มพีอประมำณ     〇  มมีำก 

(8) ท่ำนคดิว่ำกำรเรยีน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 ควรเรยีนกีช่ ัว่โมงต่อหนึ่งสปัดำห ์   

 〇 2 ชัว่โมง      〇 3 ชัว่โมง        〇 4 ชัว่โมง   〇 6 ชัว่โมง 〇 อื่น ๆ              

(9) ท่ำนคดิว่ำกำรสอนวชิำ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 ควรเน้นหนกัไปทำงใดมำกทีส่ดุ  
 〇 ฟงัเป็นหลกั         〇 พดูเป็นหลกั      〇 อ่ำนเป็นหลกั      〇 เขยีนเป็นหลกั 

 〇 อื่น ๆ        ออกสถำนทีจ่รงิ                                      

(10) ท่ำนคดิว่ำวชิำ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 ควรใชก้ำรประเมนิผลกำรเรยีนขอ้ใดเป็นหลกั 

 〇 ขอ้เขยีนเป็นหลกั   〇 รำยงำนเป็นหลกั    〇 สอบพดูเป็นหลกั 〇 กจิกรรมเป็นหลกั 

 〇 อื่น ๆ                                              

(11) ท่ำนคดิว่ำแบบเรยีน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ทีใ่ชอ้ยูข่ณะนี้ มคีวำมยำกง่ำยอยูใ่นระดบัใด   

 〇 ง่ำยมำก      〇 ง่ำย             〇 ธรรมดำ          〇 ค่อนขำ้งยำก         〇 ยำกมำก 

เพรำะ                                                                                                        (โปรดระบุ) 

(12) ท่ำนคดิว่ำแบบเรยีนหรอืสือ่กำรสอน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ทีใ่ชใ้นวชิำเรยีน ขณะนี้เพยีงพอหรอืไม่  
 〇 ไม่เพยีงพอ         〇 พ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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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ท่ำนคดิว่ำสือ่กำรสอน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 ควรเน้นหนกัดำ้นใดบำ้ง (เลอืกไดห้ลำยขอ้)     

 〇 ไวยำกรณ์        〇 ค ำศพัท ์     〇 รปูประโยค  〇 แบบฝึกหดั    
 〇 กจิกรรม   〇 สถำนกำรณ์สมมุต ิ 〇 อื่น ๆ                                              

(14) ท่ำนคดิว่ำสือ่กำรสอน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 ทีม่อียูข่ณะนี้ควรแกไ้ขหรอืเพิม่เตมิสว่นใดบำ้ง  

(เลอืกไดห้ลำยขอ้) 
 〇 เน้ือหำบทเรยีน         〇 อธบิำยไวยำกรณ์  〇 อธบิำยค ำศพัท ์

 〇 วฒันธรรมไทย-จนี  〇 กจิกรรมหรอืแบบฝึกหดั    〇 CD / VTR (แนะน ำสถำนทีจ่รงิ)       
 〇 อื่น ๆ                                              

(15) ท่ำนคดิว่ำผูเ้รยีนควรทีจ่ะเรยีนรูห้ลกักำรและหน้ำที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มำกน้อยเพยีงใด     

 〇 ไม่สนใจ        〇 ไม่ค่อยสนใจ     〇 เฉย ๆ  〇 สนใจ  〇 สนใจมำก  
 เพรำะ (โปรดระบุ) เพรำะกำรเป็นมคัคุเทศน์นัน้กค็อืกำรน ำเสนอสถำนทีท่่องเทีย่วรวมไปถงึควำมรูต่้ำงๆ
เกีย่วกบัสถำนทีแ่ห่งนัน้ ถำ้มคัคเุทศกม์คีวำมรูท้ีด่แีลว้กจ็ะท ำใหล้กูทวัรเ์กดิควำมรูส้กึเชื่อถอืมำกขึน้ อกีทัง้กรยิำ
มำรยำทของมคัคุเทศน์กส็ ำคญัมำกดว้ยเช่นกนั                                                          

(16) ท่ำนคดิว่ำผูเ้รยีนควรทีจ่ะเรยีนรูข้อ้มลูในแต่ละสถำนทีท่่องเทีย่ว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 มำกน้อยเพยีงใด    

 〇 ไม่ควร         〇 ไม่ค่อยควร     〇 เฉย ๆ  〇 ควร  〇 ควรเป็นอย่ำงยิง่  
 เพรำะ (โปรดระบุ)  อำชพีมคัคุเทศกก์เ็ป็นเสมอืนสือ่น ำท่องเทีย่วชนิดนึงทีไ่มใ่ชใ่หผู้ท้ีม่ำท่องเทีย่วอ่ำน อกีทัง้
มคัคุเทศน์ยงัสำมำรถท ำให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เกดิควำมสนใจต่อสถำนทีท่่องเทีย่วนัน้ๆอกีดว้ย                              

(17) ท่ำนคดิว่ำควำมรูเ้กีย่วกบัดำ้น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 ในดำ้นต่ำง ๆเหล่ำน้ี ผูเ้รยีนควรเรยีนรูม้ำกน้อย
เพยีงใด 

 

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ในแต่ละดำ้น 

ระดบัควำมสนใจ 

มำก

ทีสุ่ด 

มำก ปำน

กลำง 

น้อย น้อย

มำก 

17.1 กำรรบัลกูทวัรท์ีส่นำมบนิ (接机)  /    

17.2 กำรแนะน ำตวัเองและกำรพดูบนรถ (车内导游) /     

17.3 กำรอธบิำยตำมสถำนทีท่่องเทีย่วต่ำง ๆ (景点导游) /     

17.4 ภตัตำคำร อำหำรและเครื่องดืม่ (饮食与餐厅导游)  /    

17.5 โรงแรมและทีพ่กั (旅馆导游) /     

17.6 กำรซือ้ของและชอ้ปป้ิง (购物导游)  /    

17.7 กำรสรำ้งควำมบนัเทงิและกำรสรำ้งควำมประทบัใจแก่ลกูทวัร ์ /     

17.8 กำรสรำ้งมนุษยส์มัพนัธแ์ละกำรตดิต่อสือ่สำรในสำยอำชพี /     

17.9 กำรแกป้ญัหำเฉพำะหน้ำ (意外情况的处理) /     

17.10 อื่น 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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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ท่ำนคดิว่ำแบบเรยีนใดจะมปีระโยชน์ต่อกำรเรยีนกำรสอน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มำกทีส่ดุ  
(โปรดเลยีงล ำดบั โดยมำกทีส่ดุเริม่จำกหมำยเลข 1)     

 「  3  」  หนงัสอืเรยีน          「  1  」  CD / วดิโีอเทป   

「  2  」  เอกสำรประกอบกำรเรยีน      「    」  อื่น ๆ                                              
 เหตุผลทีเ่ลอืกเป็นล ำดบัแรกเพรำะ    สำมำรถดงึดดูควำมสนใจไดม้ำกกว่ำ อกีทัง้ยงัไดเ้หน็ ไดย้นิ        

(19) ท่ำนคดิอย่ำงไรหำกในสือ่กำรสอน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จะมแีบบฝึกหดั 

〇 ควรมอีย่ำงมำก    〇 ควรม ี      〇 เฉยๆ      〇 ไม่ควรม ี 〇 ไม่ควรอย่ำงมำก 

เพรำะ (โปรดระบุ)  มแีบบฝึกหดัประเภทกำรถำมตอบเกีย่วกบับทสนทนำ ฝึกคดิฝึกท ำ                

(20) ท่ำนคดิว่ำวชิำ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 ใชก้ำรประเมนิผลกำรเรยีนแบบใดเป็นหลกั จงึจะเหมำะสม 

 〇 ขอ้เขยีนเป็นหลกั   〇 รำยงำนเป็นหลกั    〇 สอบพดูเป็นหลกั 〇 กจิกรรมเป็นหลกั 

〇 อื่น ๆ                                              

(21) ท่ำนคดิว่ำใชส้ือ่กำรสอน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มเีน้ือหำเป็นภาษาใดจงึเหมำะสมกบัผูเ้รยีนชำวไทย 

มำกทีส่ดุ เพรำะอะไร (เลอืกไดห้ลำยขอ้) 
〇 ภำษำองักฤษ    〇 ภำษำจนี    〇 ภำษำไทย   〇  อื่นๆ                                   
เพรำะ (โปรดระบุ)                                                                                       

(22) ท่ำนคดิว่ำสือ่กำรสอนเกีย่วกบั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ในรปูแบบใดมปีระสทิธภิำพมำกทีส่ดุ  
(โดยชอบทีส่ดุเริม่จำกหมำยเลข 1) 

   「   2 」  หนงัสอื           「 1   」 สือ่มลัตมิเีดยี มภีำพเคลื่อนไหว มเีสยีง  
   「  3  」 เวปไซด ์           「    」 อื่นๆ                                              

เหตุผลทีเ่ลอืกเป็นล ำดบัแรกเพรำะ                                                                                    

(23) หำกมเีวปไซดท์ีส่อนเกีย่วกบั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 ทำ่นคดิว่ำมปีระโยชน์กบัผูเ้รยีนมำกน้อยอย่ำงไร 
 〇 น่ำสนใจอย่ำงมำก   〇 น่ำสนใจ  〇 เฉยๆ      〇 ไม่ค่อยน่ำสนใจ 〇 ไม่น่ำสนใจ 

เพรำะ (โปรดระบุ)  มสีิง่ดงึดดูจำกสือ่ต่ำงๆ                                                                       

(24) ท่ำนคดิว่ำกำรสอน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ประกอบสือ่มลัตมิเีดยี เช่น มภีำพเคลื่อนไหว มเีสยีง มี
บรรยำย ม ีlink ฯลฯ จำกเวปไซดจ์ะสง่ผลต่อกำรเรยีนของผูเ้รยีนอย่ำงไรบำ้ง?    

 

เรยีนรู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ผ่ำนเวปไซด ์

ระดบักำรประเมนิ 

มำก

ทีสุ่ด 

มำก ปำน

กลำง 

น้อย น้อย

มำก 

24.1 สรำ้งแรงจงูใจในกำรศกึษำ  /     

24.2 ใชง้ำนง่ำย สบืคน้ขอ้มลูทีต่อ้งกำรไดง้่ำย  /     

24.3 ท ำใหผู้ท้ีใ่ชง้ำน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ไ์มค่ล่องใชง้ำนไดย้ำก  /    

24.4 ทนทวนเนื้อหำไดค้รบถว้นถูกตอ้งทัง้กำรเขยีนกำรออกเสยีงแมจ้ะ
เป็นนอกเวลำเรยี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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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เสยีค่ำใชจ้่ำยในกำรเรยีนมำกเกนิว่ำประสทิธผิลทีจ่ะไดร้บั /     

24.6 ใชง้ำนไดไ้มว่่ำจะอยูท่ีใ่ดในโลก /     

24.7 ใชง้ำนยุ่งยำก เพรำะตอ้งใชง้ำนกบัอนิเตอรเ์น็ต     / 

24.8 ผูเ้รยีนสำมำรถเรยีนเองไดห้ำกตอ้งกำร เป็นกำรประหยดั
ทรพัยำกรคร ู

 /    

24.9 อื่น ๆ                                                                         

 

(25) หำกมสีือ่กำรสอน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 ท่ำนคดิว่ำควรจะจดัใหม้กีำรเรยีนกำรสอนในรปูแบบใด  
จงึจะเหมำะสมกบันกัเรยีนไทยมำกทีส่ดุ  
〇 ในหอ้งเรยีนโดยตอ้งมอีำจำรยเ์ป็นผูส้อนเน้ือหำทัง้หมด     

〇 มเีน้ือหำใหน้กัเรยีนไปเรยีนดว้ยตวัเองกพ็อแลว้   
〇 อำจำรยเ์อำมำสอนเสรมิในหอ้งเป็นบำงสว่น แลว้ใหน้กัเรยีนไปเรยีนรูเ้องต่อ  

〇 ไม่ตอ้งท ำกำรสอนเป็นพเิศษ 
〇 อื่นๆ                                              
เพรำะ (โปรดระบุ)                                                                                                        

(26) ประสบกำรณ์ ขอ้เสนอแนะ ควำมคดิเหน็อื่นๆ ในกำรสอน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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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泰籍華語導遊問卷與訪問題目調查表(泰文版) 
 
 
 

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เรื่อง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ส า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กข์องผู้เรียนชาวไทย
ระดบัอดุมศึกษา 

 

ค ำชีแ้จง    : กรุณำท ำเครื่องหมำย  ใน  〇  ทีท่่ำนตอ้งกำรเลอืก และหำกท่ำนมคีวำมเหน็ไม่ตรงกบั 

ตวัเลอืกโปรดแสดงควำมคดิเหน็เพิม่เตมิตำมทีท่่ำนตอ้งกำรไดอ้ย่ำงอสิระ  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ชุดนี้มี
ทัง้สิ้นสีห่น้า  โปรด กรุณาตอบใหค้รบทุกขอ้  

ตอนท่ี ๑ : ข้อมูลทัว่ไปของผูต้อบ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 

(1) เพศ    ： 〇 หญงิ         〇 /  ชำย 

(2) สญัชำต ิ   ： 〇 / ไทย         〇 อื่น ๆ                                     

(3) ภำษำแม ่   ： 〇 / ภำษำไทย        〇 อื่น ๆ                                     

(4) ท่ำนเคยผ่ำนกำรฝึกอบรมมคัคุเทศกห์ลกัสตูรใด จำกสถำบนัใด (กรณีทีไ่ม่ไดผ้่ำนกำรอบรม โปรดขำ้มไป 

ขอ้ถดัไป) 
วุฒกิำรศกึษำ               ปวช                                                                            
หลกัสตูร                                          กำรตลำด                                                          
สถำบนั/ มหำวทิยำลยั                            อสัสมัชญัพำณิชย ์                                                

(5) ประสบกำรณ์ในกำรท ำงำนมคัคเุทศก(์Tour Guide)โดยประมำณ        5        ปี              เดอืน  

(6) ลกัษณะงำนมคัคุเทศกท์ีท่่ำนท ำ เป็นแบบใด 

〇   งำนประจ ำบรษิทั      〇  งำนประจ ำ Freelance     〇 /   แบบ Past times  

〇     อื่น ๆ                                              

(7) ท่ำนมใีบประกอบวชิำชพีมคัคุเทศกป์ระเภทใด (หำกไมม่ ีโปรดขำ้มไปขอ้ถดัไป) 
ประเภท             บตัรเงนิมคัคเุทศก ์                                     

(8) ในขณะประกอบอำชพีมคัคุเทศก ์ท่ำนใชภ้ำษำใดสือ่สำรมำกทีส่ดุ (โดยมำกทีส่ดุเริม่จำกหมำยเลข 1) 

「  1」 ภำษำจนี       「    」 ภำษำองักฤษ       「   2 」 ภำษำกวำงตุง้        
「    」 ภำษำไทย     「    」  อื่น ๆ                                              

(9)  ท่ำนรบักรุปทวัรใ์ดต่อไปนี้มำกทีส่ดุ (โดยมำกทีส่ดุ เริม่จำกหมำยเลข 1) 

 「   1 」 ทวัรจ์นี         「   2 」 ทวัรไ์ตห้วนั               
        「    」 ทวัรส์งิคโปร ์มำเลเซยี         「    」 ทวัรฮ์่องกง มำเก๊ำ    「    」  อื่น 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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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ควำมสำมำรถทำงภำษำจนีของท่ำนพฒันำจำกปจัจยัใดต่อไปน้ีมำกทีส่ดุ (โดยมำกทีส่ดุเริม่จำก 

หมำยเลข 1) 

 「  1 」 พืน้ฐำนจำกทำงบำ้น    「    」 กำรเรยีนในหอ้งเรยีน 「  2  」 ประเทศเจำ้ของภำษำ        
 「    」 เรยีนรูด้ว้ยตนเอง    「    」 หนงัสอื ต ำรำ สือ่กำรเรยีนรูต่้ำง ๆ 

「    」  อื่น ๆ                                              
ตอนท่ี ๒ : ความคิดเหน็ด้านภาษาจีนส า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 

(11) ท่ำนคดิว่ำมคัคุเทศกภ์ำษำจนีในตลำดท่องเทีย่วไทยขณะนี้ มคีวำมตอ้งกำรมำกน้อยเพยีงใด 

〇   น้อยมำก      〇    น้อย             〇   ธรรมดำ          〇   ตอ้งกำร  〇 /   ตอ้งกำรมำก 

เพรำะ    ขนำนนี้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จนีมำเทีย่วไทยเยอะมำกเพรำะวำ่ค่ำครองชพีทีถู่กกว่ำเทีย่วในจนี            
                                                                                                                                      

(12) ท่ำนมคีวำมคดิเหน็อย่ำงไรเกีย่วกบักำรเรยีนกำรสอน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กใ์นไทย 

           ขนำนนี้ตลำดจนีมกีำรขยำยมำกทัว่โลกและภำษำจนีมคีวำมตอ้งกำรมำกในตลำด         
                                                                                                                                      

(13) ท่ำนคดิว่ำสือ่แบบเรยีน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กใ์นไทยขณะนี้มจี ำนวนเพยีงพอหรอืไม ่อย่ำงไร ท่ำนคดิ
ว่ำแบบเรยีน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ก ์มสีว่นช่วยผูเ้รยีนมำกน้อยเพยีงใด 

                                                                                                                      
                                                                                                                                      

(14) จำกประสบกำรณ์ตรงของท่ำน ควำมรูเ้กีย่วกบัดำ้น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 ในดำ้นต่ำง ๆเหล่ำนี้ ม ี

ควำมส ำคญัมำกน้อยเพยีงใด 

 

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ในแต่ละดำ้น 

ระดบัควำมส ำคญั 

มำก

ทีสุ่ด 

มำก ปำน

กลำง 

น้อย น้อย

มำก 

14.1 กำรรบัลกูทวัรท์ีส่นำมบนิ (接机)    /   

14.2 กำรแนะน ำตวัเองและกำรพดูบนรถ (车内导游)    /   

14.3 กำรอธบิำยตำมสถำนทีท่่องเทีย่วต่ำง ๆ (景点导游)    /   

14.4 ภตัตำคำร อำหำรและเครื่องดืม่ (饮食与餐厅导游)    /   

14.5 โรงแรมและทีพ่กั (旅馆导游)    /   

14.6 กำรซือ้ของและชอ้ปป้ิง (购物导游)  /    

14.7 กำรสรำ้งควำมบนัเทงิและกำรสรำ้งควำมประทบัใจแก่ลกูทวัร ์   /   

14.8 กำรสรำ้งมนุษยส์มัพนัธแ์ละกำรตดิต่อสือ่สำรในสำยอำชพี   /    

14.9 กำรแกป้ญัหำเฉพำะหน้ำ (意外情况的处理)   /   

14.10 อื่น ๆ                                                                         

 



針對泰籍之中高級華語學習者的觀光華語導遊教學網站設計研究 

 

178 

(15) นอกจำกบทเรยีน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ก ์ท่ำนคดิว่ำเน้ือหำดำ้นทฤษฏแีละหลกักำร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ก ์
จ ำเป็นหรอืส ำคญัมำกน้อยเพยีงใด เพรำะเหตุใด   

 〇    น้อยมำก      〇    น้อย             〇    ธรรมดำ          〇    ส ำคญั         〇    
ส ำคญัมำก 

 เพรำะ                                                                                                                      
                                                                                                                                      

(16) ท่ำนคดิว่ำสือ่กำรสอนเกีย่วกบั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ในรปูแบบใดมปีระสทิธภิำพมำกทีส่ดุ  
(โดยมำกทีส่ดุ เริม่จำกหมำยเลข 1) 

   「    」 หนงัสอื           「   1 」 สือ่มลัตมิเีดยี มภีำพเคลื่อนไหว มเีสยีง   

 「    」เวปไซด ์            「    」 อื่นๆ                                              
เหตุผลทีเ่ลอืกเป็นล ำดบัแรกเพรำะ                                                                                    

                                                                                                                                      

(17) หำกมเีวปไซดท์ีส่อนเกีย่วกบั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 ทำ่นคดิว่ำมปีระโยชน์กบัผูเ้รยีนมำกน้อยอย่ำงไร 
 〇 ไม่มอีย่ำงมำก    〇 ไม่ค่อยม ี  〇 เฉยๆ       〇 ค่อนขำ้งม ี 〇 / มอีย่ำงมำก 

 เพรำะ                                                                                                        (โปรดระบุ) 
                                                                                                                                      
 (18) ท่ำนคดิว่ำกำรเรยีน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ประกอบสือ่มลัตมิเีดยี เช่น มภีำพเคลื่อนไหว มเีสยีง มี

บรรยำย ม ีlink ฯลฯ จำกเวปไซดจ์ะสง่ผลต่อกำรเรยีนของผูเ้รยีนอย่ำงไรบำ้ง?    

 

เรยีนรู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ผ่ำนเวปไซด ์

ระดบักำรประเมนิ 

มำก

ทีสุ่ด 

มำก ปำน

กลำง 

น้อย น้อย

มำก 

18.1 สรำ้งแรงจงูใจในกำรศกึษำ    /    

18.2 ใชง้ำนง่ำย สบืคน้ขอ้มลูทีต่อ้งกำรไดง้่ำย    /    

18.3 ท ำใหผู้ท้ีใ่ชง้ำน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ไ์มค่ล่องใชง้ำนไดย้ำก   /    

18.4 ทนทวนเนื้อหำไดค้รบถว้นถูกตอ้งทัง้กำรเขยีนกำรออกเสยีงแมจ้ะ
เป็นนอกเวลำเรยีน  

  /    

18.5 เสยีค่ำใชจ้่ำยในกำรเรยีนมำกเกนิว่ำประสทิธผิลทีจ่ะไดร้บั     /  

18.6 ใชง้ำนไดไ้มว่่ำจะอยูท่ีใ่ดในโลก      

18.7 ใชง้ำนยุ่งยำก เพรำะตอ้งใชง้ำนกบัอนิเตอรเ์น็ต      

18.8 ผูเ้รยีนสำมำรถเรยีนเองไดห้ำกตอ้งกำร เป็นกำรประหยดั
ทรพัยำกรคร ู

     

18.9 อื่น ๆ                                                                         

(19) หำกมสีือ่กำรสอนภำษำจนีส ำหรบัมคัคุเทศน์ ท่ำนคดิว่ำควรจะจดัใหม้กีำรเรยีนกำรสอนในรปูแบบใด  
จงึจะเหมำะสมกบันกัเรยีนไทยมำกทีส่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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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  ในหอ้งเรยีนโดยตอ้งมอีำจำรยเ์ป็นผูส้อนเน้ือหำทัง้หมด     

〇    มเีน้ือหำใหน้กัเรยีนไปเรยีนดว้ยตวัเองกพ็อแลว้   
〇    อำจำรยเ์อำมำสอนเสรมิในหอ้งเป็นบำงสว่น แลว้ใหน้กัเรยีนไปเรยีนรูเ้องต่อ  
〇     ไมต่อ้งท ำกำรสอนเป็นพเิศษ 
〇      อื่นๆ                                              
เพรำะ                           (โปรดระบุ)ใหอ้ำจำรยท์ีม่ปีระสบกำรณ์ในดำ้นน้ีสอนจะเขำ้ใจง่ำยขึน้          

(20) ท่ำนมคีวำมคดิเหน็อย่ำงไรเกีย่วกบัสภำพกำรณ์มคัคุเทศกภ์ำษำจนีของไทย ในขณะน้ี (ปญัหำ อุปสรรค แนวโน้ม) 
       ปญัหำคอืมคัคุเทศภำษำจนีไม่มเีงนิเดอืนขัน้ต ่ำ  กำรแขง่ขนัสงูและรฐับำลไม่ไดเ้ขำ้มำ
ช่วยเหลอื  อยำกใหร้ฐับำลยื่นมอืเขำ้มำชว่ยอย่ำงจรงิจงั เพรำะกำรทีจ่ะให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รูจ้กั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ตอ้ง
ผ่ำนมคัคุเทศก ์                                                                                                                
                                                                                                                                      

 (21) ท่ำนมคีวำมคดิเหน็อย่ำงไรเกีย่วกบัสภำพกำรณ์มคัคุเทศกโ์ดยรวมของไทย ในขณะน้ี (ปญัหำ อุปสรรค แนวโน้ม) 
                                                                                                                        
                                                                                                                                      
  
 (22) ท่ำนมคีวำมคดิเหน็อย่ำงไรเกีย่วกบัสภำพกำรท่องเทีย่วไทยในขณะน้ี (ปญัหำ อุปสรรค แนวโน้ม) 

         ปญัหำคอืสถำนทีท่่องเทีย่วส ำคญัๆ ไมม่กีำรจ ำกดัจ ำนวนคนเขำ้ไป เลยท ำใหบ้ำงทีเ่กดิควำม
เสยีหำยมำก แนนโน้ม อยำกใหม้กีำรจ ำกดัจ ำนวนคนเขช้มของแต่ละที ่                                        
                                                                                                                                      

 (23) ท่ำนคดิว่ำปญัหำในสำยงำนมคัคุเทศกภ์ำษำจนี มกัประสบเป็นลกัษณะแบบใด 

      ปญัหำทีม่กัเจอบ่อยคอืเจอพวกพ่อคำ้แม่คำ้หวัใสมำหลอกลุกทวัร ์และเอำเปรยีบลกูทวัรเ์กนิกว่ำ
เหตุ                                                                                                                           
                                                                                                                                      

 (24) ประสบกำรณ์ ขอ้เสนอแนะ ควำมคดิเหน็อื่นๆ (กำรเรยีน กำรท ำงำน เทคนิค สงัคม อื่น ๆ) 

ประสบกำรณ์ท ำงำนทีผ่มเจอคอื เวลำท ำงำนไมว่่ำจะเป็นงำนอะไรกข็อใหม้สีตกิบังำนทีท่ ำ และตอ้งใจเยน็
ไม่ว่ำจะเจออะไรกต็ำม  และตอ้งเอำใจเขำ้มำใสใ่จเรำ                                                              
                                                                                                                                      

 
 
 
 
 
 



針對泰籍之中高級華語學習者的觀光華語導遊教學網站設計研究 

 

180 

附錄六 學習者與教師滿意度調查表(中文版) 

 

網站滿意度調查 

แบบประเมินความพงึพอใจเว็บไซด์ 
 
 

第一部分：受訪者基本資料 

(1) 姓名                           ( 男 / 女 )                                                                                  

(2) 就讀學校：                                         ，                           系/所               年級 

(3) 觀看網站的總時間 ：                  天，                           小時 

(4) 對網站的意見：請給予網站的各方面設計與內容的評分。 

 

評分項目（一）：網站整體教學內容 滿意程度 

0 1 2 3 4 5 

4.1 您對本網站的教學內容範例感覺滿意嗎？ 

    理由：                                                                               

      

4.2 您對本網站的觀光景點介紹感覺滿意嗎？ 

    理由：                                                                               

      

4.3 您對本網站的導遊職業原則與實務的部分感覺滿意嗎？ 

     理由：                                                                              

      

4.4 您對本網站的內容編排方式感覺滿意嗎？ 

   （暖生活動、語言與文化說明、專有名詞表、情境對話、 

     詞彙說明、教學活動） 

    理由：                                                                              

      

4.5 教學內容範例難易程度? 

    理由：                                                                              

      

4.6 教學內容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理由：                                                                              

      

4.7) 您對本網站教學媒體的應用感覺滿意嗎？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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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項目（二）：程式與版面設計 0 1 2 3 4 5 

4.8 您對本網站介面的設計、頁面安排感覺滿意嗎？   

    理由：                                                                                                                                                                  

      

4.9 您對本網站使用的顏色、圖片如何? 

    理由：                                                                               

      

4.10 網站容易操作 

    理由：                                                                               

      

4.11 能夠繼續使用網站，不易厭倦 

    理由：                                                                               

      

4.12 想為朋友 / 同學推薦 

    理由：                                                                               

      

4.13 整體而言，您對本網站感覺滿意嗎？ 

    理由：                                                                               

      

 

3.12) ชอบสว่นไหนของเว็บไซด์บ้าง เพราะอะไร  你喜歡網站的哪一點？ 為什麼？                                                                                              

                                                                            

                                                                                                        

3.13) ไมช่อบสว่นไหนของเว็บไซด์บ้าง และคดิวา่ควรปรับปรุงอยา่งไร 
 不喜歡網站的哪一點，網站該如何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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