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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在華語文教學上的運用 

-以日本高中生為研究對象- 

中文摘要 

 

關鍵字：華語教學、日本高中華語學習者、漫畫教材、教學設計 

 

現代日本青少年對學校學習的要求為何？教育者不能只透過旁觀的態

度批判其學習意願低落，而是該以青少年的視野，尋找最根本的答案。 

本論文首先聚焦於日本高中華語課程開設數量與修課學生人數日益增

加的現況，進而探究日本高中華語教學的現況，再把重點放在此現況所帶

來的問題與其改善之道，旁及日本高中教育之整體問題所帶來的影響，研

究最適合現代日本高中生的華語教學方式。 

佐藤學（2001）提出現代日本青少年面對學習所產生的「虛無主義」

（nihilism）與「冷笑主義（即犬儒主義）」（cynicism）造成其「學習逃避」

的嚴重情況。町田守弘（2005）延伸佐藤的研究指出，教育者該做的並非

逼迫已從學習「逃避」的學生回到學習場所，而是把所謂的「學習」建立

在學生實際生活「當下」的脈絡上。那麼何謂學生實際生活「當下」的脈

絡呢？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與問卷調查發現，與現代日本高中生關係最密

切的事物中，漫畫是青少年次文化最主要的媒介之一。其次，本論文再把

焦點放在漫畫媒介上，從各式各樣的角度來切入，探討漫畫成為教材的可

能性與合理性，接著再提出漫畫教材在語言教學中的利用方法。 

有上述的理論基礎之後，本文再進行以 91 位日本高中華語學習者為對

象的問卷調查與對兩位高中華語教師的訪問調查，透過調查的結果再設計

出以學習者為導向的日本流行漫畫華語課程，藉以提高學習者的學習動機

與學習興趣。筆者深信本論文能夠幫助學習者習得自然的華語會話能力，

進而提供給日本高中華語學習者較新鮮的學習樂趣與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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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ing Japanese MANGA to Teach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An Empirical Study on Japa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Abstract 

 

Keywords: teaching Chinese as second language、Japa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MANGA materials、instructional design 

 

What motivates contemporary Japanese teenagers to learn? Instead of  

merely criticizing the low level of motivation among teenage students, educators 

should seek a solution to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by understanding the 

teenagers' perspective. 

This thesis first focuses on the increasing of the number of Chinese 

language courses in Japanese high schools and the number of the students taking 

them. Next, an assessment is made of current programs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in the Japanese high school system, including a diagnosis of 

their problems, followed by proposed solutions to said problems. Additionally, 

the impact of the Japanese educational system as a whole is also addressed. 

Lastly, a more effective method for teaching Chinese to Japa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is presented.  

It was suggested by Satō Manabu (2001) that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n 

Japan leads teenagers into nihilism and cynicism. A serious side-effect of this is 

that these students end up turning to “escaping from learning [sic]” as a coping 

mechanism. Machida Morihiro (2005), extending Satō’s research, points out that 

educators should not to force students afflicted by “escaping from learning” 

back into the classroom, but rather to help them establish learning in the real-life 

context of “here and now.” So what then is the real-life context of "her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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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for Japanese teenagers? By way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it was found that one thing that Japanese teenage students cherish is 

MANGA, a type of Japanese comic book. As such, MANGA is one of the main 

forms of media taken seriously by Japanese youth subculture. For this reas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MANGA. The possibility and rationality of using it as a 

teaching tool is discussed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followed b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oper use of MANGA as a medium for language instruction.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mentioned above,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Japa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studying Chinese, with 

a total of 91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survey. A second survey was also 

conducted consisting of interviews with two high schoo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se two surveys, a learner-oriented Chinese 

language course was designed utilizing popular MANGA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Both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nd the language course presented 

herein will aid students in the acquis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atural Chinese 

conversation skills as well as return to them the fun and excitement of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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マンガ中国語教育 
―日本高校生を対象としたマンガ中国語コースデザイン― 

日本語概要 

 

キーワード：マンガ教材、高校生学習者、コースデザイン、中国語教育 

現代日本の青少年たちは学校学習に何を求めているのだろうか？私達大人

である教育者はただ彼らの学習意欲の低下を外から批判するのではなく、青少

年たちと視点を共有し、その根本的な問題を探っていく必要がある。 

本論文はまず日本の高等学校における中国語クラス開設数及び高校生履修

者の増加に注目し、それに伴う問題点や改善点、更には上記のような高等学校

教育全般に蔓延する問題点にまで焦点を当て、現代高等学校に最も適した効果

的な中国語教授法を探る。 

佐藤学(2000)が「学びからの逃走」と提示する青少年の学習に対する「虚

無主義」および「冷笑主義」は、現代もなお蔓延している状態でり、町田守弘

（2005）はその問題解決の為の、学習者の「いま・ここ」の線上にリアリティ

を伴った学習を打ち立てる必要性を謳っている。では、高校生にとってのリア

リティのある学習とは何か？調査の結果、現代高校生にもっとも関わりの深い

メディアの一つに、マンガというサブカルチャーがあることが分かった。本論

文はこのマンガに再度焦点を当て、さまざまな角度からその教材としての可能

性と、更には言語教育における教材利用方法を考察する。 

最後に 91名の高校生中国語学習者を対象としたアンケート調査と２名の

高校中国語科の教師を対象としたインタビュー調査を行い、その結果に基づい

て主に高校生学習者の学習モチベーションの向上を目的とした、日本の流行マ

ンガを教材とした中国語学習のコースデザインを行う。本論文が中国語の自然

な会話方法の習得に役立ち、日本の高校生中国語学習者に新しい学習の楽しみ

と感動を提供できれば、幸い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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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隨著近年來中國大陸經濟急速發展與使用華語的人數增加，在世界上

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學華語。由於華人區域經濟的蓬勃發展，華語使用人口

增加，使得華語在國際社會上的重要性已經是難以忽略。陸儉明（2005）

指出國際社會對華語之重視：「現實情況表明，在全球，漢語熱正不斷升溫，

漢語逐步成為一種強勢語言。據報紙報導，現在美國、日本、法國、澳大

利亞、韓國等已將漢語列入高考外語考試任選科目之一。在美國，12 種外

語中漢語的選修人數是增加最快的一個語種，已成為第三大通外國語。」。

從 90 年代中期開始的此全球華語熱，近年來一直都持續升溫，到現在其現

象仍然不退，反而更顯著地升溫中。 

在全世界能看見華語熱之下，於筆者的母國日本之華語熱也非常激

烈。依據台灣教育部發布的統計數據，2007 至 2008 年間總外籍生第一名為

日本 2,297 人。在日本華語學習者人數猛增的同時，近年來質量上也有新

的變化。古川裕（2008）
1
提出「日本華語學習的質量上的新變化：學習者

的背景開始多樣化，男女老少都願意學華語。值得注意的是，學習者的年

輕化特點越來越顯著。」之前在日本的華語學習者主要是大學第二外文選

修的大學生以及目標為商務上溝通之成年人。但近年來主要由於大學統一

高考（大學入試中心考試）1997 年增設了「中國語」考試的關係，許多高

中生也開始學華語，因此產生了華語學習者年輕化之趨勢，尤其是高中生

學習者之增加。 

再加上隨著 2007 年日本文部科學省(教育部)設定的「高級中學外語教

育多元化促進計畫」之發展,這幾年開設華語課的高中數之增加更顯著。此

計畫以增進高中學生在英語以外的外語能力為主,並協助各地方政府在外

語教育方面的相關研究調查工作。在許多外語之中，華語是特別受到重視

                                                      
1古川裕（2008）。日本“中國語”教學的新面貌－中學漢語教學和大學漢語教學銜接問題

－。雲南師範大學學報第 6 卷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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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根據日本文部科学省（教育部）初等中等教育局国際教育課 2007 年

調查，開設英語以外外語的高等学校（高中）總共有 2,042 所，其中開設

華語課之高等學校數已高達到 819 所。 

學習華語的高中生人數增加背景有中國經濟的崛起，在日本很多公

司、企業想到大陸拓展，因此需要會華語的人材。高中生也了解此現況，

在本研究問卷調查結果裡顯示大部分的高中生學習華語的主要原因是「將

來會有利」，就是他們認為將來求職時會華語比較容易找到好工作。 

如上所述，雖然在日本高中已可見華語熱的現象，但在此華麗的熱潮

背後也有許多教學上的問題。鄭新培（2007）
2
認為；在日本高中華語熱現

象下，華語教材之出版數如雨後春筍，且中國人教師數也已超過一千多人，

但其實在教材、教學法以及教師品質上的問題不少。 

由於事實上，日本高中華語教學情況與品質並未跟得上其數量上的發

展，因此非常迫切需要研究如何有效提升日本高中生的華語水平。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節節節節    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與動機與動機與動機與動機    

一一一一、、、、 日本高中華語教學現況日本高中華語教學現況日本高中華語教學現況日本高中華語教學現況 

研究之始筆者先探討近年來日本高中對華語教學的重視。第二大戰

後，在日本高中一直都非常重視英語教學，到現在其狀況仍然未變。但是

就算現在還是能看見英語教學在日本高中的趨勢，不過從外語教學整體的

角度來看，其質上的變化是相當顯著的。最近，日本高中之外語教學變得

非常多元化，現在在日本高中開設的外語課之語言類總共有十六種語言，

其中主要包括英語，華語，韓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等。日本高中外

語教學的多元化這幾年非常明顯；1993 年時，日本高中英語以外之外語課

的開設數，全國只有 363 所而已，但 2007 年時，其數增加至 2,042 所。在

只短短十幾年內，英語以外的外語課開設數變得大約五倍了。 

                                                      
2鄭新培（2007）。日本漢語教育的現況及其問題。大東文化大學語學教育論叢第 24 號 

p123-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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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在日本開設英語以外外語的高中總共有 2,042 所（公立 1,403

校、私立 639 校），開設言語数是 15 種語言。其中最多的是華語課：819

所（2005 年 553 所）、而修課者数：21,264 人。其次是法語課 393 所（2005

年 248 所），修課者數：10,059 人、再來是韓語課 426 所（2005 年 286 所），

修課者數：8,865 人、德語 157 所，修課者數 3,898 人。 並且、2007 年開

設英語以外外語科之学校数與 2005 年 5 月 1 日資料比起來（2005 年 1,355

所：公立 944 所、私立 411 所），增加了 50.7％。如下表二-1、表二-2 顯

示。 

在以下日本高中言語別英語以外外語課開設学校数的變化之表中，其

增加率最顯著的最上層線就是顯示華語課開設学校数的變化的，我們從此

表很明顯地看出近年來之華語在日本高中的熱潮。根據以上兩個表，也能

看出不僅是私立學校，公立學校也發現了英語以外的外語的重要性，而且

其中可看出中文特別受到重視的情況。 

表 一-1 日本高中英語以外外語課開設學校數變化 

 

 1993 1995 1997 1999 2001 2003 2005 2007 

公立 153 326 484 586 673 804 944 1,403 

私立 210 244 325 361 373 390 411 639 

總數 363 570 809 947 1,046 1,194 1,355 2,042 

（資料來源：日本文部科学省初等中等教育局国際教育課2007年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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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言語別英語以外外語課開設学校数的變化顯示如下： 

表 一-2 日本高中言語別英語以外外語課開設学校数的變化 

 

 1993 1995 1997 1999 2001 2003 2005 2007 

華語 154 192 303 372 424 475 553 819 

韓語 42 73 103 131 163 219 286 426 

法語 128 147 191 206 215 235 248 393 

德語 73 75 97 109 107 100 105 157 

西語 39 43 68 77 84 101 105 135 

其他 17 40 47 52 53 64 58 112 

（資料來源：日本文部科学省初等中等教育局国際教育課2007年調查） 

1997 年，日本大學聯考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inations）在「大學統一高考」中增設了華語考試也其最大

原因之一。大學聯考中心就是舉辦「大學統一高考」之主要機構，且屬於

日本文部科學省的一個外部單位，設立於 1976 年，1988 年改爲獨立行政法

人。此大學聯考中心於設立之初，作為「外語科目考試」，僅以英語、德語

及法語等三種語言舉行考試，而後於 1997 年及 2002 年起，分別導入華語

及韓語之考試。因而高中生考「大學統一高考」時，其外語科目考試之選

擇變得非常豐富。雖然「大學統一高考」外語科目中，考試人數最多的仍

然是英語，但是其實在其他語言選擇中，華語是最受歡迎的外語科目。以

下為這幾年之日本高中統一高考英語以外外語科目考生數變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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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３ 日本高中統一高考英語以外外語科目考試人數變化 

 

（資料來源：根據日本大學聯考中心過去考試資料） 

從上表一目了然，這幾年統一高考華語考試不斷地受高中生的歡迎，

而且與其他語言比起來其增加率也很明顯地最大。此現象也能代表越來越

多的高中生開始學習華語的現況。 

除了高中華語課開設數與統一高考華語考試人數之增加以外，還有從

日本政府對外語教學的新計畫也能看出在高中英語以外外語，尤其是華語

教學的重要性。 

2002 年，日本文部科學省(教育部)早已設定「高等學校外語教育多元

化促進計畫」，以增進高中學生在英語以外之外語能力,並協助各地方政府

在外語教育方面的相關研究調查工作，且計畫所需要的費用皆政府負擔。

此計畫之外語包括華語，韓語，俄語等，與日本較接近之鄰國語言，而其

中華語之促進最發展。以下表顯示此計畫實施地區，研究語言，研究內容

以及實施學校數： 

 

 

 

考
試
人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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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4 「高等學校外語教育多元化促進計畫」實施狀態 

 計畫実施地區計畫実施地區計畫実施地區計畫実施地區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語言語言語言語言 
研究内容研究内容研究内容研究内容 

 

實施實施實施實施 

學校數學校數學校數學校數 

１１１１ 神奈川縣 
華語 

＞華語学習教材編輯 

＞培養高中生的華語溝通能力 

＞培養教師前往中國實習之計畫 

＞與中國高中生之交流 

6所 

２２２２ 大阪府 華語 

＞指導計画跟指導方法教材開發 

＞大阪府內定居之外國人材的 

  有效活用 

＞強化府內校際間外語教學的 

  交流 

＞與中國高中生之交流 

21所 

３３３３ 兵庫県 華語 

＞發音教學的研究 

＞華語教材開發 

＞第二外語教學大綱之研究 

＞地區人材活用研究 

6所 

４４４４ 和歌山縣 華語 

＞初級中文課程教材的改進 

＞強化語言之文化背景的認識 

  與了解 

＞針對地區開設地方性的中文 

  課程 

＞與中國高中生之交流 

5所 

５５５５ 鹿兒島縣 韓語 略 略 

６６６６ 北海道 俄語 略 略 

７７７７ 富山縣 俄語 略 略 

(資料來源：日本文部科學省官方網站） 

在實施此計畫之七個地區中，華語佔了四個地區，總共三十八所學校

實施，而且皆相當大之日本主要城市。其研究內容大多在教材開發與中日

交流上，從這也能看見很積極的華語教學促進與政府及學校雙方面之對華

語的重視。此「高等學校外語教育多元化促進計畫」之主要概念為「現在，

在國高中外語教育中，英語教育壓倒優勢。但是，在今後國際交流發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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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也需要英語以外之外語能力。」（文部科学省，2008a）與大學比起來，

高中英語以外教學較集中於亞洲語言，尤其是華語教學上。其原因為高中

較重視高中生對鄰國之理解與交流，因此發生了這樣的結果。筆者也認為

高中生先認識中國大陸，台灣，韓國等的亞洲鄰國，再了解更廣大的世界

之此概念是非常值得促進的。 

總而言之， 現在我們從高中華語課開設數，大學統一高考華語考生

數，以及政府促進計畫等的資料了解今日在日本高中非常多的學生已開始

學習華語之現象，而也能知道英語已並不是高中外語課之唯一了。但了解

此現況同時，也能感覺到高中生，學校以及日本整個社會對華語教學之需

求與期待多高。 

但在此華麗的熱潮背後也有許多教學上的問題。鄭新培（2007）
3
認為；

在日本高中華語熱現象下，華語教材之出版數如雨後春筍，且中國人教師

數也已超過一千多人，但其實在教材、教學法以及教師品質上的問題不少。 

二二二二、、、、日本日本日本日本高中華語教學問題高中華語教學問題高中華語教學問題高中華語教學問題    

關於以上的在日本高中華語教學中的教學問題，福木滋久、本間直人

（2008）
4
再調查報告裡提到較具體的問題點。以下是其五個問題與需要改

善的項目。 

1. 課數少的問題：華語課課數應該要改成為一周三節課以上（目前都   

兩節課而已）。 

2. 基礎程度教學的不足：需要基礎，基本程度的徹底教學。 

3. 教師品質的問題：教師培訓班的充實，提高教師品質。 

4. 教師雇傭問題：建立較穩定的雇傭體制。 

5. 教學效率問題：在 40 個人的密集班上，建立有效的教學方式，重

                                                      
3鄭新培（2007）。日本漢語教育的現況及其問題。大東文化大學語學教育論叢第 24 號 

p123-147 
4福木滋久、本間直人（2008）。「高校中国語教育と学習発表の場について多言語教育を

重視する視点から」。日本私学研究所調査資料 no244,p.29-42,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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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基礎語音、語調、語氣的 speaking 教學。 

 除了上述 5 個問題外，水口景子(2002)還指出以下的今後日本高中華

語教育的課題與建議。 

6. 更積極的教育推廣：華語作爲第二外文之教育推廣。 

7. 製作高中華語教學大綱 

8. 高中華語標準課本的編輯 

9. 教師研習機會的提供 

10. ACT（中國人中文指導助理）招致的實現 

11.建立更緊密的教師間 network. 

12. 教師之間關於中文教學訊息的共享 

關於水口（8）標準課本之編輯，早已有了以高中生為對象之課本『高

中中國語』（白帝社 1987），但是到 2002 年一直唯一有這一本而已，因此其

問題也很多，缺乏現代性。後來 2002 年白帝社出版了『高校からの中国語』

(從高中開始的中文)「標準高校中国語」等的課本,但是高中研與 TFJ 都認

為以後需要的是按照「2007 年版高中中文教學大綱」之課本,以及配合高中

中文教學課程現狀的標準課本。 

關於教師品質的問題，根據國際文化 Forum（TJF）調查，在日本高中

華語教師的 40%以上都不是專門教華語的，而是與別的主要科目兼任的教

師，而這些教師都使用臨時許可證或許可外教科擔任證來教華語。簡單而

言，這些教師本來就不是具有華語教學背景的，而是數學教師，歷史教師

等的其他課教師來教華語的。2001 年到 2004 年，大阪外國語大學成功了開

設高中華語教師許可證暑期短訓班，近兩年改爲“高中華語教師培訓

班”，受到了各界很大的歡迎。雖然大阪外國語大學之此計劃成功了，但

是還是其穩定性與普遍性不夠完整，因此還不能說師資與許可證的問題解

決了。爲了解決此問題，最有效的辦法是第二外語課的必修化，若能改成

必修課，教師的實習機會以及正職招聘機會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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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研習機會的問題，2002 年在中國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對於高中華語

教師開設了高等學校中國語教師研習會，此研習會之主辦單位為日本文部

科學省（教育部）與中國國家教育部以及 TFJ 以上三個機構，而其研習計

劃是總共五年的計劃，2008 年已到了第五年，因此今年需要討論這五年之

間的成果與接下來的計劃。另外，2004 年在吉林省長春市也實施了高等學

校中國語擔當教員研習。2005 年夏天以大阪外國語大學與 TFJ 爲主辦單

位，舉辦了對象為高中華語教師的中文教學國内研習會。 

雖然曾已實施幾次的這些研習，但是到現在這樣的機會還是比較少，

能參加這些研習會的教師也不多。筆者認為之後應該多點舉辦這些研習

會，開放給所有在日本高中教華語的教師，而提高教師品質。 

雖然上述過的一些問題已解決，但還有許多問題需要改善、解決的。

有其是關於教材的問題，筆者認為最需要改善的。傳統教材，只有文字的

課本，這對高中生而言很枯燥，也缺乏現代性。因此，本論文內容；針對

日本高中生的漫畫華語教學是以此新鮮教材開發之角度而言，也非常值得

研究的。 

    接下來筆者先探討怎麼樣的教學方式才是不辜負此需求與期待的之

後，再討論更適合高中華語教學的模式。 

三三三三、、、、日本高中教育問題日本高中教育問題日本高中教育問題日本高中教育問題    

在重視日本高中華語教學發展的同時,我們也需要了解在整個日本青

少年教育上所存在之問題。在日本高中教育所面對之現實問題，以進一步

探討如何發展更適合高中學生並能解決這些問題的教學方式。本節中筆者

將探討日本高中教育問題以及其解決方法之相關文獻，並討論較佳的高中

教學方式。 

  今日，在日本整個日本青少年教育上存在不少問題，且近年來許多教

育學者及媒體都針對此問題進行討論，然而其討論方向已雜亂無章，並未

發現最根本之原因。因此，筆者回到最根本的原因進行研究，再把此概念

回歸到更佳之教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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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級崩壞」（班級崩潰），「不登校」（矌課、不上學），「中途退學」

等的詞是最近日本教育界之“流行詞”，並代表現今國高中生的情況。目

前許多國高中生開始討厭學校，常常不來學校上課（日語稱為「不登校」），

而且上課態度也不專心，例如上課中任意走動、喧嘩聊天使用耳機聽音樂、

化妝、講電話等，造成無法維持正常上課的狀態（日語成為「學級崩壞」）。

還有學生很容易退學等，在日本這些學校教育問題越來越嚴重。無論教師

多認真，教材多豐富，在未了解這些日本學校教育基本問題與其原因狀態

下，無法進行理想的上課內容。因此，筆者在此需先探討其問題原因。 

  日本東京大學教育學研究科教授，佐藤學（2001）在「從【學習】裡

逃走的小孩」裡把其現在青少年狀態稱為「學習逃避」狀況，此亦為本研

究最重要之關鍵詞。佐藤在此「從【學習】裡逃走的小孩」裡從日本近年

社會，經濟，政治等的許多角度來討論現代青少年的學習問題與其原因。

由於日語的「學習」寫成「勉強」，佐藤解釋華語的「勉強」之意思當作其

原本的意義，而提出「從【勉強】到【學習】之概念轉換」之重要性。 

  雖然日語的「勉強」直接具有華語的「學習」的意思，但日語本來也

是從華語變化來的，我們也不能忽略其原本的意思。事實上日本的學校教

育確實非常勉強，其方式只是以背誦課本上的知識與技巧而累積知識，此

「背與累積的重覆工作」並不是真正意思上的「學習」。著名的巴西教育學

者 Paulo Freire（1968）在「被抑制者的教育學」裡把這樣的教育稱為「存

款概念」（Banking Concept）之教育，早已強烈地批判過此方式之教育，

但在亞洲，尤其是在日本，韓國等的東亞國家仍然幾乎都透過此「存款概

念」（Banking Concept）來進行教育。此「存款概念」教育的方式，其實

只是教師單方面地對學生傳授知識，而學生僅僅以記憶或背誦等方式接

受，累積知識的內容而已，而缺乏雙向互動的討論與思考，因此產生學生

對學習的排斥心理。由於日本長期以來以此種方式進行教育，因此產生小

孩子「學習逃避」的情況。佐藤學（2001）為了緩和此情況需要「從【勉

強】到【學習】之概念轉換」，而實現教師與每個學生共同地能表達，分享，

思考知識及技巧的「學習」，也就是說，雙向互動的討論與思考。 

  佐藤學（2001）也提出此「從【學習】的逃走」最大原因為「存款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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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Banking Concept）造成之學生對學習的「虛無主義」（nihilism）與

「冷笑主義」（cynicism）： 

在「從【學習】的逃走」根底存在學生對物件，他人以及事情之不關心。可以

說他們的此「跟我無關」概念就是虛無主義的本質。（中略）只要說「反正跟

我沒有關係」，就不必知道任何的東西，更何況學習事情。（佐藤 2001：61）

5 

  就學生而言，教師在課堂上對學生傳授的知識與技巧只是可能「未來

的有一天」會有幫助，最近的未來也許是大學聯考的時候而已，但與他們

的實際生活更接近的現實並沒有關連。因此學生覺得不必知道「跟我無關」

的事情。那麼，怎麼樣的東西能解決現代學生對學習的「虛無主義」

（nihilism）與「冷笑主義」（cynicism）呢？ 

  佐藤學（2001）指出大人（教師）需要具有與學生共同的視野。簡單

而言，教師必須要了解甚麼是學生之「現實當下」，他們對那些東西感興趣

等，然後再一起分享的概念。 

  早稻田大學教育學部國語國文科教授町田守弘（2001.4）也提到上述

問題之原因；教材與其內容離學生的實際狀態太遠了，因此他們無法對教

材與學習內容感興趣。町田守弘（2005）再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個高中教

學概念如下： 

我們現在應該做的不是逼已經從學習「逃走」的學生回到「學習」的場所，而

是把所謂的「學習」建立在這些學生實際生活的「當下」的脈絡上。我們需要

選擇他們有興趣，關心的材料，並通過那些材料探討建立國語課「學習」的可

能性。(町田 2005：2)  

  那麼甚麼是他們的實際生活的「當下」呢？在日本高中所存在的「不

登校」（不上學），「中途退學」等之問題，代表對學生而言，學校並不具有

吸引他們的事物之意。學生在上課中看漫畫，聽音樂，用手機看電視，上

網，打 email 與朋友聊天等，這樣的行為就是表示他們對學校，課程之無

                                                      
5佐藤學（2001）。「從【學習】裡逃走的小孩」。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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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的抗議。在學校課堂上教的「未來有一天會有幫助」的東西，對他們

而言，與他們真的渴望之「現在/這裡」並沒有關係。町田守弘（2001）也

提出引起學生動機與關心的策略之必要性，而其中也指出現在該把「垂直

型」教育換成「水平型」教育的時候。也就是說，教師不應該從上位逼迫

學生讓他們背書，而是應該要站在與學生同一條線上，而進行師生「互動」

（interactive）的教學。 

  高中生的實際生活「當下」就在他們「從學習逃走」之後到達的那裡。

那裡就是以現代高中生最能感到興趣的漫畫、音樂、網路、影像、電動等

新媒介所構成的，而日語把這些媒介總稱為「サブカルチャー」

（sub-culture）或「ポップカルチャー」（pop-culture）
6
。長期以來，這

些 sub-culture 媒介就是被學校排除的東西，學校與教師都以為那些東西

會害學校造成不好的學習環境。但町田守弘（2001）根據上述之概念，直

接把這些被學校排除過來的 sub-culture 媒介當作日本國語課之教材，介

紹許多具體的實踐方法，而取名給此教材為「境界線上的教材」。 

四四四四、、、、日本高中生與日本高中生與日本高中生與日本高中生與 subsubsubsub----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    

  雖然町田守弘（2001）所提到之漫畫，音樂，電影等的媒介皆屬於

「sub-culture」，但於許多別的文獻中把這些媒介稱為「pop-culture」，

兩種說法皆在相近的意義上被使用。在本研究中以「sub-culture」與

「pop-culture」等詞彙，係為相對於古典、傳統藝術與文化而稱之，而其

範圍相當廣大：包括漫畫、流行音樂、電視、電影、電動、網路、手機等。 

  接下來探討日本高中生與 sub-culture 的關係，sub-culture 對高中生

的影響，以及哪些 sub-culture 最受高中生的歡迎。 

  上智大學名譽教授福島章（1999）提出「圖像式思考世代」(image- 

generation)用語，意指現代青少年世代。此「圖像式思考世代」之定義為

從出生那時開始在長大過程中，接觸圖像之機會比接觸文字之機會多，而

                                                      
6翻成華語的話可提出「次文化」、「流行文化」、「大眾文化」等的詞。但筆者由於將研究

之基放於町田守弘（2001）所提到之概念，因此在本研究中採用町田的說法「サブカル

チャー」（sub-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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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圖像之影響長大的世代。相對於「圖像式思考世代」，「文字式思考世

代」則代表從小接觸文字媒介、報紙、小說、書籍等的機會較多的世代。

雖然此「圖像式思考世代」為 1999 年時早已被提出的用語，然而經過十年

後的現在，「圖像式思考世代」的現象卻更強烈地存在於日本社會中。此「圖

像式思考世代」特徵為他們思考事物時，不是透過把所想的事情換成文字

形式思考的，而是透過圖像 image 而思考事物。「圖像式思考世代」就是指

現代國高中那世代，他們從小就一直接觸電視、漫畫、音樂等媒介而成長，

而文字只是一種另外附加的事物而已。因而「圖像式思考世代」的國高中

生對這些東西表現令人驚訝的認知能力與處理能力，而其能力之優勢亦較

成人的（不屬於「圖像式思考世代」之世代）更為明顯。（町田守弘，2001） 

  2007年日本內閣府實施關於「青少年與媒體」之調查，而對象為396位

日本高中生。調查結果表示，高中生一天內接觸各種媒體的平均時間之中，

時間最長者為看電視的時間，一天平均176.1分鐘；其次為打電動的時間，

一天平均46.15分鐘；再次為看漫畫的時間，一天平均28.35 分鐘；而看報

紙時間一天平均僅約8.75分鐘。從此調查結果也能看出高中生相較於文字

媒介更喜愛影像媒體之「圖像式思考世代」現象。以下為日本高中生平均

一天接觸媒體時間至表。 

表 一-5 「日本高中生平均一天接觸媒體時間」 

 

 (根據2007年日本內閣府實施的「關於信息社會與青少年之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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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此結果也可明顯看出，就現代「圖像式思考世代」高中生而言，在

他們的生活中這些圖像媒介是與他們分不開的東西，已經變成他們生活中

重要的一部分。 

  町田守弘（2001）根據自己的教學經驗與調查結果
7
，指出現代「圖像

式思考世代」之高中生最感到興趣，關心的是以下四種： 

１，漫畫 ２，流行音樂 ３，電動 ４，電影等的映像 

  町田守弘（2005）為了更正確了解高中生與這些 sub-culture 的實際

關係，於 2005 年重新進行問卷調查。此問卷調查實施期間為 2003 年至 2004

年，調查內容如下： 

表 一-6 町田守弘「關於高中生溝通方式與對 sub-culture 的看法之問卷調查」 

調查題目調查題目調查題目調查題目 「「「「關於高中生溝通方式與對關於高中生溝通方式與對關於高中生溝通方式與對關於高中生溝通方式與對 sub-culture 的看法之問卷調查的看法之問卷調查的看法之問卷調查的看法之問卷調查」」」」 

調査目的調査目的調査目的調査目的 了解日本高中生目前主要的溝通方式以及對 sub-culture的想法。 

調查主題調查主題調查主題調查主題 
1.了解高中生目前主要使用哪些 sub-culture作為溝通媒介。 

2.了解高中生對所使用的 sub-culture溝通媒介有何想法。 

調查期間調查期間調查期間調查期間 2003年 12月至 2004年 3月 

調查調查調查調查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針對日本關東以及近畿地區，一都一府五縣之高中二年級學生。問

卷共回收 2011份問卷，其中包含 806位男生、1201位女生，以及

4份無作答問卷。 

問卷設計問卷設計問卷設計問卷設計 

在問卷內容之問題設計中，關於對象基本資料配置 1題、關於溝通

方式配置 5題、關於作文配置 5題、關於漫畫配置 7題，及關於流

行音樂 6題，共 24題。 

調查結果調查結果調查結果調查結果 

以下介紹在調查結果中較重要，有趣的結果。 

I. 關於「詢問朋友假日時的打算」項，最多為選擇以手機簡訊之方

式詢問，其比率高達佔 80.8%。由此可明顯看出高中生高度依賴手

機作為溝通方式的現象。而關於「如果跟朋友談論關於內心方面的

問題」，則使用手機簡訊溝通的比例較低，佔 61.0%。雖然稍微低

一些，但還是可看出高中生對手機簡訊方式溝通的依賴與重要性。 

                                                      
7
 町田守弘從 1974 年到 2002 年成為國語教師就職於日本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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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關於「留下印象深刻的聽過或看過之字句來源」，最多為書本雜

誌，其次依序為電視電影、流行歌歌詞，以及漫畫。而選擇「來自

身邊的人」的學生相當少。因此可見這些媒介是在高中生生活中很

重要的一部份。 

III. 關於「在日常生活中觀看漫畫的比例」，平均一週內看過漫畫的

高中生比例高達 95%以上，其中「常看」的佔 42.8%，而「完全不

看」只佔 4.7%；而關於「受到漫畫的哪些部分吸引」，最多之原因

為「故事很有趣」及「故事很感動」。由此部分可看出漫畫是直接

影響到高中生生活的一種媒介。再來，「最喜愛之漫畫」，第一名為

「NANA」（作者：矢澤愛），第二名為「SLAM DUNK」（「灌籃高手」，

作者：井上雄彥），「ONE PEACE」（「海賊王」，作者：尾田榮一郎）。 

IV. 關於「使用漫畫作為日本國語科教材」之意願，表達希望的佔

42.2%，不要的佔 20.8%，都可以的佔 37.7%。而關於「漫畫的定期

購讀」，現在有定期購讀與過去定期購讀過加起來，男生佔 81.6%

女生佔 80.2%，男女皆超過 80%。 

V. 關於「平均一天聽多久的音樂」，一個小時以內的佔 31.8%，其

次為一個小時以上兩個小時以內，而完全不聽的僅佔 5.1%。所以，

大部份高中生的生活和音樂有強烈的關係。 

VI. 關於「受到音樂的哪些部分吸引」，主要是歌曲旋律佔 43.9%，

其次為歌詞佔 33.0%，因此可看出除了旋律以外，歌詞也佔有重要

的影響因素。 

VII. 關於「使用歌詞作為日本國語科教材」的意願，表達希望的有

46.3%，不要的有 14.7%，都可以的 39.0%。 

 (根據町田守弘，「問卷調查報告」，2005.2)  

  由上表可明顯看出手機、漫畫、音樂等媒介與高中生生活的密切關係，

尤其是關於漫畫的項目，在 2011 位高中生中，95%以上的高中生平均一週

內看過漫畫，而不論男女皆有 80%以上的高中生「現在有定期購讀」或「過

去定期購讀過」漫畫
8
。由於高中生接觸漫畫的機會與人數非常多，因此筆

者認為其對高中生的影響力也非常大。 

                                                      
8
日語「定期購讀」的意思是定期購買週刊、月刊等的定期出版的漫畫雜誌（Spilit、Nakayoshi
等），然後一直繼續觀看漫畫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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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漫畫對高中生等之青少年的影響，家島明彥（2008）指出如下： 

在青少年情緒支援（在青少年精神上之支援）中，最有效的工具之一能提到青

少年流行文化中的漫畫支持青少年的精神生活最有效的工具之一當然就是青

少年流行文化中的漫畫。不少的青少年因此受到漫畫的影響，開始從事特定的

運動，興趣等，而也有許多由此動機開始的運動，後來真的進入了職業世界的

有名運動選手之真實故事而也有許多人是從看漫畫開始運動，後來真的進入了

職業世界，成為有名的職業運動選手的真實故事。（家島 2008：98）9 

  漫畫對青少年的強烈影響如此地受到承認，而且相較於過去所提到的

漫畫對青少年較消極的影響，近年來受矚目的反而是漫畫對青少年較積極

的影響。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1940 年代起)在日本教育界一直都存在著

「漫畫=壞書不良書籍」的概念，而遭到教育界徹底地排斥，但之後大約在

1980 年代此概念卻慢慢消失，現在反而比較會承認漫畫的文學性、藝術性

以及其對青少年的積極影響。因此，現在漫畫已變成普及性非常高的一種

文化媒體了，且它具有豐富的文學性學或藝術性。其讀者之年齡範圍也擴

展得非常擴大，現在在日本老幼男女男女老幼都會看漫畫，而人們都能從

漫畫獲得一些知識及娛樂。 

 廖兆陽(1990)
10
也認為:在日本漫畫已經是一項十分重要的文化消費，

甚至於在某些人的生活中，漫畫也成了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了。廖兆陽再接

說接著也說: 

何以漫畫在日本會如此受歡迎、歷久而不衰呢?這除了是因為畫中人物造型可

愛、內容多采多姿，符合每一個年齡層的需求外，最主要還是它已經變成了繁

忙的現代社會知識傳遞、以及了解人性和社會生活形態的工具。 

漫畫對人的確有相當大的影響，只要是喜歡看漫畫的人都明白，它不僅

具有啟迪幽默感的作用，還有傳遞知識、表露當代社會生活以及人性的功

能。從此角度而言，漫畫十分具有在學校教育裡被運用的可能性。 

                                                      
9
家島明彥（2008）。「Using Manga in Self-Development Support for Youth」。京都大學大學

院教育學研究科紀要。第 54 號，p98-111 
10廖兆陽（1990）。漫話「日本」漫畫-現代人的新知寶庫-。精湛，第 11 期 



第一章  緒論 

17 

 另一個漫畫對高中生影響甚大的例子，可以從「mixi」窺見一斑。「mixi」

是日本網路上 SNS（Social Network Service）之一，使用者的大部分皆是青

少年。在「mixi」中，這些使用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或個性建立或參加

各種各樣的社團，例如，「喜歡貓的人」、「幾年幾月幾號出生的人」、「我早

上都起不來」等等，其種類非常豐富。這個這些社團的主要目的為與跟自

己同樣的興趣、個性、想法等的其他團員交流，互相交換意見。其中有個

社團就稱為「最重要的想法是跟漫畫學的」。 

 從 2009 年 10 月到現在，「mixi」中的社團「最重要的想法是跟漫畫學

的」，已有 88000 多個利用者使用者參加，而他們在線上討論漫畫給人生的

好影響正面影響等，互相交換哪個漫畫給予自己怎麼樣的想法等的意見。

從他們的討論版可看出參加此社團的團員皆是對漫畫有非常積極的看法。 

從此也能看見，已經有非常多數的現代日本人都承認漫畫對人們的積極

影響。 

  漫畫對日本人的影響已不僅限於高中生，對運動選手、政治人物等成

年人也都具有影響力，因此也可以說漫畫在日本社會中已變成非常重要的

文化之一
11
，且其出版量與種類不勝枚舉且其種類不勝枚舉，出版量也年年

創新高。 

根據 2002 年「出版年鑑」（全國出版協會，「出版指標／年報」，出版

新聞社，2002）漫畫雜誌出版數佔全部雜誌出版總數 32 億 8 千 6 百萬的

31%，漫畫單行本出版數佔全部書籍出版總數 7 億 4 千 8 百 70 萬的比率高

達 69%。 

  2000 年，日本文部科學省（教育部）公布關於漫畫的正式公文，其公

文表示文部科學省承認漫畫為日本社會中之重要文化，漫畫為重要的現代

藝術項目之一。雖然在教育上對漫畫有消極印象的成人不在少數，但目前

承認漫畫為一種美好文化的人越來越多，甚至連政府都承認其美好的文化

性與藝術性。2006 年，京都精華大學開設了日本四年制大學第一個「漫畫

                                                      
11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著名為愛看漫畫的政治人物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就是一個以愛看

漫畫出名的政治人物。建立日本漫畫博物館是他所提到的政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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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部」，此漫畫學部把漫畫當作學術研究的對象而進行研究，並討論其內涵

以及表達技巧，之後再回歸到漫畫表達的實踐訓練。 

  在日本，漫畫已與文學小說同樣變成學術研究的對象了。過去在教育

界、在學校都被排斥，但學生卻都愛得不得了的漫畫，現在終於有機會做

為一個受到承認的「娛樂」。進入此好時機趨勢趁此趨勢的好時機，我們現

在把焦點放在漫畫這個 sub-culture 媒介上，探討漫畫作為教材時，在教

學上，尤其在語言教學上的可能性。 

  以教材的全球文化在地化的想法而言，漫畫也很符合此基本概念的教

材。如上所述，漫畫不僅已經是中日本藝術文化之一，而且在高中生流行

文化裡也佔著非常重要的地位。教材的全球文化在地化是指教材該擁有能

融入學習在地文化的成分，因此在日本的華語教學的話，其教材要具有與

日本文化、習俗、生活貼近的層面。在日本使用漫畫教學非常符合此概念，

尤其因為日本高中生生活與漫畫有密切關係，對高中生的教學使用漫畫非

常貼近他們的生活與文化。 

  如上所述，我們不僅了解在許多 sub-culture 中漫畫特別與高中生生

活有密切的關係，也了解漫畫在日本社會中地位之變化。根據上述佐藤學

（2001）與町田守弘（2001）之想法，對高中生而言，開開心心或專心地

看漫畫的時間就是他們「從學習逃走」之後所到達的桃花源，而漫畫就是

最接近高中生的現實生活「當下」的 sub-culure 媒介。 

從町田的調查結果，也能了解對日本高中生而言，漫畫就是最能讓他

們感到興趣與關心的媒介之一。陳淑英(1985:6)
12
提出，在教育上以學習者

的「學習慾望」最重要，沒有學習慾望則教育無法成立，因此，必須激發

他們「學習的慾望」，對學習有興趣及關心，他們才會樂於學習。 

因此，筆者認為日本高中生最能感到興趣及關心，且與高中生最為接

近，對他們具有深厚影響力的漫畫，就是能激發學生「學習的慾望」，並解

決在日本高中所存在的問題之非常有希望的新教材就是非常有希望的新教

材，不但能激發學生「學習的慾望」，並且能解決目前在日本高中所存在的

                                                      
12
 陳淑英（1985）。視聽教育與教育工具，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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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接下來從教學媒體理論以及視覺教材與記憶力的關係探討在語言教

學上漫畫教材的效果及可能性。 

依此想法與調查結果，為解決日本青少年「學習逃避」狀況，把「漫

畫」這文本直接當作教材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方式。「漫畫」不但是與青少年

生活更接近的文本，而且也具有故事性，在視覺上得到的刺激與學習效果

也相當豐富。因此，筆者認為在現在日本高中的華語教學熱潮中，使用漫

畫教材的華語教學是非常符合現代日本高中生的狀況，而且也能對於存在

許多問題之日本高中華語教育界提出新的建議。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綜上所述，本研究目的可分成以下三個重點：第一部份為日本高中華

語教學之現況調查，以了解目前華語教學在日本高中教育的重要性；第二

部份為漫畫教材在教學中的合理性研究，以及日本高中與教師對漫畫華語

教學的需求分析，此部份將透過相關文獻之探討，了解漫畫對語言教學的

效果及實用性後，再利用問卷與訪談以分析現場參與者的需求。第三部份

為最適合現代日本高中生之華語教學設計，在此部份中將把前兩部份研究

之結果進行歸納，並研擬出一套可以實際應用於教學的活動設計。 

本研究實施問卷調查，其對象為 91 位日本高中生華語學習者，從此問

卷結果可看見許多學生對以漫畫學習華語感興趣，而且八成以上的學生在

學習華語時最希望能夠增進會話能力。因此，筆者在教學設計部分上將設

計出能夠提高學生會話能力之活動。以下為本研究問卷結果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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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學華語時最想要得到的能力是? 

□會話力  □文法分析力  □読解力    □寫作力 

 

圖 一- 1 關於「以漫畫學華語」之問卷結果 

本研究將聚焦於以上這三大重點，具體而言，筆者希望能達成以下幾

個研究目標。 

1. 調查日本高中華語教學情況，了解在日本高中華語教學之重要性

以及高中教學特有的問題。 

2. 以語言與文化概念分析日本高中生學習華語與漫畫的密切關聯。 

3. 通過漫畫的定義與特徵之研究，分析漫畫作為教學教材之可能性。 

4. 以視聽教育原則、媒體教學原則、動機理論（內在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以及認知心理學的角度來探討漫畫教材在語言教學上的

效果以及潛力。 

5. 通過問卷調查分析日本高中生對漫畫的看法以及以漫畫學華語的

喜好程度。 

6. 透過訪談方式了解教學參與者(教師)對高中華語教學的看法以及

使用漫畫教學之看法。 

7. 依據溝通式教學法(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與情境教



第一章  緒論 

21 

學理論（situational language teaching, SLT）設計出能提高學生溝通能

力的漫畫華語教學設計。 

8. 提供以學習內容為重點，並以高中生感興趣之主題為主的教學建

議，進而使日本高中的華語教學變得更多元化。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由於本研究之最大目的在於最後的教學設計上，因此就整個研究構成而

言，基本研究方式為透過在第二章文獻探討與第三章需求分析部分找出最

後教學設計之理論上的根據、合理性以及優勢的方式。因此，在本研究主

要採用的研究方法為「內容分析法」與「調查研究法」之兩種方法。 

研究之初先從相關資料之分析與文獻探討開始，之後再透過問卷調查

以及訪談分析學生與參與者之需求。「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

是以客觀的態度，對文件或資訊內容進行研究與分析，以推論文獻背景及

意義，也就是透過文獻獲得想要的資料（王文科＆王智弘，2004）。因此在

本研究之第二章文獻探討部分所採用的方法主要為「內容分析法」。 

另外「調查研究法」是指以特定羣體為對象，應用問卷、訪問、測量、

或其他工具，經由系統化程序，蒐集有關該群體的資料及信息，藉以了解

該群體之普遍特徵，以及當前流行趨勢之研究（吳明清，2006:255）。因此，

本研究在第三章需求分析部分所採用之問卷與訪問方式屬於「調查研究

法」。 

總括而言，本研究所採用之方法皆屬於敘述研究（descriptive 

study），而敘述研究（descriptive study）旨在描述或說明變項的特質。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概念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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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一-2  研究方法概念圖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流程可分成以下五個步驟： 

一一一一、、、、 資料蒐集資料蒐集資料蒐集資料蒐集 

  資料蒐集可分為以下幾個部分： 

(1) 日本高中華語教學現況相關研究： 

本研究首先收集日本高中華語課開設現況，政府政策以及高中

華語教學問題，並透過這些資料進行需求分析。 

(2) 日本高中教育問題相關研究： 

進行針對日本高中生教學研究的同時，也需要先了解現代日本

高中生的學習狀況以及教育問題。因而收集較具有現代性的日本青

少年教育問題相關文獻與研究，從中試著找出能夠解決一些問題的

教學材料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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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語言與文化-日本高中生學習與青少年文化“sub-culture”

的關聯研究： 

首先以語言與文化的概念探討漫畫在日本社會中的現代性以

及文化性，然後再討論文化與語言教學的關聯。由於需要了解漫畫

對日本青少年的影響程度，故須收集日本青少年學習與青少年文化

的相關文獻與研究。 

(4) 視聽教育與教學媒體相關研究： 

因為漫畫具有與一般教材不同的特性，尤其是由使用大量的圖

畫對學習所產生的效果等，因此需要收集以視覺效果較強的材料例

如；插圖、照片、海報、圖表等為中心的視覺教材和語言教學相關

研究。 

(5) 認知心理學相關研究： 

  探討以上視聽教育與教學媒體之相關研究以後，再從認知心理

學的角度了解視覺上的刺激與學生語言學習效率的關係，而後探討

日本已實施過的漫畫學習實驗之研究，以找出漫畫教材在學習認知

上的效果。 

(6) 情境教學理論與溝通式教學法之教學設計相關研究： 

為實際提升學生會話力，本研究最後將以情境教學理論與溝通

式教學法研擬一套教學設計，因此也須收集此兩項教學設計理論與

系統化教學設計相關研究及文獻。透過這些文獻，主要了解如何讓

教學方法更具多元化、更具吸引力及更有成效，進而應用於本研究

之教學設計中。 

二二二二、、、、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本研究文獻探討為在以上蒐集資料的部分指出的文獻和資料之探討與

分析。主要內容為探索與日本高中華語教學現況、日本高中教育問題、視

覺語言教材與漫畫教材相關的專書、期刊與論文。探討順序按照以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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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的順序進行。最需要探討的是視覺教材與語言教學以及視覺認知相關

文獻，且需要找出日本高中漫畫語言教學效果在學理上的依據，最後探討

有關教學設計之原則與方法等的文獻，進行歸納、分析，取出其中基本概

念，以應用在本教學設計中。 

三三三三、、、、 需求分析需求分析需求分析需求分析（（（（問卷與問卷與問卷與問卷與訪談訪談訪談訪談）））） 

  本研究進行問卷設計，調查日本高中生對漫畫教材以及使用漫畫之華

語教學的興趣與學習意願等的看法。另外，採用訪談的方式調查教學者的

對使用漫畫教華語的需求。透過此問卷調查與訪談結果，分析日本高中華

語教學現場參與者之真實需求。主要目的在驗證文獻探討中所歸納的需求

是否符合實際教學現場的需要，並評估對日本高中生實施華語漫畫教學的

可行性。 

四四四四、、、、 教學設計教學設計教學設計教學設計 

  經過文獻探討與需求分析之後，設計出一套適合日本高中華語教學的

漫畫教學範列。根據本研究之問卷調查結果，80%的日本高中生回答學習華

語時最想得到的能力是會話力。而許多學生也認為以漫畫學習華語時，分

配角色並進行角色扮演及會話練習應該是有效的。因此，在本研究教學設

計部分，筆者將以能提高會話力、溝通能力的溝通式教學法而設計漫畫教

學課程，而儘量以學生認為有效的方式來設計。教學對象、教材、教材使

用方法以及評估依據之具體說明如下： 

(1) 教學對象：日本高中生初級華語學習者 

(2) 對象性別與年齡：不分性別，年齡為滿 16 歲至 18 歲 

(3) 人數：30~40 個學生（以一般日本高中班級人數為準） 

(4) 時間：一節課 50 分鐘（以一般日本高中上課時間為準） 

(5) 教材：日本流行漫畫之中文翻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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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SLAMDUNK」(灌籃高手)華語翻譯版 

 

 

 

 

 

 

 

 

圖 一-3 日本流行漫畫之中文翻譯版例子
13
 

(6) 教材使用方法： 

� 角色扮演－理解漫畫裡的情境後，分配漫畫裡的角色做角色扮

演，提高會話能力。 

� 對話框填空－提供給學生“對畫框”裡沒有台詞的漫畫，讓學

生填華語台詞，加強語言形式與情境的連結。 

� 看圖說話－讓學生邊看漫畫，邊說出漫畫裡的台詞。練習正確

發音與自然語調。 

� 翻譯－讓學生把日文版翻成華語，然後再與華語翻譯版進行比

對。 

(7) 評估依據： 

                                                      
13

 資料來源：井上雄彥「灌籃高手」第一卷，台北：尖端出版，2005，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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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活動參與：教師以學生在課堂活動的表現進行評分 

� 書面小考：於所有課程結束後舉行書面考試，題型為對話框填

空或翻譯等，在課堂上學習過的內容為主。 

� 表演：課程結束後舉行角色扮演表演會，教師以學生口語溝通

能力、其形式是否得體、發音是否正確、語調是否自然以及表

演態度來評分。 

� 與教師口試：由於漫畫課程目標為提高學生會話能力，因此為

了了解學生口語能力，教師與學生進行個別主題口試。談話內

容為上課所學習到的範圍，教師主要要了解學生能不能把漫畫

教材的內容、生詞以及句型應用到一般會話裡，然後進行評分。 

本研究的最後目的就是使用此漫畫的華語教學活動設計，因此必須將

本研究前述調查分析之結果有效地反映到此教學設計上。有關教學範例、

教案內容、還包括教學建議等項目，要特別注意漫畫教材的選擇以及漫畫

教材使用的方法。 

五五五五、、、、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在本研究結論部分先探討漫畫華語教學的今後發展可能性以及其限

制，然後再討論設計出的教學範例是否能用在其他年齡層的對日華語教學

上。最後提出使用漫畫教學時的具體建議，做為本研究之結論。 

  如上所述，本研究之主要結構由以上五個項目組成，茲將研究流程圖

示如以下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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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一- 4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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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名詞釋名詞釋名詞釋名詞釋義義義義    

1.1.1.1. 華語華語華語華語、、、、中文中文中文中文    

本篇論文所稱「華語」、「中文」即 MandarinChinese，台灣的「國

語」、中國大陸的「漢語」、香港的「普通話」或是日本的「中國語」，

都是指同樣的語言。通常以北京音為標準音，典範白話文著作為語法

規範。在本篇論文中引用文獻時按照原文表示，而引用文獻時以外統

一使用「華語」。 

2.2.2.2. 漫畫漫畫漫畫漫畫    

  倉田敬子（2003）對漫畫定義指出最基本的說法；漫畫的定義為

把以格子為一單位之「圖畫」與「對話框」裡的台詞或其他「文字」

融合起來的新的表達故事之形式。何洵怡(2002)指出；漫畫一詞源出

於日語「Manga」，意即「用簡單而誇張的手法來描繪生活或時事的圖

畫」。英文「caricature」也強調誇張人的某種特質以產生詼諧荒謬效

果(另有同義詞「cartoon」亦以幽默諷刺為特色。至於「comic strip」，

即連環漫畫，通常有故事情節)。 

  筆者參考上述的定義，認為「漫畫係為一定具有圖畫與文字，而

通過此兩個因素表達一個包含哲學或文學理念的故事之藝術媒介，而

英文把它叫做「comic」。 

3.3.3.3. 青少年次文化青少年次文化青少年次文化青少年次文化（（（（subsubsubsub----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    

  日語裡的「サブカルチャー」（sub-culture）是指青少年最感到

興趣的媒介總稱，例如：漫畫、音樂、網路、影像、電動等新媒介，

日語也把這些新媒介總稱為「ポップカルチャー」（pop-culture），而

翻譯成華語的話可提出「次文化」、「流行文化」、「大眾文化」等的詞。

町田守弘（2001）所提到之漫畫，音樂，電影等的媒介皆屬於

「sub-culture」，但於許多別的文獻中把這些媒介稱為

「pop-culture」，這兩種說法皆在相近的意義上被使用。在本研究中

統一使用「青少年次文化」，而係為相對於古典、傳統藝術與文化而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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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而其範圍相當廣大：包括漫畫、流行音樂、電視、電影、電動、

網路、手機等。 

4.4.4.4. 學習逃避學習逃避學習逃避學習逃避    

  「學習逃避」是指日本著名教育學者；日本東京大學教育學研究科教

授佐藤學（2001）在他的著作「学びからの逃走」（從學習的逃走）裡提出

的專有名詞。此「學習逃避」是指現代青少年學習情況問題，如：「學級崩

壞」（班級崩潰），「不登校」（矌課、不上學），「中途退學」等，代表青少

年對物件、他人以及事情，尤其是對學校學習的不關心態度。現在許多國

高中生開始討厭學校，常常蹺課，上課態度也不專心；例如上課中任意走

動、喧嘩聊天使用耳機聽音樂、化妝、講電話等，造成無法維持正常上課

的狀態。在日本這些青少年「學習逃避」教育問題越來越嚴重，而造成學

生對學習的「虛無主義（犬儒主義）」（nihilism）與「冷笑主義」（cynicism）。

在本篇論文裡將探討其主要原因以及解決方法。 

5.5.5.5. 圖像式思考時代圖像式思考時代圖像式思考時代圖像式思考時代    

  上智大學名譽教授福島章（1999）提出「圖像式思考世代」(image- 

generation)用語，意指現代青少年世代。此「圖像式思考世代」之定義為

從出生那時開始在長大過程中，接觸圖像之機會比接觸文字之機會多，而

受到圖像之影響長大的世代。相對於「圖像式思考世代」，「文字式思考世

代」則代表從小接觸文字媒介、報紙、小說、書籍等的機會較多的世代。

此「圖像式思考世代」特徵為他們思考事物時，不是透過把所想的事情換

成文字形式思考的，而是透過圖像 image 而思考事物。町田守弘（2001）

認為，因而「圖像式思考世代」的現代國高中生對這些東西表現令人驚訝

的認知能力與處理能力，而其能力之優勢亦較成人的（不屬於「圖像式思

考世代」之世代）更為明顯。 

6.6.6.6. 雙重編碼理論雙重編碼理論雙重編碼理論雙重編碼理論（（（（dual coding theorydual coding theorydual coding theorydual coding theory））））    

    Paivio(1986)提出的關於人類認知的理論；文字只透過語言系統處理

而編碼後，儲存在文字記憶區中，但視覺訊息由圖像系統來編碼，在儲存

於圖像記憶區中的同時，也在語言記憶區中留下相應的印記。因此，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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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插圖等的圖像透過語言系統與圖像系統的兩套系統而被進行雙重編碼，

所以其印記比文字而已的強烈，深刻。Paivio 從許多研究實驗中發現，當

學習者回想時，對文字加圖像的回想能力優於只有文字的回想，圖像系統

一般來說比語言系統更能加深印象，更有優勢，進而又主張人的信息處理

過程中包含兩個分開卻由互相關聯的系統，一個是語言的，一個是非語言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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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節節節節    漫畫在語言漫畫在語言漫畫在語言漫畫在語言教學教學教學教學上的合理性上的合理性上的合理性上的合理性    

一一一一、、、、    甚麼是漫畫甚麼是漫畫甚麼是漫畫甚麼是漫畫？？？？ 

  討論漫畫教材的可能性之初，首先需探討此媒介本身具有之特徵與性

質，以了解漫畫的定義。在漫畫已如此流行的現代，每一個人對漫畫的概

念興定義應該非常相近。然而，漫畫雖然是種較接近現代的文化，但它也

有悠久的歷史與轉變過程。因此筆者在定義現代漫畫的意義之前，先回顧

漫畫於日本之歷史。 

  最早期的漫畫在 12 世紀的平安時代已經出現，在當時日語中「漫畫」

之詞義為「滑稽之畫」。根據京都國際漫畫論壇（2007），平安時代之《鳥

獸人物戲畫》（鳥獣戲畫）是被認為的日本最早之漫畫作品。此漫畫中已具

有與現代漫畫中的「對話泡泡」類似之人物臺詞，而把它直接放在畫中。

但此時漫畫並沒有故事性或連續性，較強調其藝術因素與文化因素。 

18 世紀江戶時代後期，在橫濱的外國人居留地發行了日本第一本漫畫

雜誌「Japan punch」，此時漫畫開始具有社會諷刺與寓言的風格。1877 年

明治時代，漫畫雜誌「團團珍聞」創刊，連載於此雜誌上之田口米作的漫

畫作品「江の島鎌倉長短旅行」為日本第一本有一貫性故事之連載漫畫，

也十分包含諷刺性。 

日本漫畫家北澤樂天於 1905 年創立「東京パック」，他畫出許多風詞

漫畫之傑作，對日本諷刺漫畫的發展貢献非常大。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由

於日本參戰，加上情報局的法規和用紙不足等緣故，日本漫畫產業陷於衰

退狀態，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漫畫界再次恢復了生氣。 

1954 年，月刊少女漫畫雜誌「なかよし」（Nakayoshi）創刊。1959 年，

最初的週刊漫畫雜誌「週刊少年サンデー」（週刊少年 Sunday）和「週刊少

年マガジン」（週刊少年 Magazine）創刊，後 1968 年「週刊少年ジャンプ」

（週刊少年 Jump）也創刊。此類為少年少女創刊之雜誌是現代流行漫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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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而被連載的各種漫畫作品中，諷刺與寓言之內涵已變得相當淡或消

失，反而其故事性與畫風較為被重視。此時的代表漫畫家為手塚治虫，藤

子不二雄等，而他們的作品大受歡迎。（根據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網路資料，

「明治之息吹–從漫画・諷刺画-」，2006） 

由這時代之漫畫基礎，日本漫畫發展至現代，通過 1990 年代後的漫畫

市場的高潮，漫畫類型與風格進一步擴大，變得非常豐富，因此隨著此變

化讀者的選擇也變更擴大，帶來了漫畫雜誌數量迅速增長與現代的漫畫流

行。按照上述之漫畫歷史，其發展階段可分成以下個階段。 

表 二-1 「日本漫畫發展階段」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    強調的要素強調的要素強調的要素強調的要素    代表作家代表作家代表作家代表作家    代表作品代表作品代表作品代表作品    

早期早期早期早期－－－－平安時代平安時代平安時代平安時代    

（（（（12121212 世紀世紀世紀世紀））））    
藝術與文化 「鳥獣戯画」 不詳 

江戶江戶江戶江戶－－－－明治時代明治時代明治時代明治時代    

（（（（17171717－－－－19191919 世紀世紀世紀世紀））））    
諷刺與寓言 「江の島鎌倉長短旅行」 田口米作 

第二戰後第二戰後第二戰後第二戰後－－－－現代現代現代現代    

（（（（20202020－－－－21212121 世紀世紀世紀世紀））））    
故事性與畫風 

「原子小金剛」 

「哆啦 A 夢」 

手塚治虫 

藤子不二雄 

 

  接下來介紹漫畫形式之種類。基本上漫畫形式有四種如下： 

１， 一般漫畫：一般漫畫為以許多格子來構成一頁，而有幾十頁這樣的

篇幅，畫出這樣一個故事。現在我們較常看見之漫畫就是使用此形式

的漫畫。 

２， 四格漫畫：四格漫畫是指以四個格子而構成一個具有起承轉合之完

整故事之方式。通常四個漫畫之格子是被排成直的，因此由上而下看

下去。 

３， 一格漫畫：一格漫畫係為在一個格子內畫出一幅畫而表達一格故事

或意思之方式。早期漫畫以及諷刺漫畫多為使用此方式來畫。 

４， 一頁漫畫：一頁漫畫為使用一頁畫出一個完整的故事之方式。此方

式所使用的格子數並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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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2 漫畫形式種類 

 

根據町田守弘（2005）「關於高中生溝通方式與對 sub-culture 的看法

之問卷調查」結果，日本高中生最喜愛之漫畫第一名為「NANA」（作者：矢

澤愛），第二名為「SLAM DUNK」（「灌籃高手」，作者：井上雄彥），「ONE PEACE」

（「海賊王」，作者：尾田榮一郎），而這些高中生最喜愛，接觸機會最多之

漫畫皆屬於上表中的第一漫畫形式「一般漫畫」之漫畫，其內容皆為故事

性與畫風非常豐富的第二戰後－現代（20－21 世紀）漫畫。四格漫畫，一

格漫畫以及一頁漫畫等的短故事漫畫或較重視諷刺與寓言之漫畫卻不受歡

迎了。 

由於本研究為針對日本高中生之研究內容，因此在本研究中所提到的

「漫畫」定為此高中生最喜愛，接觸機會最多之第二戰後－現代（20－21

世紀）強調故事性與畫風的「一般漫畫」的意思。 

在以上意思上之漫畫也有各種各樣的定義說法。倉田敬子（2003）對

漫畫定義指出最基本的說法；漫畫定義為把以格子為一單位之「圖畫」與

對話泡泡裡的台詞或其他「文字」融合起來的新的表達故事之形式。
14
 

何洵怡(2002)指出:「漫畫」一詞源出於日語「Manga」，意即「用簡單

                                                      
14

 原文為:コマを単位とする「絵」とセリフや字の文における「文字」が融合した新た

な物語表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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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誇張的手法來描繪生活或時事的圖畫」。英文「caricature」也強調誇張

人的某種特質以產生詼諧荒謬效果。(另有同義詞「cartoon」亦以幽默諷

刺為特色。至於「comic strip」，即連環漫畫，通常有故事情節。) 

根據此何洵怡(2002)
15
的看法，若把在本研究中所提到的第二戰後－現

代（20－21 世紀）強調故事性與畫風的「一般漫畫」翻譯為英文的話，應

該是有故事情節的「comic strip」。 

徐歡（2008）提出:漫畫是生活的縮影，是笑的藝術，這種笑的藝術涵

蓋了諸多美的形態。它既有繪畫特徵又具有哲學和文學理念，是涉及繪畫，

哲學和文學的「邊緣」藝術。 

筆者也認為漫畫是一種作者表達一個包含概念或理念的故事之形式。

從此角度而言，漫畫與文學一樣十分具有豐富的藝術性之媒介。但漫畫不

一定表達「笑」或「生活」，有一些漫畫是表達並沒有「笑」之嚴肅故事或

表達與人的實際「生活」並沒有關係之夢幻故事的。 

因此，筆者參考上述的定義，認為「漫畫係為一定具有圖畫與文字，

而通過此兩個因素表達一個包含哲學或文學理念的故事之藝術媒介，而英

文把它叫做「comic」。 

二二二二、、、、    漫畫的特徵與性質漫畫的特徵與性質漫畫的特徵與性質漫畫的特徵與性質 

現在，漫畫讀者之年齡範圍也變得非常廣，漫畫已不只是為小孩畫的

媒介了。關於這一點，家島明彥(2007)認為，看漫畫的大人（成年人）變

多之現象並不是因為大人（成年人）變得很幼稚或不成熟，而是因為由漫

畫內容或主體的多樣化與複雜化，並且也能令大人感動的結果，簡單而言，

其原因為「漫畫的成熟化」。 

那麼此已成熟的現代漫畫，做為一種媒介有怎麼樣的特徵與性質呢？

關於這點宮原浩二郎（2001）指出三個漫畫作為媒介之優點。第一為；漫

畫是與我們的生活有密切關係的，較容易親近之媒介。且較容易和別人分

享同一場面的，分享力強的媒介。第二為；漫畫並非社會，知識，學術上

                                                      
15 何洵怡，談中文科漫畫教學，國文天地，17 卷 8 期，p83，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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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威，因此較具有自由性之媒介。第三為；漫畫是人感到疲累或無力氣

時也能令人願意接觸的媒介，並且能由自己的速度而翻來翻去，自由速度

控制性很高的媒介。 

桂廣介（1950）也提到與漫畫受歡迎的原因有關之四個特殊性。第一

為；「輕鬆性」（能很輕鬆地看），第二為；「圖像性」（以圖畫為主展開故事，

因此較容易懂），第三為；「表達方式之誇張性」（由於透過較誇張的方法強

調重要的部分，因此能留給讀者較清楚的印象），第四為；「幽默性」（能令

人放鬆）。 

  按照以上兩者之看法，筆者整理漫畫媒介之特徵為以下三點。 

漫畫特有之基本特徵就在於其表達方式上。小說為只使用文字而已之

表達方式，而繪畫為透過畫而表達意思之方式。其實透過圖畫與文字此兩

個因素表達故事之媒介只有漫畫而已。換角度而言，只要同時地透過圖畫

與文字而表達意思或故事之媒介，那就是漫畫。因此，漫畫具有之最基本

的特徵為「漫畫為由圖畫與文字構成的複合媒介」。 

第二特徵係為其大眾性。由於漫畫雜誌與漫畫單行本價格都相當合

理，因此是每個人都買得到的媒介。再加上因為漫畫在社會，知識，學術

上並沒有權威之媒介，所以它較具有自由性。由此原因，漫畫第二特徵為

「漫畫是普及廣闊民眾之大眾媒介」。 

第三點為「能令人較輕鬆地去欣賞的媒介」。讀者看漫畫時，其欣賞速

度的自由性相當高。因為漫畫是使用紙的媒介，因此與其他的電視，音樂

等的媒介比起來，讀者較能自己控制欣賞時的速度。所以讀者較能輕鬆地

看此媒介。 

第四為其虛構性。漫畫故事大部分皆為虛構的，作者都通過自己的想

像力畫出一個故事。因此漫畫為「具有豐富的想像性與空想性之媒介」。 

  以上四點漫畫具有的特徵，可再整理成以下四個關鍵詞； 

１，表達方式的複合性 

２，大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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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輕鬆性 

４，幻想性 

  從以上四點而言，可看出漫畫是一種非常令人容易接近的媒介。第 2

點大眾性與第 3 點輕鬆性特別具有不讓人緊張的性質。關於第 4 點幻想性

也是能令人放鬆的一個特徵。幻想性能帶讀者到幻想、想像的世界，並能

讓讀者離開一下包含大壓力之實際生活。由此原因，讀者看漫畫時能感到

輕鬆、快樂的感覺。最基本特徵之第 1 點表達方式的複合性，由於漫畫透

過使用大量的圖畫表達故事，讀者通過視覺訊息能較簡單地掌握內容。此

易懂性也是能令人輕鬆的一種原因。 

除此之外，由於漫畫使用大量的圖畫，因此十分包含對視覺的刺激。

關於漫畫之性質，徐歡（2008）
16
認為:漫畫是視覺藝術，透過漫畫對青少

年進行視覺素養的培養，可以讓他們正確對待視覺訊息。 

漫畫是依靠視覺的一種媒介。張玉燕(1999)
17
提出，媒體一字原為拉丁

字「medium」，是中間(between)的意思，意指在資訊來源(source)和接受

資訊者之間傳遞資訊的任何東西。漫畫本來的資訊來源為其作者，而接受

資訊者就是讀者，所以從此角度來說漫畫是一種媒體。但依據此說法，漫

畫做為教材時，它也是一種媒體。因為在教學上，資訊來源是教師，資訊

接受者是學生，而在此兩者中間的教材就是一種媒體。張玉燕(1999:2)也

指出: 

教學媒體是為了要使教學與教學活動更具體化，而在教學與學習的過程中，老

師與學生之間，或學生與學生之間，為了互相傳達彼此之訊息所使用地媒介物

與方法。 

因此，考慮把漫畫當做教材時，我們也該探討漫畫教材在於視聽教育

與教學媒體上的位置。 

 

                                                      
16

 徐歡。在教學中應用漫畫培養學生的視覺素養。文化藝術研究第 5 期，p170，2008 
17 張玉燕。教學媒體，p3，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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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漫畫在漫畫在漫畫在漫畫在視聽教育與教學媒體視聽教育與教學媒體視聽教育與教學媒體視聽教育與教學媒體中所扮演的角色中所扮演的角色中所扮演的角色中所扮演的角色 

漫畫是強調視覺刺激之媒介，因此接下來筆者探討利用視覺等的感覺

器官而學習的教學法「視聽教學」以及媒介(媒體)應用於教學上之「教學

媒體」相關文獻。 

 視聽教學是從英語的 Audio-Visual Education 翻譯而成的，就字義上

而言，是利用聽覺或視覺而學習的教育。張霄亭(1989:3)
18
指出視聽教學的

最基本之意義: 

視聽教育是指人類充分利用視覺器官、聽覺器官以及其他感覺器官(如觸覺、

嗅覺、味覺等)來學習的教育;也是指充分利用教學媒體(Instructional 

Media)(即一般人所說的視聽教材、視聽教具)來增進教學效率或達到教學目標

的教育。 

從上句可知道可視聽教育與教學媒體是分不開的兩個概念。視聽教育

係為充分利用教學媒體之教育。視聽教育所使用的教具為能給感覺器官刺

激之媒體，如電影、圖像、燈光、音樂等，而以這些媒介來做為師生之間

溝通。張霄亭(1989:7)指出以下幾個視聽教育之特點: 

1,視聽教育必須要利用實際的教材: 

  視聽教育是必須利用文字以外的具體材料來實施教學。 

2,視聽教育是一種教學方法: 

視聽教育並不是反對某一種方法的說法，而是從視與聽及其他感官

中獲得知識、獲得經驗、而不限於文字與教科書或教師個人的語言。 

3,視聽教育是各種教學方法的一部分: 

  視聽教育為各個學科及各種教學活動中所必須的良好方法。 

4,視聽教育是注重教學效果的教育: 

                                                      
18
 張霄亭，視聽教育與教學媒體，p3，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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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教育是利用多種媒體，提供多方面的學習方法和通道，以廣大

學生學習的範圍，提高教學的效果，而獲得具體真實的經驗。 

5,視聽教育是充分利用感官學習的教育: 

視聽教育除在把握人類獲取知識的視聽兩大途徑與其他感官通道，

並充分而且有效的供應其學習材料。 

6,視聽教育是以心理學為基礎的教育: 

視聽教育方法教學，富有變化，能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強烈的學

習動機。 

7,視聽教育是利用科學的教育: 

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學生學習，有什麼方法可以學得更多，有什麼方

法可以學得更有效果，這些都要仰賴與科學與工業，所以視聽教育

是利用科學的教育，亦是藝術與科學、工業的結合的整體。 

從以上視聽教育的特點來看，漫畫完全符合視聽教育教學媒體的特

點。尤其是漫畫特有的各種各樣的圖畫，它能直接刺激視覺感官。且若把

漫畫中的「對話泡泡」朗讀出來，漫畫就充分具有「聲音」的媒介,而它也

能刺激聽覺感官。 

視聽教育特別強調視覺性及具體性。如有句俗語「百聞不如一見」，我

們只利用口述的話無法傳達具有具體性之訊息，卻一看到就懂。視聽教育

利用實物、模型、電影等來教學，可使抽象的語言、文字、符號的意義更

明確地具體化。陳淑英(1985:26)
19
指出: 

對一件事物無法從直接經驗中獲得時，利用視聽媒體是必要的，有了具體事物

的提示，才可廣大其經驗的領域，使學生獲得實際而具體的經驗，有聲有色有

動作，學生才易於接受、易於記憶、易於應用。 

所謂媒體也有許多類型，那麼在於教學媒體中所提到的具有抽象性與

具體性的媒體如何被分類呢?其基於 Edgar Dale(1946)時所發展出之「經驗

                                                      
19 陳淑英，視聽教育與教育工學，p26，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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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塔(Cone of Experience)」中。 

在 Dale 的「經驗金字塔」中，沿著詞金字塔往上移動，越接近較抽象

的媒體。因此，最具體的是直接、有目的的經驗，而最抽象的為口述符號，

就是口頭語言。在此「經驗金字塔」中，先從學習者是真實經驗的參與者

開始，接著移至學習者是真實事件的觀察者，在上移到學習者為透過媒介

呈現之事件(間接時間)的觀察者，而最後到學習者觀察或透過某事件之象

徵符號。Dale 強力主張，若讓學習者先從具體經驗入手比較有利於進行抽

象的學習。 

心理學家 Jerome Brunaer 從另外一個角度切入研究且設計了與 Dale

的分類十分相似的描述性架構，此架構標明了教學活動。(參照:圖二

-1)Bruner 在教學理論的設計中提出了具體的直接經驗、圖像表徵的經驗以

及抽象的符號表徵經驗三個概念，此概念正好重疊在 Dale 的經驗金字塔

上。Bruner 認為教學進行的方式應該從具體的直接經驗到圖象表徵的經驗

(如圖畫或影片的使用)，再到抽象的符號表徵經驗(如文字的使用)。若學

習者不具相關經驗時，教學的順序只要從具體的直接經驗到圖像表徵的經

驗，再到抽象的符號表徵經驗，對學習者的學習將大有助益。 

 

圖 二-1  在 Dale 經驗金字塔中加上 Bruner 的學習觀念之圖 



漫畫在華語文教學上的運用---以日本高中生為研究對象 

40 

(資料來源:張霄亭，1995)
20
 

    在於上圖中，漫畫是被分類於靜畫、錄音、廣播、電視、電影等的「圖

像學習」之三層中，且我們可知使用圖像的學習與使用口述而表達的一般

傳統教學比起，其具體性較高。由於此三角錐越上越小的形狀，即表示抽

象性越增加，並代表著學習困難的不斷增加。對學習者而言，其經驗具體

性越高越有效，因此，使用漫畫學習時，學習者的學習經驗能更接近具體

的，所以能得到更有效的學習效果。 

在上圖中被舉例之電視、電影、靜畫、視覺符號等皆為教學媒體，1920

年代時其中沒有聲音的媒體(靜畫、海報等)被叫做「視覺媒體」，而聲音與

視覺影像結合的有聲媒體(電影、電視等)出現之後就開始把此媒體叫做「視

聽媒體」。，由於漫畫本身是沒有聲音的「視覺媒體」，因此筆者接下來探

討「視覺媒體」漫畫在於教學媒體中的位置。 

    視覺媒體可分為「非放映性視覺媒體」與「放映性視覺媒體」之兩種。

簡單而言，非放映性視覺媒體即是不需要經過放映即可觀看的媒體，另外

放映性視覺媒體為指在螢幕上呈現靜態影像的媒體。舉例來說，非放映性

視覺媒體包括插圖、照片、圖表等的東西，放映性視覺媒體包括投影機，

透明片、幻燈單片等。漫畫是不需要經過放映即可觀看的紙本視覺媒體，

因此被歸類於非放映性視覺媒體。張霄亭(2002:141)
21
指出: 

非放映性視覺媒體能夠使抽象的概念更具體化。它們可使教學從 Dale 的經驗

金字塔最上層語文符號層級轉移到下方更具體的層級。由於這些非放映性視覺

媒體不需要任何設備很容易就可以使用，也很便宜，因此它可用在任何教學層

級以及任何學科。 

    張霄亭(1995)把非放映性視覺媒體分類成以下幾個項目，並也包括了

實物、參觀等的可能不歸類為視覺教材主題之媒體。 

1,實物: 

 硬幣、動物、植物等。在教育用途上最容易得到、有吸引力、

                                                      
20 張霄亭，教學媒體與教學新科技，p24，1995 
21

 張霄亭，教學媒體與學習科技，p14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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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有參與感的教材之一。 

2,模型: 

 模型是以立體呈現的實物，並可以提供實物所無法提供的實際

 經驗。有些模型可以拆開以便觀察內部構造，實物卻不容易做到。

 例如，立體解剖模型等。 

3,參觀旅行: 

 參觀旅行使學生可以接觸到不能在教室裡觀察、學習的事物。

 例如，觀察建築施工、歷史古蹟、博物館等。 

4,圖片: 

 圖片是指以照相或類似照相方式呈現人、地、物。常用的圖片

 有照片、風景明信片、圖書、雜誌、目錄中的插圖等。 

5,圖表: 

 圖表教材是指平面的教材，用來將訊息傳遞給觀看者。圖表教

 材中包含文字及視覺符號，例如圖畫、圖表、統計圖、海報及漫畫。 

 從以上的非放映性視覺媒體分類中，可知文字與圖畫結合的媒體;漫畫

是屬於第 5 類「圖表」教材。圖表教材包括圖畫、圖表、統計圖、海報及

漫畫，關於這些圖表教材，張霄亭(2002)再仔細定義為:圖畫是以線條來表

達人、地、事和概念。圖表是用圖形來表現抽象的關係，例如，年代、數

量、層數關係等等。 

再來，統計圖係為將數字的資料做視覺化的呈現，它也可以用來呈現

數據之間的關係以及數據所表現的趨勢與走向。海報的內容是由影像、線

條、色彩、文字所組成，目的是吸引觀眾，並維持其一段時間的注意力，

以使海報的訊息能被接受。最後，漫畫是人們從小就常見的視覺圖像，並

且是常對人或事件加以諷刺，一直都是人們歡迎由熟悉的圖畫資料。 

 張霄亭(2002:147)對於漫畫教材具有特別積極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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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的內容從純粹娛樂的連環圖畫到嚴肅的社會或政治評論漫畫都有。<中略>

漫畫很容易閱讀也很快就可以看完，它對成年人和兒童都有吸引力。好的漫畫

表現出智慧及機智，教師可常用漫畫來增強教學。 

 張玉燕(1999)也提出對漫畫作為教材之同樣的看法。 

漫畫以幽默或諷刺性的手法，用線條粗略地繪出真實的人物或事情，通常帶點

滑稽和誇張，可以說是眾所皆知而最受歡迎的圖表形式。<中略>漫畫易讀能

懂，不但老少咸宜，而且深具吸引力。 

如上所述，現在我們知道漫畫是一種十分能激發學習者興趣之教學媒

體，而它是在所分類媒體類型中，歸類於非放映性視覺媒體之第 5 類型「圖

表」類中。 

四四四四、、、、    漫畫教材與記憶漫畫教材與記憶漫畫教材與記憶漫畫教材與記憶――――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來看―――― 

漫畫不僅是能引起學習者興趣的媒介，作為學習工具還能發揮在記憶

及認知方面的效果。 

D.G.Treichler(1967)曾斷言，人的所謂學習:1.0％通過味覺，1.5％

通過觸覺，3.5％通過嗅覺，11.0％通過聽覺，83.0％通過視覺。以上數據

表明了在接受訊息時，人的視覺感官的接受能力最強，並能留下給人們深

刻、清楚的印象。現在筆者從認知學的角度來探討漫畫對於學習的效果如

何。 

� 雙重編碼理論（dual coding theory） 

我們在學習的過程中應該都認為過有圖片或插圖比較有效。也有許多

研究結果表明圖片或插圖等的東西對學習內容的理解有效。說明這個的最

代表之理論就是 Paivio(1986)提出的雙重編碼理論（dual coding theory）。 

根據此雙碼理論，我們人類的認知系統是以兩套系統為組織，一套為

語言系統，用以處理語言訊息，另一套是非語言系統，也就是圖像系統，

用以處理視覺訊息。Paivio(1986)認為文字只透過語言系統處理而編碼

後，儲存在文字記憶區中，但視覺訊息由圖像系統來編碼，在儲存於圖像

記憶區中的同時，也在語言記憶區中留下相應的印記。因此，圖片或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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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圖像透過語言系統與圖像系統的兩套系統而被進行雙重編碼，所以其

印記比文字而已的強烈，深刻。由於視覺訊息同時存留在兩個記憶區中，

於是這提供了回想時的兩種線索。 

Paivio 從許多研究實驗中發現，當學習者回想時，對文字加圖像的回

想能力優於只有文字的回想，圖像系統一般來說比語言系統更能加深印

象，更有優勢，進而又主張人的信息處理過程中包含兩個分開卻由互相關

聯的系統，一個是語言的，一個是非語言的。（Clark& Paivio，1991） 

 

圖二-2：雙重編碼模式－資料來源：Paivio（1986）－ 

Mayer&Sims （1994）從信息處理模式分析了此雙重編碼理論，認為學

習者在學習時透過語言表徵與非語言表徵的結合能得到更多的認知資源，

並且能增強其學習效果。文字資訊與視覺資訊同時呈現比先後呈現更能有

效的幫助建立“參照鏈結”提昇學習效果。因此，就雙重編碼理論觀點而

言，學習者需要同時使用「語文系統」與「圖像系統」來有效處理資訊，

如果能促進此三種鏈結之建立，就能有效提昇學習的成效。 

徐易稜（2001）把 Mayer&Sims（1994）的雙碼理論概念整理成較清楚

的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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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3：雙重編碼理論概念圖 

資料來源：Mayer & Sims（1994） 

 Mayer&Sims （1994）根據雙重編碼理論解釋在學習者的工作記憶區

中（working memory），語言文字呈現方式（如圖 2-1 中之 1）與視覺圖像

呈現方式（如圖 2-1 中之 2）如何整合的過程。這兩個呈現方式同時進入工

作記憶區後，再建構文字意象和圖形意象以及以上兩個資訊連結在一起的

（如圖 2-1 中之３）參照連接（referential connection）。由於學習者的

記憶保存是依賴此三個連接，如果文字呈現方式和圖像呈現方式分開提

供，學習者很難以建構參照連接，因此其學習成效比兩個同時提供時會差。 

此外，此研究也對學習者本身的高低經驗來探討。Mayer 學者根據雙

重編碼理論的解釋為：高經驗的學習者，可從長期記憶區（Long term 

memory）中將相關的資訊鏈結在一起，如下圖 2-2 中第 4 部份的鏈結；因

此，所需圖文刺激的效果與低經驗的學習照有差異。其研究也發現， 不管

是高經驗或低經驗的學習者，圖文整合的呈現方式較有助學習者的學習。 

Woodward（1993）也認為提供圖畫與文字之間的強烈而有力連結時，

才能補助學習者建立文字性和可視化的認知相關性。 

Mayer（2001）整理了這些研究後，按照此雙重編碼理論再說明多媒體

學習的認知模型。Mayer 透過這個研究結果提出了以下四項學習原則。 

1. 多媒體原則（multimedia principle）：學習不應該只使用文字而

得到的，而應該同時使用圖表、圖畫、插畫等。學習者通過文字和

圖畫要比單純使用文字學習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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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間鄰接原則（spatial contiguity principle）：相關的文字與

圖畫，在頁面相互鄰近要比遠離更加有利於消息。因此，應該把圖

畫，插圖放在文字旁邊，使學習者同時看文字與圖畫兩邊。 

3. 連貫性原則（coherence principle）：出現的文字與圖畫關係密切

時，學習者學習效果更好。所以只提供需要的相關文章與圖畫就

好，儘量不放無關的東西，以免使學習者難以理解主題。 

4. 先備知識原則（prior-knowledge principle）：圖畫、插畫是該提

供給先備知識較少之學習者的，而提供給先備知識較多之學習者時

其效果較低於先備知識較少之學習者。 

根據以上的 Paivio（1986）雙重編碼理論與 Mayer（2001）之相關研

究，筆者認為漫畫是一種理想的教材。把漫畫當作教材時，因為漫畫能同

時提供文字與圖畫，學習者較容易建構文字意象和圖形意象的連結，參照

連接。因此，學習者學習成效 

漫畫也能足夠 Mayer（2001）提出的全四項原則；漫畫是以文字與圖畫

而構成的媒體，這符合第一原則多媒體原則，漫畫是在同一頁面或同一格

裡面具有文字與圖畫兩種的媒體，這符合第二原則空間鄰接原則，再來，

漫畫是具有故事性的，而透過各種各樣的畫法來能強調重點，所以文字與

圖畫一定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整體的連貫性也相當高。這點符合第三原則

連貫性原則。最後，漫畫一般都是小孩子或青少年看的，他們都對漫畫有

很熟悉的感覺。但一般來說，國高中生的先備知識沒有大學生或成年人那

麼豐富，因此漫畫被使用於國高中生等的先備知識教少的學習者之教學

上，其效果要比使用於大學生或成年人的教學好。這一點也符合第四原則

先備知識原則。從此 Mayer（2001）之原則，我們可以知道漫畫是非常有效

的一種教材。 

五五五五、、、、    在在在在日本日本日本日本的學漫畫教材之效果的學漫畫教材之效果的學漫畫教材之效果的學漫畫教材之效果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那麼，漫畫教材有怎麽樣的具體效果呢？在漫畫大國日本，許多出版

社至今已出版了各種各樣的漫畫教材，例如看漫畫學歷史、看漫畫學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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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但是關於其效果之研究，還不太充實。所以近年來，許多日本學者開

始研究漫畫教材的效果與問題。 

向後智子、向後千春（1998）根據雙重編碼理論，以大學生為對象做

實驗，證明了漫畫教材的效果。實驗學習內容為「鹼性食品的學習」，而他

們準備了四組不同的學習方法； 

第一組為使用漫畫「美味大挑戰」（雁屋哲著、花咲アキラ畫，小學館，

1993）之第 37 卷 7 集「鹼性食品的真實」的整個故事而學習（漫畫／附故

事）， 

第二組為只使用同樣漫畫之學習內容部分來學習（漫畫／沒附故事）， 

第三組為學習內容部分是以文章而學習，再附了學習內容以外部分的

漫畫（學習重點通過文字，其他部分是漫畫）， 

第四組為以關於鹼性食品之文章而學習（只附文字，沒有用到任何漫

畫）。 

表 二-3 向後智子、向後千春（1998）實驗分組表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漫畫 

（全體故事） ○ × × × 

漫畫 

(學習部分) × ○ × × 

漫畫 

(學習部分以外的上下部分) × × ○ × 

文章 

(全體) × × × ○ 

文章 

(學習部分) × × ○ × 

學生被分成以上四組後，先透過各組的學習方式而學習後，再進行考

試。考試也分為兩種，一種是學完之後馬上考的隨堂考試，另一種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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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後才考的延遲考試。所有的學生都考以上兩種的考試，而研究者分析

關於記憶保存上的效果。 

依據實驗結果，在一個星期後的延遲考試，每一組平均成績皆下降，

但其下降程度最少的是第一組，即使用「美味大挑戰」漫畫的整個故事而

學習（漫畫／付故事）。根據此結果，向後智子、向後千春（1998）提出具

有故事性的漫畫教材對學習記憶的保持有正面效果之看法。 

另外，在學習內容應用能力考試的結果中，成績最好的也是第一組，

因此，研究者發現培養應用能力時，具有故事性的漫畫教材也是最有效的。

在分析學生對學習內容的興趣度的問題結果中也可見第一組是最高的結

果，而同時表示漫畫能激發學生對學習的興趣的潛力。 

此外，佐藤公代（1998a）也實施實驗，學習內容為日本古文「枕草子」

（清少納言著，平安時代）的文法、內容、角色心情之理解。實驗對象是

高中生與大學生，而他們被分成兩組，一組為使用漫畫與古文本文學習的，

另一組為只以古文本文學習的。佐藤設定兩次學習後的考試，第一次是學

習完馬上考的隨堂考試，另一次是學習完過了兩個星期後再考的延遲考試。 

根據此實驗的結果，使用漫畫來學習的第一組，雖然高中生、大學生

都對文法的理解並沒有效果，但在第一次的考試與延遲考試，他們對內容

理解與角色心情理解之成績都優於第二組。佐藤根據這個結果認為，在內

容理解與角色心情的理解上，使用漫畫而學習比沒有使用的有效。 

佐藤公代（1998b）以大學生為對象再實施同樣的實驗，實驗結果顯示

在延遲考試結果中使用漫畫的成績比只使用古文本文的高很多。因此，佐

藤提出漫畫教材對學習內容長期記憶的保持有正面效果之看法。 

向後（1998），佐藤（1998b，1988b）都在實施實驗的同時，也做了主

觀理解度的調查。主觀理解度係指受試者不管考試考得好不好，自己主觀

地覺得理解多少的程度，是對於考試成績（客觀理解度）的另一種理解度。

在向後（1998），佐藤（1998b，1988b）的主觀理解度之調查中，使用漫畫

的組別，他們的主觀理解度都高於使用文字的。筆者認為此主觀理解度也

非常重要，因為主觀理解度越高越能給學習者成就感或達成感之類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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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能使學生得到這些情感也是在教學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除了以上這些研究以外，在日本還有許多學者研究漫畫教材之效果，

而其實驗結果都顯示漫畫教材比一般只有文字的教材對學習有較好的效

果。以下筆者從日本學者的研究結果列出漫畫教材的優點。 

� 漫畫有助於對長期記憶的保持 

� 使用漫畫時，學習者主觀理解度較高，因此能帶給學習者成就感 

� 由於漫畫具有故事，能使學習內容具有連貫性。 

� 與只有文字的教材比起來，漫畫能給學習者留下較具體的印象。 

� 漫畫能給予學習者熟悉感與學習動機 

� 能將事物視覺化，因此漫畫能讓學習者的學習速度更快。 

從以上的研究結果可以看出：漫畫教材在歷史課、古文課、數學課等

的學習上有效，但對語言學習的效果研究卻相當少。接下來探討圖像或漫

畫教材對於語言學習效果的相關研究。 

北條礼子（1991）
22
研究提示圖像對於第二外語閱讀學習的效果。北條

以 145 位國中三年級的學生為對象實施實驗，實驗目的為分析國中生在英

語閱讀學習中，圖像的提供是否對學習有效。在她的實驗裡所使用的圖像

是與閱讀文章內容有關的幾張照片與圖畫，其提供順序與文章裡出現的順

序一致。此實驗準備以下四種圖像提供方式： 

一、 在看文章前提供照片（全體）：在看文章「前」提供「全部」照

片 

二、 在看文章前提供照片（部分）：在看文章「前」提供「部分」照

片 

三、 在看完文章後提供照片（全體）：在看完文章「後」提供「全部」

                                                      
22
 北條礼子(1991)。外国語教育における画像の効果に関する基礎研究２。The Japanese 

journal of audio-visual education (21)，p5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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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四、 在看完文章後提供照片（部分）：在看完文章「後」提供「部分」

照片 

此實驗透過兩種考試而測定其學習效果，一為看完文章之後馬上考的

隨堂考試，另一為看完文章兩個星期後再考的延遲考試。考試內容分為低

層次問題與高層次問題兩部分，低層次問題是指關於文章裡出現的事實問

題（如：數量、地方等），高層次問題是指要求受試者推論思考而回答的問

題。 

 此實驗結果顯示，看完文章之後馬上考的隨堂考試中，在提供照片的

時間是在看完文章『後』提供照片對回答低層次的問題比較有效。這是因

為看完文章後透過看相關圖像可以在腦袋裡複習文章背景或過程。在看完

文章兩個星期後再考的延遲考試中，結果顯示對回答低層次問題也比較有

效。這也證明圖像對長期記憶保持有效果。對於高層次問題上，實驗結果

顯示提供照片的時間在看文章的前跟後有差距；提供一部分照片時，看文

章『前』提供比較有效，提供全部照片時，看完文章『後』的提供對學習

比較有效。 

 總而言之，北條礼子（1991）的這個研究與實驗證明了圖像都對學習

有效果，而且特別對長期記憶的保持與低層次的問題的解決有效，同時也

顯示了提供圖像的時間在閱讀之前還之後哪個比較有效，筆者認為此研究

十分幫有助於本論文的主題理論依據，而在本研究教學設計中也將有大多

參考也將多有參考。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節節節節    漫畫和情境教學與學習漫畫和情境教學與學習漫畫和情境教學與學習漫畫和情境教學與學習    

以漫畫學習語言時，漫畫的圖畫十分有助於學習者對於情境的理解。

漫畫幾乎都是以大量的圖畫所構成，且其連續排出來的圖畫是表達漫畫故

事發展與內容的。因此，以漫畫學習語言時，學習者由視覺能夠快速掌握

故事情境。筆者認為學習語言時，在某些情境下選擇最適當的語言表達方

式是非常重要的學習部分，所以也非常重視學習者理解對話情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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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學中重視情境掌握的訓練是與情境教學法有關的，因此接下來探討情

境教學理論。 

一一一一、、、、 情境教學與學習的理論情境教學與學習的理論情境教學與學習的理論情境教學與學習的理論 

情境教學與學習的定義範圍非常廣泛，其實該理論是融合各種各樣的

當代與傳統教育理論的概念，因此難以下個最清楚的定義 (黃-師大的) 。

情境教學與學習理論並不是一種全新的方法，而是把不同但相關的方法結

合在一起從而形成的一種體系。雖然這樣造成情境教學與學習的理論定義

很難下，但 Leigh Chiarelott(2006)提出；也許對情境教學與學習最廣泛

認同的定義是由美國教育部職業和成人教育辦公室以及國家學校工作辦公

室所資助地一個全國性的研究項目提出來的 (Leigh Chiarelott，2007；

楊明全)
23
 。Leigh Chiarelott 在他的文獻中引用的一個全國性研究項目所

下的定義是： 

關於教和學的一個概念，它可以幫助教師將學課內容學科內容跟真實世界真實

世界的情境結合起來，並促使學生在認識，知識的應用以及他們做為家庭成

員、公民和工作者的生活之間建立聯繫……(Berns&Erickson，2001) 

Berns & Erickson 認為，情境教學與學習將諸如問題解決、自我導向

的學習、同伴學習、真實情境中的學習以及真實評價等策略合併起來了。 

從教育學悠久的歷史和哲學基礎的角度而言，情境教學與學習係基於

美國教育學家杜威（John Dewey）的著作中。杜威的著作是情境教學與學

習的先驅，他對情境教學與學習做了有益的探索。他認為教學過程必須首

先創設情境，依據情境確立目的，制定教學計畫；利用教學情境引起學生

的學習動機，實施教學計畫和評價成果（誰？台灣論文哪個 p3）。 

在 1989 年由 Brown,Collin 和 Duguid 一篇名為《情境認知與學習文

化》（Situated Cognition and the Culture of Learning）的論文中也提

出了對情境教學與學習的概念，他們認為：認知是依歸於情境的，是文化

及社會脈絡的產物，強調學習應在真實的情境中進行（Brown,Collin＆

                                                      
23

 Leigh Chiarelott；楊明全譯，情境中的課程-課程與教學設計-，p5，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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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guid，1989；McLellan，1996；王展春，1996）。 

台灣學者邱貴發與鐘邦友（1993）也提出對於情境教學與學習的看法： 

   以生活中可以接觸到的事物或現象中取材，讓生活情境問題作為學習起

點，透過實際的活動使學習者在真是真實的情境中學習知識、技能，並對知識

建立合理化及有意義的詮釋。因此，情境化學習應該提供一個較真實的學習情

境，使學習者能夠在學習歷程中建構自己的問題解決策略，讓所學的知識不僅

實用，且能夠類推到相關的情境中。 

 從上述過的內容我們可以了解：情境教學與學習的最基本的理念是

對於真實性的追求，尤其是學習環境與學習材料的真實性。 

二二二二、、、、 情境教學與學習的特徵情境教學與學習的特徵情境教學與學習的特徵情境教學與學習的特徵 

除了以上的看法以外，關於情境教學與學習還有各種不同的表述，接

下來筆者探討關於情境教學與學習的特徵。 

顧明遠（1999）
24
對於情境教學與學習認為：“情境教學就是運用具體

生動的場景，以激起學生主動的學習興趣、提高學習效率的一種教學方

法”。張華著（2000）
25
指出；“情境教學是指創設含有真實事件或真實問

題的情境，學生在探究事件或解決問題的過程中自主地理解知識、建構意

義。”此外，韋志成（1996）
26
提到以下的看法； 

情境教學是從教學的需要出發，教師根據教材創設以形象為主體，富

有感情色彩的具體場景或氛圍，激起和吸引學生主動學習，從而達到

最佳教學效果的一種教學方法。 

許楓（2000）27則認為； 

所謂情境教學，指的是在教學過程中為了達到既定的教學目的，從教

學需要出發，製造或創設與教學內容相適應的場景或氛圍，引起學生

                                                      
24
顧明遠（1999）。教育大辭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p364. 

25
張華著（2000）。課程與教學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p477. 

26
韋志成（1996）。語文教學情境論。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 ，p.25 

27
許楓（2000）。淺談初中英語課的情境教學。教育評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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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感體驗，幫助學生迅速而正確地理解教學內容，促進他們的心理

機能全面和諧發展。 

  以上所引用的各種看法雖然是不同的但又是相關的。Leigh 

Chiarelott(2006)認為這些不同的但又相關的情境教學與學習的概念中皆

具有以下特徵： 

1. 將學習內容跟學習者的經驗聯繫起來。 

2. 促使學生積極學習。 

3. 能夠使學生有機會自主學習。 

4. 鼓勵從個人經驗和集體經驗中建構個人化的意義。 

5. 在真實情境中評價學習結果，並允許從個人經驗的角度去解釋多元

的意義。 

  透過以上學者們對於情境教學與學習的看法，筆者認為情境教學與學

習理論最強調的概念具有以下三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真實性。此真實性的意味除了學習者學習時的環境之

真實性以外，還包括了學習內容與學習者實際生活經驗的聯繫之真實性的

意味。因此，根據此理論，學習者的學習內容不應離開他們的真實生活情

況。 

第二個重點是激發學習興趣性。在情境教學與學習中非常重視能激發

學生的學習興趣、動機的方式，而此方式讓學習者主動積極地學習，提高

學習效果。 

  第三個重點係為促進學習者發展性。學習者透過情境教學與學習而學

習，能夠讓所學的知識應用於類似相關的情境中。情境教學與學習促進學

生想像力與審美能力的發展，進而同時使學習者能夠在學習過程中建立自

己的問題解決策略。 

 當以上述的情境教學與學習理念和特徵來考慮最理想的教學方法時，

我們可以發現漫畫教材具有的情境教學潛力。漫畫因為是非常接近高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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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媒介，所以它具有對日本高中生而言的真實性，其內容也具有與高

中生實際生活經驗的聯繫。再者，流行漫畫十分能夠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與動機，能讓學習者更積極地去學習。最後，漫畫是具有故事發展性的，

因此能夠促進學習者對於故事情節發展的想像力與審美能力，也可以透過

討論漫畫裡所提到的議題或問題，使學習者能夠在學習過程中建立問題解

決策略。  

 綜合以上的討論，我們知道漫畫符合上述的三個情境教學與學習的特

徵，因此，漫畫就是能夠實現這個情境教學與學習理念的最佳教材。 

三三三三、、、、 錨定式情境教學與學習錨定式情境教學與學習錨定式情境教學與學習錨定式情境教學與學習 

 其實漫畫教材是歸類於稱為錨定式情境學習中的「靜像式情境教材」

之一。錨定式情境教學與學習也是一種情境教學與學習的延伸概念。錨定

式情境教學與學習建立一個故事環境以作為錨定物，藉由在故事環境中嵌

入（Embedding）所要呈現的內容，經由學習者的探討逐漸浮現所呈現的內

容，並藉以解決連續性的問題。最終目的是幫助學習者發展信心、技能、

及知識，以便去解決問題，成為獨立思考者和學習者 (CTGV, 1992；徐新

逸，1995)。 

 錨定式情境教學與學習的教材是以影片為主要的素材，進而利用基於

錨定式情境教學與學習的教材概念，卻並非影片之教材，例如：照片，插

圖、漫畫等，稱為「靜像式情境教材」。本文參考靜像式情境教材的概念，

以漫畫取代原有的影片素材，運用漫畫具有的時間序列安排連續性以及故

事性，呈現情境教學與學習所重視的學習情境。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節節節節        漫畫華語教學的教學設計概念漫畫華語教學的教學設計概念漫畫華語教學的教學設計概念漫畫華語教學的教學設計概念    

一一一一、、、、    教學概念教學概念教學概念教學概念 

  在設計實際課程之前，本節先探討教學設計的重要概念。Brown(1995)

所提出的語言課程設計要素將整體教學規劃為需求分析、訂立教學目標、

教材選擇、制定教學評量、設計教學方法與內容、評估修正等的步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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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圖示如下： 

 

圖 二-4 Brown(1995) 系統化設計與維持語言課程之方法 

 另外，Richars & Prodgers(1986)也提出教學模式，包括以下七個項

目：教學理念（theories of language learning）、教學目標（objectives）、

教與學的活動（learning and teaching activities）、教學者的角色（role 

of teachers）、學習者的角色（role of learners）、教材的角色（role of 

materials）、以及評量（test）。 

本研究依據以上 Richars & Prodgers 的模式進行檢視與陳述，並按照

Brown 的概念建立每個項目之間的互相連結。 

二二二二、、、、    教學理念教學理念教學理念教學理念 

本研究教學設計的主要教學理念（theories of language learning）

為溝通式教學法（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簡稱 CLT）以及情

境教學與學習的概念。 

溝通式教學法（CLT）強調；語言的表達是有意義和雙向的，溝通是語

言本質的功能，也是外語教學的最根本的目的。根據 Richars & Prodgers

（2001）的說法；溝通式教學法的中心思想為語言教學應以溝通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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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理念也強調結合課堂上的教學與真實生活情境的語言溝通，並運用真實

的語言材料，透過遊戲、討論、角色扮演、看圖比較等的教學活動設計，

提供給學生多元的練習機會，並在真實自然的學習環境中獲得語言溝通的

技能。 

H.Douglas Brown(2003)
28
把溝通式教學的特徵整理成下列六個項目： 

1. 溝通能力的所有要件都是課堂裡的教學目標。因此，教學目標必須

結合語言的組織性與語用性。 

2. 在溝通式教學課堂裡，語言的結構形式並不是重點，只是為了幫助

學習者達到這些溝通目標的工具之一罷了。 

3. 在溝通的技巧方面，流暢性與正確性是相輔相成的。為了讓學習者

可以持續使用語言來溝通，有時候流暢性會比正確性來得重要。 

4. 在溝通式教學的課堂裡，學生最終都必須到課堂外，在沒有彩排過

的情境哩，實際去聽去講所學的外語。因此，課堂裡的活動設計，

必須為學生準備好，以便他們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中，應變自如。 

5. 透過對自己學習型態的了解，及發展適合的學習策略，學生們可以

有機會觀照自己的學習過程。 

6. 老師是扮演幫助者、引導者的角色，而不是一個全知全能的知識給

予者。學生也因此得以透過與他人的語言互動，去建構屬於自己的

意義。 

  綜上可知，溝通式教學法期望學生能夠自然地說出語言，重視語言的

溝通過程。此溝通式教學法的方法是讓語言學習者用正在學習的語言來進

行有目的性與交際性的語言活動，所以教師要針對培養學生的溝通能力來

設計課程。 

  根據本研究實施的對日本高中生的需求分析，我們知道高中生學習華

語時最想得到的能力是可以跟別人溝通的會話能力。因此，為了配合此需

                                                      
28

 Douglas Brown（施玉惠、楊懿麗、梁彩玲譯）。(2003)。原則導向教學法－教學互動的

終極指南。台北: 台灣培生教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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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筆者採用以培養溝通能力為主要目的的溝通式教學法理念來設計課程。 

此外，本研究的教學設計也依據情境教學與學習的理念來設計。關於

情境教學與學習的概念在本研究的第二章裡已探討過，其基本思想裡的許

多特徵與溝通式教學法的概念相同，例如它也重視學生興趣、真實性、聯

結性等。但情境教學與學習比較強調的是多媒體的使用，其教學策略應考

量多媒體的特徵，選擇、應用多媒體以提昇學習的效果。因為筆者認為漫

畫也是一種圖文媒體之一，所以也把強調應用多媒體教學的情境教學與學

習加入本研究的教學設計理念。 

  本研究教學設計的教學理念依據以上兩個教學思想與概念。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節節節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本章文獻探討首先調查在日本高中華語熱的情況後，主要以語言與文

化、教學媒體、認知心理學、情境教學與學習等四個領域研究再進行探討

漫畫教材在語言教學中的合理性以及其效果。 

  透過日本高中華語熱的現況調查，我們發現了越來越多的日本高中生

開始學習華語，隨著此學習者的增加，高中華語課的開設數量也越來越多。

雖然高中華語學習的增長趨勢相當明顯，但其實優秀教師人才與其教學方

法還不夠充實。而且在日本整個青少年教育中存在的問題也不少，我們從

這角度來也進行了關於現代日本高中所該做的教學方式之研究。 

 此外，透過以上關於漫畫教材在語言教學中的合理性以及其效果的探

討，我們了解漫畫成為教材的潛力；漫畫教材因為具有真實性而能提高學

習者的學習興趣與動機，除此以外在認知方面，尤其在長期記憶的保持上

有比一般文字教材更好的效果。另外，既有文獻也告訴我們：在情境教學

與學習概念中，漫畫教材是一種理想的教材，能夠提供給學習者真實性、

學習興趣與動機以及學習發展性。 

 接下來，在第三章筆者將進行對日本高中生華語學習者的問卷調查以

及對日本華語教師的訪談調查，進而以其結果來探討學習者與教師對漫畫

華語教學的看法。



第三章 需求分析 

57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需求分析需求分析需求分析需求分析    

在第二章中筆者主要透過語言與文化、教學媒體以及認知心理學方面

而說明過漫畫於教學中的合理性與潛力。但還未討論到在日本高中華語教

學現場之狀況與對以漫畫學習華語的需求。因此，設計教學範例之前，為

了了解日本高中生華語學習者與教學參與者（教師）對以漫畫學華語之看

法，本研究實施針對日本高中生之問卷調查以及對日本高中華語教師的訪

談。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節節節節    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    

近年來在語言教學中非常重視學習者的動機與需求。葉德明（1999:2）

認為:「老師教的不再是老師認為學生應該學的，而是學生想要學的。」日

本知名日語教學研究者古川ちかし（1998）
29
也指出：「符合學習者的需求

與興趣的教學內容才能引導學習者發展比較主動之學習態度。」筆者將在教

學設計中也非常重視學習者的需求與興趣，而特別重視內在動機

（intrinsic motivation）
30
的激發。所以，筆者實施對日本高中生的問卷

調查，而透過調查結果了解學習者在學習中對怎麼樣的東西或事情感興趣

與對漫畫華語教學的需求。 

此問卷內容可分成四個大主題，第一為關於受測者基本資料，第二部

分是關於漫畫的問題，第三部分是關於以漫畫學習的問題，最後為對以漫

畫學習華語的問題。本問卷問題設計中主要採用了提供受測者一組答案項

目，而且要求受測者從中選擇一個最接近自己的屬性、態度、觀點等的答

案之封閉性問題(closed-ended question)的形式，而問題順序為逆漏斗序

列(inverted funnel sequence)。 

 

                                                      
29古川ちかし（1998）。「内容優先・学習重視の日本語教育」The First Conference on Japanese 
Studies。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le。 
30Arnold & Brown（1999）提出兩種動機：一是外在動機（extrinsic motivation），另一是

內在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他們認為兩種動機都對第二外語學習有很大的助益，但

是內在動機對學習的效果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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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問卷與問卷對象基本資料問卷與問卷對象基本資料問卷與問卷對象基本資料問卷與問卷對象基本資料 

筆者以 91 位日本高中生華語學習者為對象實施問卷調查，而進行日本

高中生對以漫畫學習華語的需求。以下表為此問卷與問卷對象之基本資

料。（問卷內容請參照附錄 1） 

表 三-1 問卷基本資料 

問卷題目 針對高中生的關於「以漫畫學華語」問卷 

問卷頁數 6 頁 

問題總數 30 題 

問卷實施日期 2010 年 2 月 25 日 

實施高中 東京都內某私立學校(男校) 

實施對象 高一選修華語課的學生(皆滿 16 歲或 17 歲) 

問卷回收總數 91 份 

學生使用課本 
學校統一華語課課本為「新コミュニカティブ中國語」（New 

Communicaive Chinese）31 

學生学習華語

的時間 
10 個月 85 位、1 年 10 個月 5 位、2 年 10 個月 1 位 

雖然筆者都在高中一年級的華語班上實施此問卷，但有幾位學生之學

習華語時間與一般學生不同是因為第一年時沒得到其學分，所以第二年或

第三年時候再修同一門課的學生。 

二二二二、、、、    關於漫畫的問題關於漫畫的問題關於漫畫的問題關於漫畫的問題 

１．您喜歡或不喜歡漫畫? 

□非常喜歡  □喜歡 □沒感覺 □不喜歡 □非常不喜歡 

                                                      
31 岡田英樹、絹川浩敏等（2010）。新コミュニカティブ中国語。東京：育文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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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1 問卷結果圖 2-1 

  非常喜歡漫畫或喜歡漫畫的學生佔全受訪者的 80％，不喜歡或非常不

喜歡漫畫的卻只佔 1％。從這個結果我們可以知道絕大部份的日本高中生都

喜歡漫畫。 

２．您最喜歡的漫畫是甚麼?請你寫出其漫畫的名稱。 

 

  由於在此問題回答中，受訪者給予太多不同的回答，因此筆者在上表

中只列出被提出兩次以上的漫畫。受訪者回答中有流行的漫畫與不流行

的，從此可看見日本漫畫種類的多元化以及讀者之高選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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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2 問卷結果圖 2-3 

寫下「海賊王」的佔全體的 14%，而「灌籃高手」的佔 8%。這兩個漫

畫是在高中生之間比較流行的漫畫，但是最多為「只被提出 1 次」的漫畫，

而這就是 60%的學生都寫下了不同的漫畫的意思。從這個結果我們能知道他

們的漫畫喜好分散在許多種漫畫上。 

３．您最喜歡的漫畫家是誰?請你寫出他的名字。 

 

圖 三-3 問卷結果圖 2-4 

  與問題 2 相同，在這個問題回答中也有許多只得一票的漫畫家，因此

筆者以得兩票以上的漫畫家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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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4 問卷結果圖 2-5 

 寫下「尾田栄一郎」（「海賊王」的漫畫家）的佔全體的 12%，而最多為

「只被提出一次的」漫畫家，意思就是 69%的學生都寫下了不同的漫畫家。

從這個結果也可以知道，除了「海賊王」的漫畫家「尾田栄一郎」以外，

高中生對漫畫家並沒有共同的喜好，並表示他們喜歡的漫畫家有很多個。 

４．你最喜歡的漫畫形式是哪一種? 

□長篇故事漫畫（例＞灌籃高手等） □４格漫畫 □１格漫畫（諷刺畫等） 

 

圖 三-5 問卷結果圖 2-6 

 大部分的高中生都較喜歡長篇故事漫畫。現在在日本出版的漫畫幾乎

都是長篇故事漫畫，四格漫畫或一格漫畫卻相當少，漫畫家也非常少。所

以高中生接觸四格漫畫或一格漫畫的機會根本不多，因此筆者認為此結果

與漫畫出版量以及漫畫家人數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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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您喜歡的漫畫類別是？（可複選） 

 

圖 三-6 問卷結果圖 2-7 

  本問卷之調查結果顯示高中生最喜愛的漫畫類型主要為運動漫畫、戰

鬥漫畫等，筆者認為此現象可能與受訪單位為男校有關。筆者認為性別是

此一問題最關鍵的因素，因此如果在男女同班使用漫畫，應該要考慮這一

點。 

７．以一週為單位，你看漫畫的頻率是? 

□毎天 □一週 5~6 天 □一週 3~4 天 □一週 1~2 天  □完全不看 

 

圖 三-7 問卷結果圖 2-8 

  以一週為單位的話，85％的學生都一定會看一天以上漫畫。每天看與

一週看 5~6 天者加起來為 34％，從此我們可以看見漫畫與日本高中生生活

之密切關係。對日本高中生而言，漫畫是一種與自己的生活非常接近的媒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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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關於使用漫畫學習的問題關於使用漫畫學習的問題關於使用漫畫學習的問題關於使用漫畫學習的問題 

１．你喜歡怎麼樣的課本？（可複選） 

□彩色鮮明的  □有很多圖畫的  □學習内容很多的  

□學習内容與你的生活有關的  □其他 

 

圖 三-8 問卷結果圖 3-1 

在此問題回答中，最多為「有很多圖畫的」，其次為「學習內容與你的

生活有關的」。有趣的是與內容的充實比起來，高中生較重視視覺的充實。

當然他們也重視內容，但他們對很多圖畫、彩色鮮明等視覺要素的重視更

為明顯。 

２．如果你喜歡的漫畫當成教材的話,您會覺得…? 

□非常有興趣  □有興趣  □沒感覺   □無聊  □非常無聊 

 

圖 三-9 問卷結果圖 3-2 

回答非常有興趣的與有興趣的超過 70％，可以說大部分的高中生對漫

畫教材有興趣。這種教材能是十分夠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漫畫在華語文教學上的運用---以日本高中生為研究對象 

64 

３．你曾經上過使用漫畫教材的課嗎?     □有  □沒有 

 

圖 三-10 問卷結果圖 3-3 

在上問題回答「有」的同學總共有 18 位，其 18 位都回答了以下 A～D

的 4 個問題。 

A. 在甚麼課使用？例＞国語課，英語課等 

 

圖 三-11 問卷結果圖 3-4 

B. 甚麼時候？（可複選） □小学  □國中  □高中 

 

圖 三-12 問卷結果圖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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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怎麼樣的漫畫？」與問題 D.「怎麼樣使用?」的回答内容皆在以下表格裡。 

表 三-2 問卷結果 3-3C/D 表 

詳細内容 
 

回答 

人数 甚麼時候？甚麼時候？甚麼時候？甚麼時候？    怎麼樣的漫畫？怎麼樣的漫畫？怎麼樣的漫畫？怎麼樣的漫畫？    怎麼樣使用怎麼樣使用怎麼樣使用怎麼樣使用????    

国語課 

(日本 

國語) 

７個人 小学：１/中学：６ 

浪客劍心：１ 

人小鬼大：１ 

火影忍者：１ 

神奇寶貝：１ 

松尾芭蕉傳記：１ 

蠑螺小姐：１ 

４格漫畫：１ 

故事閲讀和理解：３ 

以漫畫為主體討論：３ 

臺詞填補：１ 

英語課 ５個人 中学：５ 

北斗之拳＆ 

交響情人夢：１ 

幽遊白書：１ 

火影忍者：１ 

不記得：１ 

４格漫畫：１ 

閲讀練習：３ 

翻譯（日翻英）練習：１ 

會話練習：１ 

道徳課 ３個人 中学：３ 

島耕作系列：１ 

手塚治虫的漫畫：１ 

４格漫畫：１ 

題目提示：３ 

歴史課 ２個人 中学：２ 歴史学習漫畫：２ 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解釋：２ 

美術課 １個人 中学：１ 

灌藍高手 

＆阿基拉 

＆死亡筆記：１ 

畫法（眼睛表情的畫法）的學

習：１ 

 共 18 共 18 共 18 共 18 

  從以上表格可以知道在國語（日本國語）課和英語課之漫畫使用比率較

高。此兩種課程在語言教育的意味上是相同的，因此筆者認為在華語課使

用漫畫作為教材也具有可行性。有趣的是，這些在課程中被使用的漫畫都

不是在課本上專為授課而編著的學習漫畫，而是較一般流行的少年漫畫；

此外，在英語課程中的使用方法，例如：會話練習、翻譯練習等，與本研

究之教學設計部分將設定出的使用方法相同，因此關於這一點筆者認為需

要更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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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關於以漫畫學華語的問題關於以漫畫學華語的問題關於以漫畫學華語的問題關於以漫畫學華語的問題 

１．您開始學華語的原因是?（可複選） 

□將來會有利  □對中國文化有興趣 □大學聯考時需要 

□父母的希望  □有中國或台灣的朋友  □其他  

 

圖 三-13 問卷結果圖 4-1 

  大部分的學生都覺得學習華語將來會有利，此為開始學習華語的主要動

機，由此結果可以看出在日本華語熱的狀態：許多年輕人認為華語能力對

找工作或國際交流非常有利，與英語以外的其他的語言相較，覺得將來會

有利的學習者之比率較高。 

２．你喜歡或不喜歡你現在在華語課使用的課本？ 

□非常喜歡  □喜歡 □沒感覺 □不喜歡 □非常不喜歡 

 

圖 三-14 問卷結果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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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你覺得你現在在華語課使用的課本之缺點是什麽？ 

 

圖 三-15 問卷結果圖 4-3 

  在這個問題 40%的學生都回答現在使用的課本之缺點在插畫上。其 40%

回答內容分為如下； 

 

圖 三-16 問卷結果圖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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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你覺得怎麽樣的課本是很有趣的？ 

 回答本問卷的 91 個學生之中 35 個學生在此問題未回答或回答為「並

沒有」、「不知道」。因此、以下圖表是以回答此問題之 56 個學生的回答內

容作的百分比圓形圖。回答內容分為如下； 

 

圖 三-17 問卷結果圖 4-5 

５. 您對國外的漫畫有興趣還是沒有興趣? 

□非常有興趣 □有興趣 □沒感覺  □沒有興趣 □完全沒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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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18 問卷結果圖 4-6 

６. 您對中國或台湾的漫畫有興趣還是沒有興趣？ 

□非常有興趣 □有興趣  □沒感覺  □沒有興趣 □完全沒有興趣 

 

圖 三-19 問卷結果圖 4-7 

  從問題５與６的結果，我們知道日本高中生就算非常喜歡漫畫，但卻

對國外的漫畫幾乎都沒有興趣。因此，就他們的需求而言，使用日本的漫

畫較能夠激發他們的學習動機。 

７. 您對使用市面上已有的漫畫來當作華語教材的興趣? 

 □非常想學 □想學 □沒感覺  □不想學 □完全不想學 

 

           

 

 

 

 

 

 

  

圖 三-20 漫畫使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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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上雄彥「灌籃高手」，台北：尖端出版，2005，p12】 

 

圖 三-21 問卷結果圖 4-8 

  70％以上的學生都對使用漫畫來學習華語有興趣。其中回答「非常想學」

的是最多，占 38％。由此可了解許多學生對於以漫畫作為學習華語的教材

有很積極的看法。 

８．如果以漫畫學華語，您對以下的哪一種比較有興趣? 

□日本漫畫被翻譯成華語的漫畫（例ａ） 

□中國或台灣的漫畫家畫的華語漫畫(例ｂ） 

 ＞例ａ 「灌籃高手」      ＞例ｂ 「逃亡計畫」 

 

 

 

 

 

 

 

 

    圖 三-22 圖像實例圖 a              圖 三-23 圖像實例圖 b 

例ａ【井上雄彥「灌籃高手」一巻，台北：尖端出版，2005，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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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ｂ【黃佳莉「逃亡計畫」，台北：東立出版，2008，p47-48】 

 

圖 三-24 問卷結果圖 4-9 

 日本高中生還是對日本的漫畫較有興趣，回答對中國或台灣的華語漫

畫較有興趣的只佔 9％。筆者認為他們對華語漫畫沒興趣的主要原因是因為

他們曾經根本沒有接觸過台灣的或中國大陸的華語漫畫。 

９．您學華語時最想要得到的能力是? 

    □會話能力  □文法分析能力  □閱讀能力    □寫作能力 

 

圖 三-25 問卷結果圖 4-10 

  80％的學生都回答了學華語時最想要得到的能力是會話力。由於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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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漫畫是以人與人的會話構成的，因此漫畫教材相當有機會能符合他們的

需求，也較容易找出加強會話能力的方式。 

１０．如果以漫畫學習華語，您覺得最有效於以下哪些?（可複選） 

□比較不會忘記學習内容  □比較容易掌握情境   

□比較能接觸在日常生活會話中出現的自然的語言   □其他 

 

圖 三-26 問卷結果圖 4-11 

許多學生都認為以漫畫學華語對「比較能接觸在日常生活會話中出現

的自然的語言」最有效。漫畫基本上以日常生活會話為主，因此看漫畫較

能接觸自然的或較流行的現代說法。以問題 9 與 10 的結果來說，日本高中

生學華語是最想要得到的能力與他們對以漫畫學華語的期待是一致的，而

就是說他們認為的漫畫華語教學的最大之效果符合他們對華語學習的需

求。因此，筆者認為以漫畫學華語十分具有嘗試的價值。 

１１．你覺得「以漫畫學華語」時，在課堂上怎麽使用漫畫比較好？ 

 

圖 三-27 問卷結果圖 4-12 

  選擇人數最多的是儘量有效的看大量的漫畫，筆者推測此結果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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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高中生對漫畫的故事展開很有興趣，想快點看後面的心態。 

１２．最後一個問題為描述主觀經歷的「開放式問題」，而受測者自由地寫

下自己對以漫畫學華語的看法。 

 此問題的整理結果顯示，大部分的高中生對以漫畫學習華語有積極的

看法。例如，最多看到的意見為「覺得很好」、「覺得很新鮮、很有趣」、「想

要試試看」、「很期待有一天真的會有這種教材的時候」等。其中還有些提

到了他們所想像的漫畫教材之正面效果的，例如，「用漫畫一定可以提高學

習者的動機」、「漫畫一定可以留下比較深刻的學習印象」、「覺得以漫畫學

的話應該可以加強口語會話能力」等。其實這些高中生所想到的漫畫教材

的效果與在本研究第二章裡探討的漫畫教材效果一致，從這結果知道他們

雖然沒有理論知識，但能夠自覺到這些漫畫教材所將發揮的正面效果。 

  就算大概八成的學生在此問題中表示對以漫畫學華語積極的、正面的

看法，但是也有少數學生表示了較消極的意見。比較消極的看法多為對學

習內容的擔心，例如「用漫畫學會不會缺乏文法知識？」、「用日本漫畫的

話學不到中國文化」、「漫畫還是漫畫，當作補助教材比較好」等。此外，

兩位學生的看法顯示他們對把漫畫拿來用在學習上的反抗心。有一位學生

填寫「我很喜歡看漫畫，所以不想把它用在念書中」，這意見很明顯表示他

想要把自己的喜愛與學習分開，如果把它們混合在一起反而會有反抗心。

另外一位學生則認為「學習不應該是娛樂，所以不該把娛樂的東西用在學

習中」。筆者認為雖然表示消極看法的學生非常少，但也是珍貴的意見，應

該要好好留意這些學生對用漫畫學習時所產生的不安與反抗心。從這些意

見我們可知道使用漫畫來進行教學時，不要讓它具有過度的娛樂性，不然

反而會讓學生產生心理排斥。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訪談調查訪談調查訪談調查訪談調查    

除了對日本高中生的問卷調查以外，筆者還實施對日本高中華語教師

的訪談。在日本高中華語學習的現場中，最重要的角色不僅是學生而已，

教師當然也是很重要的。所以，筆者為了對日本高中華語學習的更深入的

了解，透過訪談的方式進行分析高中華語教師對高中華語教學的看法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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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漫畫學習華語的需求。 

在此訪談調查筆者採用面訪方式訪談。面訪方式有以下幾個優點，例

如說，彈性（以所要檢視的研究問題而定，面訪可以具有高度彈性）、能控

制面訪的情況（訪者決定誰回答問題，面訪在哪裡進行，及問題回答的順

序）、高回收率（由於與面訪者直接接觸，因此受訪者比較願意對面訪進行

回覆）等（Nachias, 2003：288）。筆者有效地利用這些面訪方式的優點而

實施，主要以結構化排程訪談(schedule-structured interview)
32
進行了

這訪談調查。 

  訪談內容有四個主題，第一為關於受訪者基本背景的問題，第二為關

於日本高中教育的問題，第三為關於教材的問題，最後是關於對以漫畫教

華語的看法之問題。（訪談內容請參照附錄） 

一一一一、、、、    訪談對象基本資料訪談對象基本資料訪談對象基本資料訪談對象基本資料 

  筆者訪談到了兩位日本高中華語教師，此兩位教師的基本資料如下表： 

表 三-3 訪談對象基本資料 

受訪者代號受訪者代號受訪者代號受訪者代號 ＳＳＳＳ老老老老師師師師 ＬＬＬＬ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國籍國籍國籍國籍 日本：東京 中國大陸：南京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男性 女性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38 歲 大約 35 歲 

母語母語母語母語 日語 華語 

教學經驗教學經驗教學經驗教學經驗 在高中：10 年，在大學：7 年 在高中：10 年，在大學：15 年 

現在使用的現在使用的現在使用的現在使用的 

華語課本華語課本華語課本華語課本 

 

「新コミュニカティブ中国語」33 

「你好！中国語」34 

「中文 SetpByStep」35  

「中文 Step Up」36 

                                                      
32

 註：結構化排程訪談(schedule-structured interview)是在排程訪談中，對所

有的受訪者而言，其被給予問題的數目和問題的措辭，都是相同的訪談方法。因此在此

方法進行訪談時，訪談者不應用自己的話解釋問題上的字眼；當受訪者要求澄清時，亦

不應該對問題提供個人的見解。 
33
岡田英樹、絹川浩敏等（2010）。新コミュニカティブ中国語。育文堂 

34
人見豊，你好！中国語。白帝社， 

35
人見豊，中文 Step By Step。白帝社， 

36
人見豊，中文 Step Up。白帝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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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老師的年齡差不多，都近 40 歲，另一個共同地方是兩位都具有在

大學的華語教學經驗。另外，最大的差別是國籍與母語。筆者將分析這些

共通點與差別在以下的問題裡怎麼影響他們的看法。 

二二二二、、、、    關於日關於日關於日關於日本高中教育的問題本高中教育的問題本高中教育的問題本高中教育的問題 

 表 三-4 訪談 2-1 

1. 請問您對現代日本高中生對學習的興趣或積極性覺得怎麼樣請問您對現代日本高中生對學習的興趣或積極性覺得怎麼樣請問您對現代日本高中生對學習的興趣或積極性覺得怎麼樣請問您對現代日本高中生對學習的興趣或積極性覺得怎麼樣? 

ＳＳＳＳ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 與自己高中的時候比起來，現在的高中生對學習的興趣還是比較低落。 

� 因為高中生還是很天真，老師怎麼樣對學生，學生就怎麼樣反應。如果

老師對教學或對他們有很積極，熱情的態度，他們就會對學習很積極。 

ＬＬＬＬ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 基本上都蠻積極。 

� 文法點的解釋時，學生比較容易不專心。 

� 會話練習時，學生都很積極，他們對會話最有興趣。 

這個問題的目的是調查在這兩位教師的課堂中是否看見在本研究文獻

探討裡討論的高中生「學習逃避」的狀況。雖然Ｓ老師認為與自己高中的

時候比起來現在的高中生的學習態度低落一點，但兩位教師的意見都顯示

在他們的課堂中「學習逃避」問題並不嚴重。其實這兩位教師都在東京都

內得比較優秀之私立高中教書，筆者認為這可能也是個因素。 

另外Ｌ老師意見中顯示，文法點的解釋時學生比較容易不專心，而在

會畫練習時候學生比較積極。這方面與對高中生的問卷結果顯示的一致，

學生最想要學的能力是會話能力，從這兩個問題的結果，我們可以了解學

生學習自己想要學的內容時還是最積極，專心。動機非常重要。 

 表 三-5 訪談 2-2 

2. 請問您覺得日本高中生上課時的請問您覺得日本高中生上課時的請問您覺得日本高中生上課時的請問您覺得日本高中生上課時的態度怎麼樣態度怎麼樣態度怎麼樣態度怎麼樣？？？？ 

ＳＳＳＳ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 老師應該多下點工夫讓學生對學習感興趣。學生上課時的態度好否都是

由老師教學態度而決定的。 

ＬＬＬＬ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 考試快到的期末等，因為上課時間都花在複習與考試技巧訓練，所以學

生對學習的興趣越來越低落，而引起了學生在上課中態度不好的問題。 

這個問題與上一個問題的目的是類似的，但這個問題的目的是調查比

較具體的學生在上課時候的態度。如Ｌ老師提出的情況，考試快到時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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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練習時候，因為學生對內容沒有內在動機，因此引起學生態度不好的問

題。為了考試考得好，成績好有的動機是外在動機，而從真的興趣、好奇

來的動機是內在動機。從此角度來看，這個問題的結果顯示能讓學生比較

積極的還是內在動機，而不是為了考試練習的外在動機。 

Ｓ老師也認為激發學生學習的內在動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老師怎麼

下工夫是個教學時的關鍵。 

 表 三-6 訪談 2-3 

3. 請問您指導日本高中生時請問您指導日本高中生時請問您指導日本高中生時請問您指導日本高中生時,覺得特別困難的地方是哪一些覺得特別困難的地方是哪一些覺得特別困難的地方是哪一些覺得特別困難的地方是哪一些？？？？ 

ＳＳＳＳ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 提供給學生樂趣，快樂時間是很難的一件事。但學生覺得好玩或有趣才

會積極一點上課。所以老師還是要下點工夫讓學生覺得很有趣。 

ＬＬＬＬ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 因為學校在意考試平均成績的關係，雖然老師想要多加點會話練習的時

間，但不得不教考試內容與考試技巧的訓練。從此觀點來說，在大學教

的話並沒有這些壓力，所以教學方式較自由一點。因此，在高中教學時，

特別困難的地方就是很難讓學生得到會話與溝通的能力。 

� 高中生還算是小孩子，在他們之間流行的獨特的遊戲，笑點，動作等，

引起他們興趣的東西，雖然覺得很有趣，但是有時候覺得在教學中很難

配合他們的這些流行與習慣。就是因為他們仍然具有孩子氣，才感到這

種困難。 

 這個問題的目的是為了了解與大學生或成年人比起來，特別教高中生

時候的教學難點。兩位老師都提到了解高中生對哪些東西感興趣的難點。

老師不知道或不了解他們對甚麼東西感興趣，就無法在課堂上提供能讓他

們覺得有趣的內容。筆者認為最重要的是教師要了解高中生對哪些東西有

興趣，在他們之間流行哪些東西等，了解這些才能下可以讓學生積極一點

的工夫。 

此外，Ｌ老師提到高中教學環境的問題。在高中的教學與對大學或成

年人的教學比起來，評價難度較高。高中較重視平均成績或學習進度等的

項目，因此對教師的壓力也比較大。在這樣的情況下，無法只配合學生對

教學內容之需求與要求。所以在高中教學是也要考慮這些比較實際的問題。 

 

 表 三-7 訪談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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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相反地相反地相反地相反地,請問您指導高中生時請問您指導高中生時請問您指導高中生時請問您指導高中生時,覺得特別有意思或高興覺得特別有意思或高興覺得特別有意思或高興覺得特別有意思或高興的地方是哪一些的地方是哪一些的地方是哪一些的地方是哪一些？？？？ 

ＳＳＳＳ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 高中生一覺得有趣就會很認真學習，所以很值得老師努力把課堂內容變

得更有趣。大學生的話，因為是第二外語的必修課，上課感覺比較勉強，

老師再怎麼樣做他們也對內容並沒有興趣。但因為高中生是這樣，老師

也能提高自己對教學的動機，而能得到成就感。這就是在高中教學時覺

得最有意思的地方。 

ＬＬＬＬ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 與大學不一樣，因為在高中有固定的班級，在其他課也跟同一個班級的

同學一起上課。所以他們之間比較有［同班感］，就是說班上有比較熟

悉，熱鬧的氣氛。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會互相幫助，切磋琢磨地學習，

老師也比較容易跟他們合作造出較好的學習環境。這事一件很有意思的

事情。 

�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因為對他們來說這是接觸世界或中國文化的第一階

段，對他們來說所有的事情很新鮮，所以知識的吸收能力也非常強。從

這個角度來說，當一個高中教師時覺得最高興的或有意義的是自己的教

學或介紹內容能影響到他們對世界的看法與他們的未來，就是能站在他

們進去國際世界時候的入口地方。在大學教的話就沒有這個感覺。 

 這個問題的目的是為了了解身為一個高中教師時，與對大學生或成年

人地教學比起來，在哪些地方覺得比較有意思或高興。兩位老師都提到覺

高中生時特別有意思或高興的是自己的教學方式或內容能直接影響到學生

的學習與看法。Ｓ老師認為老師怎麼樣教，學生就怎麼樣學，所以覺得很

值得努力準備，而也有成就感。Ｌ老師提到的是能深入影響他們，能站在

他們接觸世界時的入口。 

  就是因為高中生還很年輕，教師或課堂內容對高中生的影響力非常

大。因此，筆者認為雖然這一點能提高教師對教學的動機或興趣，但換角

度來說，我們教師教導高中生時也要注意的是教材的選擇，內容的觀點不

能太偏頗於某一個看法。 

 表 三-8 訪談 2-5 

5. 請問上課時請問上課時請問上課時請問上課時,您覺得怎麼樣的時候課堂氣氛變得最熱鬧或學生態度變得最活潑您覺得怎麼樣的時候課堂氣氛變得最熱鬧或學生態度變得最活潑您覺得怎麼樣的時候課堂氣氛變得最熱鬧或學生態度變得最活潑您覺得怎麼樣的時候課堂氣氛變得最熱鬧或學生態度變得最活潑？？？？ 

ＳＳＳＳ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 聊到對他們來說很有趣的話題，例如說，中國料理、等的話題時候。但

討論中國傳統文化，經濟發展等的，對他們來說並沒有真實感的話題時

候，他們並不覺得有趣，所以反應也比較低落。找出一個他們會覺得有

趣的話題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 教材或課堂活動具有遊戲性、新奇性時，整個課堂氣氛變得很活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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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對學習內容或活動本身感興趣時候，就是個最有效地學習的好時機。 

ＬＬＬＬ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 聊關於中國文化與風俗、中國年輕人、流行、戀愛的話題時，學生眼睛

會亮起來。而且在這種時候學到的詞彙或句型，他們就會用在會話裡。 

  這個問題是要求兩位老師具體一點說出覺得高中生對怎麼樣的課堂內

容或話題有興趣的。從這個過結果可以看出高中生對中國人的風俗、習慣、

流行特別有興趣。對學生而言，對離自己的生活較遠的話題，例如經濟、

政治、傳統文化等反而沒有興趣。另外，教材具有遊戲性、新奇性時也能

引起他們的興趣。 

三三三三、、、、    關於教材的問題關於教材的問題關於教材的問題關於教材的問題 

 表 三-9 訪談 3-1 
1.   請問您覺得日本高中生對怎麼樣的教材最感興趣請問您覺得日本高中生對怎麼樣的教材最感興趣請問您覺得日本高中生對怎麼樣的教材最感興趣請問您覺得日本高中生對怎麼樣的教材最感興趣？？？？ 

ＳＳＳＳ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 包含文化、社會、風俗等的成份之教材。 

ＬＬＬＬ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 具有豐富插畫、彩色版面等，視覺刺激較強烈的教材。學生對一看就會

開心，覺得好像很有趣，這種教材感興趣。 

  這個問題是針對教材的問題。問題目的是調查教師認為高中生喜歡怎

麼樣的教材。在對高中生的問卷調查結果裡，已知道高中生喜歡的教材最

多是「有很多圖畫的」，其次為「學習內容與你的生活有關的」。對照此結

果時，教師的看法與學生的意見之間幾乎沒有差距。Ｌ老師認為學生對視

覺刺激教強烈的教材感興趣，這個看法與學生喜歡「有很多圖畫的」教材

結果可以連結。 

  另外，Ｓ老師認為學生對包含文化、社會、風俗等教材感興趣，這個

與學生喜歡「學習內容與你的生活有關的」結果也很接近。從此可看見，

這兩位老師非常了解學生對哪些教材會感興趣，而按照這個感覺來能提供

給他們比較有趣的材料。筆者認為教師在教學時，了解學習者對甚麼感興

趣是非常重要的。 

 表 三-10 訪談 3-2 

2.    請問您覺得日本高中生對怎麼樣的學習內容最感興趣請問您覺得日本高中生對怎麼樣的學習內容最感興趣請問您覺得日本高中生對怎麼樣的學習內容最感興趣請問您覺得日本高中生對怎麼樣的學習內容最感興趣？？？？ 

ＳＳＳＳ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 會話練習或可以馬上用在生活溝通裡的句型與詞彙學習 

� 能讓學生主動思考的學習內容。引導學生具有自發性思考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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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ＬＬＬ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 能馬上用在會話裡的內容。可以運用在溝通裡的。對詳細文法沒有興趣，

所以文法點的解釋時候學生看起來都很無聊。 

  這個問題是針對學習內容的，問題目的是調查教師認為學生對哪些學

習內容最有興趣。兩位老師都認為學生對會話練習最有興趣。而且兩位老

師都覺得學生喜歡學的是可以馬上在溝通中應用的會話內容。比如說，Ｌ

老師在訪談中提到學生曾很喜歡「我喜歡～」的句型之會話練習。學生學

好後這之後馬上開開心心用在溝通裡，例如「我喜歡日本」、「我喜歡你」

等等，Ｌ老師說當時感覺到學生真的喜歡練習實用的會話內容。  

  這兩位老師的這個看法也與對學生的問卷結果一致，許多高中生覺得

學習華語時最想要得到的能力是會話能力。從這結果也可以看見，老師對

學生需求的了解與配合的重要性。 

 表 三-11 訪談 3-3 

3.    請問您是否在課堂上使請問您是否在課堂上使請問您是否在課堂上使請問您是否在課堂上使用過用過用過用過 sub-culture 教材教材教材教材(如如如如:流行歌流行歌流行歌流行歌、、、、電影電影電影電影、、、、電動電動電動電動、、、、漫畫等漫畫等漫畫等漫畫等)？？？？ 

ＳＳＳＳ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 沒有。但是使用的話學生一定很喜歡是沒有錯。應該要找出一個比較好

的使用方法與機會。 

ＬＬＬＬ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 使用過流行歌與具有遊戲性的東西。高中生都非常喜歡流行歌教學。具

有遊戲性的就是比如說撲克牌、畫圖卡片之類的東西。讓學生邊玩邊學

習。學生也很喜歡以這些東西學習。 

  這個問題的目的是調查這兩位老師是否曾經考慮過以青少年次文化來

教華語，而如果有筆者需要深入探討。Ｌ老師使用過華語流行歌，他的使

用方法是在一個學期內大概教五、六首流行歌曲，而在課堂上大家一起朗

讀歌詞，再一起唱歌。Ｌ老師覺得學生都很喜歡這個歌曲教學，他們的學

習態度也很積極。Ｓ老師說雖然沒使用過，但有信心如果使用，學生一定

對學習很積極的。不過Ｓ老師不知道怎麼使用才有效，所以就沒有用過。 

從激發學生學習動機的角度來說，兩位老師都認為這些教材一定有效。但

在沒有具體的使用範例之情況下，就不知道怎麼使用比較好。筆者在本研

究最後目的就是為提供給高中華語教師比較有效的青少年次文化教材使用

方法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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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三-12 訪談 3-4 

4.    請問您是否把漫畫當成教材而使用過請問您是否把漫畫當成教材而使用過請問您是否把漫畫當成教材而使用過請問您是否把漫畫當成教材而使用過？？？？ 

ＳＳＳＳ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 沒有。但想用看看。 

ＬＬＬＬ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 沒有。學生對是絕。 

  筆者將提供給高中教師比較有效的青少年次文化教材使用方法的建

議，說想使用，但不知道怎麼使用。 

表 三-13 訪談 3-5 

5.    請問對教師這個角色而言請問對教師這個角色而言請問對教師這個角色而言請問對教師這個角色而言，，，，喜歡怎麼樣的教材喜歡怎麼樣的教材喜歡怎麼樣的教材喜歡怎麼樣的教材?或覺得較好用或覺得較好用或覺得較好用或覺得較好用？？？？ 

ＳＳＳＳ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 以那教材學的話，就可以與別人溝通的。以溝通能力的學習為主編的。 

� 具有很多練習題、具體活動例的教材。 

ＬＬＬＬ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 只提供可以馬上應用在會話、溝通裡的基本句型與詞彙的。不喜歡太複雜

的。最重要的是可以馬上發出聲音而能連結到實際溝通的內容。 

  這個問題的目的是調查對教師來說好用的或喜歡的教材是怎麼樣的教

材，而與學生的意見比較起來，有怎麼樣的差別。兩位老師都認為，比較

喜歡具有能馬上應用在會話裡面的內容之教材。在教材中出現的句型、詞

彙等的項目都要在實際溝通中很實用的。 

  在對學生的問卷的同一個問題結果中，最多為「有很多圖畫的」，我們

從這兩個的結果可以看出老師最喜歡的教材與學生最喜歡的教材不太一

樣。但是從教師的角度而言，他們的主要標準是以學生最有效地學到華語

為主的，因此他們認為在教材中的視覺刺激，版面好不好看並不重要。  

四四四四、、、、    關於使用漫畫的華語教學的問題關於使用漫畫的華語教學的問題關於使用漫畫的華語教學的問題關於使用漫畫的華語教學的問題 

 表 三-14 訪談 4-1 

1.    請問您教高中生華語時請問您教高中生華語時請問您教高中生華語時請問您教高中生華語時，，，，覺得哪些方面最難教覺得哪些方面最難教覺得哪些方面最難教覺得哪些方面最難教？？？？ 

ＳＳＳＳ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 解釋文法時，很難讓學生覺得有趣。為了讓學生對文法點的學習有興趣，

設計出比較好的教學順序、有趣的活動以及練習問題是非常難，而且很辛

苦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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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ＬＬＬ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 教發音時，因為班上有太多學生，沒有辦法確認每個學生的發音正確或不

正確。另外，有時間限制的關係，也無法糾正每個學生的發音錯誤。所以，

發音很難教是因為人數與時間的關係。由班上的人數，教學難度也會變。 

  這個問題的目的是為了了解針對教高中生華語時的教學難點在哪些地

方。Ｌ老師提出的難點就是在高中教學中常看見的問題。因為高中與大學

的第二外文課不同，班上有四十幾個學生。所以不僅是發音教學而已，整

個教學課程都較難以控制。特別在發音教學上，教師應該確認每個學生發

音是否準確，但是因為班上有這麼多的學生就無法進行。Ｌ老師提到的就

是在整個高中語言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Ｓ老師提到提高學生學習動機的難點。特別認為學生因為比較喜歡會

話練習，文法點教學時他們就會比較消極，難以讓學生感興趣。所以對Ｓ

老師來說，把文法點的解釋或活動設計得好玩一點是最難的一件事。兩位

老師提到不同的難點，但在高中教學中兩個問題都非常值得討論的問題。 

 表 三-15 訪談 4-2 

2.    請問如果使用漫畫教華語請問如果使用漫畫教華語請問如果使用漫畫教華語請問如果使用漫畫教華語，，，，您覺得對哪些方面特別有效您覺得對哪些方面特別有效您覺得對哪些方面特別有效您覺得對哪些方面特別有效？？？？ 

ＳＳＳＳ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 能夠激發學生學習動機，讓學生積極一點。 

� 如果使用他們喜歡的漫畫，因為他們對內容與故事較熟悉，如果出現比

較難的句型或詞彙，他們對這些項目的理解可能又快又好。 

� 使用漫畫最助益與情境的理解。在語言學習時最要重視的是情境的掌握

與了解。但許多教材不重視這一點，而重視文法點的教學順序來編。所

以如果使用漫畫教材應該能進行重視情境的教學。 

� 高中生能對漫畫本身或漫畫裡的世界有真實感。對學習內有感到真實感

是非常重要的，使用一般的教材時，學生較容易對學習內容無法感到真

實感。但漫畫的話一定能讓他們有更清楚的真實感，所以應該也有效於

此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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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ＬＬＬ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 一定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興趣 

� 能進行重視情境的教學。 

� 對會話練習應該很有效。因為情境非常清楚，而且像與漫畫裡的角色會

話一樣，自己演一個角色的話就能與漫畫進行會話練習。有畫就可以看

到角色的表情與情況，所以較容易做角色扮演的對話練習。 

� 因為有流行性與話題性，所以關於畫風、內容、主題等可以討論的地方

非常多。進行討論課時候以漫畫的話應該較容易帶討論。 

  這個問題的目的是調查教師對以漫畫教華語的看法，特別焦點放在其

優點與效果上。在對於高中生的問卷中也有與此同樣的問題，所以也調查

教師的看法和學生的看法之差別。 

  兩位老師都第一個提出的是能激發學生學習動機。兩位老師都認為以

漫畫學華語一定可以提高學生對學習的興趣與動機。此外，這兩位老師共

同看法是關於情境理解的優點。他們都認為以漫畫學華語時的另一優點就

是其情境一目了然，能進行比較重視情境的會話教學。 

  筆者認為Ｓ老師提出的真實感也非常重要。在對學生的問卷結果裡，

知道了學生想學習與自己的生活有關的內容。但其實以高中生而言，對在

課本中常看見的到中國留學等的那些情境並沒有真實的感覺。問卷結果顯

示他們的生活與漫畫之間具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因此對學生來說對漫畫的

真實感比對課本中設定的情境來的深。以這個角度而言，以漫畫學習能直

接連接到他們的生活與現實，也能符合學生對學習的需求。 

 表 三-16 訪談 4-3 

3.    相反地相反地相反地相反地，，，，請問如果使用漫畫教華語請問如果使用漫畫教華語請問如果使用漫畫教華語請問如果使用漫畫教華語，，，，您覺得會有怎麼樣的問題您覺得會有怎麼樣的問題您覺得會有怎麼樣的問題您覺得會有怎麼樣的問題？？？？ 

ＳＳＳＳ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 完全只使用漫畫來學習的話，在詞彙與句型方面可能產生一種偏差。例

如說在某個漫畫裡常出現的詞彙或句型，有可能其實在一般會話裡很少

出現等。 

ＬＬＬＬ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 學生對漫畫本身的關心也許過於課堂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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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問題的目的也是為了了解教師對以漫畫學華語的看法，尤其是對

其缺點的看法。兩位老師提出的以漫畫學華語的缺點雖然相當少，但Ｌ老

師提出的在課堂上如果學生對漫畫本身的興趣過於學習內容的話就不太好

等，討論到很重要的問題。雖然使用漫畫應該能激發學生對學習的興趣，

但是也有可能給學生過度的興奮，而很難保持最好的課堂教學環境。所以，

筆者在教學設計中需要提出具體一點的漫畫使用方法建議，避免過度激發

學生興趣。 

  另外，Ｓ老師提到的問題也要考慮。在漫畫中出現的詞彙，句型等可

能限制於某個程度而已。所以筆者認為以漫畫教學時，教師需要把它變得

豐富一點，避免造成詞彙，句型方面的偏差。 

 表 三-17 訪談 4-4 

4.    請問如果您把已被出版的漫畫當成華語教材請問如果您把已被出版的漫畫當成華語教材請問如果您把已被出版的漫畫當成華語教材請問如果您把已被出版的漫畫當成華語教材，，，，您覺得使用以下哪一種比教好您覺得使用以下哪一種比教好您覺得使用以下哪一種比教好您覺得使用以下哪一種比教好？？？？ 

            Ａ：Ａ：Ａ：Ａ：被翻成華語的日本漫畫被翻成華語的日本漫畫被翻成華語的日本漫畫被翻成華語的日本漫畫 

            Ｂ：Ｂ：Ｂ：Ｂ：中國或台灣作者畫的華語漫畫中國或台灣作者畫的華語漫畫中國或台灣作者畫的華語漫畫中國或台灣作者畫的華語漫畫 

ＳＳＳＳ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 首先使用Ａ。因為以學生的興趣而言，日本漫畫較能夠激發他們的動機。

還有因為學生也知道漫畫的內容，所以比較容易理解。習慣了之後再使

用Ｂ。以Ｂ學習的話，也可以學到中國文化背景、社會背景等的內容。

所以最理想的使用順序是從Ａ開始後再用Ｂ。 

ＬＬＬＬ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 Ａ跟Ｂ都有優點。最好是兩種都一起使用。Ａ的話，因為學生都知道漫

畫裡的角色、故事等，所以學生比較容易理解。Ｂ的話，就算學生不熟

悉，但學生從漫畫能夠認識中國社會、文化、習慣等的事情。  

  這個問題的目的是想了解對教師的角色而言，認為以漫畫教華語時候

哪個漫畫比較好。對老師來說，在教學中儘量想要讓學生認識中國文化、

社會、習慣等的項目，所以兩位老師都認為如果只使用日本漫畫而已的話，

因為裡面畫的文化等的事情都是日本的，從漫畫無法介紹中國的事情。可

是學生當然對日本漫畫比較熟悉，對故事、角色等的了解也比較深。因此

兩位老師都認為兩種都各有優點，所以如果可以兩種都想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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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學生的同一個問題回答中，顯示大部分的學生對「Ｂ：中國或台灣

作者畫的華語漫畫」沒興趣的結果，但筆者也認為了解文化、社會等是學

語言時候的重要項目，所以以被翻成華語的日本漫畫教華語時，怎麼介紹

中國文化是還需要考慮的重點。 

 表 三-18 訪談 4-5 

5.    請問您個人是否對使用漫畫的華語教學感興趣請問您個人是否對使用漫畫的華語教學感興趣請問您個人是否對使用漫畫的華語教學感興趣請問您個人是否對使用漫畫的華語教學感興趣？？？？ 

ＳＳＳＳ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 感興趣。個人對漫畫感到大量閱讀練習的可能性。但因為學生在學習得

都是簡體字的關係，儘量使用簡體字的漫畫。也想用看看卡通、連續劇

等的有聲音的東西。 

ＬＬＬＬ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 有。不限於漫畫而已，總是都認為應該多使用一點，漫畫、插畫等的圖

畫來教學。  

  這個問題的目的是調查教師是否對漫畫教學有興趣，而分析教師對本

研究的需求。兩位老師都對使用漫畫的華語教學興趣，但是也認為其問題

也不少，例如Ｓ老師提出簡體字與繁體字的問題。在日本學華語幾乎都在

學簡體字，所以如果要配合學生曾經學習過的字，應該要使用簡體字的漫

畫。台灣雖然非常多的日本漫畫被翻成華語，但都用繁體字的，因此可能

要到中國大陸找簡體字的漫畫。Ｌ老師也對漫畫教學感興趣，但因為都不

知道怎麼用比較好，所以沒有使用過。 

  從這些意見可看見，教師對漫畫教學的需求相當高，而且其重點就在

具體的使用方法。 

 

 

 



第三章 需求分析 

85 

 表 三-19 訪談 4-6 

6.    最後最後最後最後，，，，請自由地說您對高中生請自由地說您對高中生請自由地說您對高中生請自由地說您對高中生「「「「以漫畫學華語以漫畫學華語以漫畫學華語以漫畫學華語」」」」的看法的看法的看法的看法？？？？ 

ＳＳＳＳ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 覺得是一種很有趣的題目。個人覺得漫畫教材應該最有效於讓學生學習感

到真實感。以自己的教學經驗來說，使用對學生來說具有真是感的材料一

定能夠讓高中生的學習態度，學習動機積極一點。但是有個比較實際的難

點就是在課堂上的漫畫的使用方法。使用漫畫教學時，做怎麼樣的活動，

準備怎麼樣的單字表等，要想的事情不少。 

� 以漫畫學習時候的另一個學習效果應該是認知方面的效果。因為漫畫中的

畫面、情境能對人留下非常強烈的印象，所以對情境輸入與記憶的保持會

有效。 

� 與動畫卡通、電影、電視劇等的別的媒介比起來，漫畫是沒有聲音的，比

較依靠文字的媒介。從這個角度來說，要想的是漫畫中的哪些文字訊息該

換成聲音化，哪些不用換成聲音的問題。漫畫與別的媒介比起來，在哪些

方面比較優勢？ 

� 使用漫畫應該儘量用多點的份量。用一頁兩頁而已的話無法討論到內容、

故事等，可能很無聊。所以如果能用在大量閱讀練習中，比較有意義。但

是時間也有限制，所以應該很難設計教學內容。 

ＬＬＬＬ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 覺得可以激發學生對學習的動機與興趣的好方法。但當以漫畫學習時，可

能最大的問題是漫畫裡所被使用的詞彙、表達方式等有時候太粗魯，不禮

貌。而且就算在漫畫裡常出現，但在實際生活上根本用不到的話毫無意

義。所以使用漫畫時候也要儘量提供實用的詞彙、句型，而出現太粗魯或

不禮貌的說法時候，老師要留意怎麼解釋讓學生了解。 

    最後，設定讓受訪者自由地說出看法的開放式問題。這個問題的目的

就是為了更深入地了解日本高中華語教師對以漫畫學華語的看法。兩位老

師都提到了許多非常重要的意見。 

  兩位老師共同的積極看法為漫畫教材一定有非常大的助益於激發學生

學習動機、提高學習興趣。筆者也認為這一點就是使用漫畫學習時的最主

要的效果。 

  Ｓ老師提到漫畫教材對認知的效果。他認為由於漫畫對視覺的刺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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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課本強烈得多，因此學習者對畫面、情境等理解一目瞭然，在認知

方面可能有較好的效果。另外，Ｓ老師提出很重要的問題。他認為漫畫與

別的媒體比起來，較特別的是全部的訊息都依賴文字與圖畫，完全沒有聲

音，所以要考慮的是在教學時哪些文字訊息換成聲音化，哪些不用的判斷。

在漫畫中除了對話以外，很多聲音都由文字來表達，所以在教學中教師比

較難判斷怎麼處理這些所有的文字訊息。筆者認為Ｓ老師提到的這一點是

漫畫特有的難點，所以在教學設計中特別要注意的項目。 

  關於以上的難點，筆者認為不需把所有的文字換成聲音化練習，從漫

畫裡只挑出語言的部分練習就好。Ｓ老師提到的在漫畫裡的聲音文字化是

背景聲音、擬聲語、擬態語的文字化，而這是日文特徵之一。例如；心跳

得很快的樣子用日文擬態語表達：「ドキドキ」（dokidoki）、跑的很快的樣

子用日文擬聲語表達「タタタ」（tatatata）、人跌倒的聲音用日文擬聲語

表達「ドタッ」（dotta）等，以具有較接近其聲音的字來拼。在日本漫畫

裡為了表達背景聲音或人物狀態，出現非常多的此表達方式，直接用字寫

在圖畫旁邊。由於這些日文的擬聲語、擬態語難以翻譯成別的語言，因此

翻譯版的日本漫畫裡的這些部分，幾乎都直接留著日文字。華語翻譯版的

也同樣，它只翻譯對話，旁白語言的部分，聲音都直接留著日文字。 

  因此，在教學中只把對話、旁白部分換成聲音來練習，例如透過角色

扮演，對話朗讀等，能練習自然語言表達與語氣、語調的部分。上述的背

景聲音、擬聲擬態語因為根本沒翻成華語，所以不需考慮。角色扮演等的

活動時，可以透過實際動作來做出其聲音。 

  此外，Ｌ老師認為如果只使用漫畫學習華語，可能產生學生學到的詞

彙，句型等偏於粗魯，不禮貌的表達方式的問題。筆者對這個問題認為這

些都較依靠教師的漫畫選擇與教學方式，所以只要教師的選擇與判斷沒有

錯，這個問題應該不大。不過，如果在漫畫教學裡很明顯得看見這個問題

時候，應該也要準備能練習到較接近一般說法的補充教材。 

  在此訪談調查中，雖然只訪談到兩位日本高中華語教師，但得到許多

寶貴的看法與意見。在結果中可看見教師也對以漫畫學華語感興趣，也同

意這教學概念的重要性與效果。但以教師的角度而言，就算覺得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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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知道怎麼使用漫畫更有效，所以都未試過。因此，筆者從此結果知道

高中華語教師對以漫畫教華語的需求相當高，而且他們現在最需要的是，

比較具體的使用漫畫教學的範例。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本章經由問卷與訪談的方式，了解日本高中華語學習者的漫畫閱讀態

度和對以漫畫學華語的興趣、期望與需求，以及日本高中華語教師對現代

日本高中生的學習態度與對以漫畫教華語的看法。此分析旨在透過學習者

與教師的看法與需求，以便在第四章結合教學設計模式理論來確立本研究

所欲達成的最適合現代日本高中生之教學設計目標。 

透過本章的需求分析，我們發現了日本高中生與漫畫的密切關係以及

對以漫畫學華語具有高度的興趣，尤其是對使用日本流行漫畫翻譯成華語

之漫畫教材很有興趣。 

 另外，經由對高中華語教師的訪談可知現代日本高中學生，一覺得有

趣就會很積極地去學習，所以使用漫畫對學習效果一定會有用。但是以教

師的角度來說，雖然對以漫畫教華語有興趣，但不知道該怎麼使用是最大

的猶豫點。因此，教師對漫畫教學的需求在於較具體的漫畫使用方法以及

活動範例。 

  從兩個調查結果我們也可以知道教師與學生喜歡的教材不太一樣，學

生喜歡有圖畫的、視覺刺激較大的，教師卻認為版面好不好看並不重要，

比較需要教材的系統性。筆者認為其內在的原因是教師教傳統教材已習慣

了，若把教材改為漫畫，教師會覺得失去了教學的憑據。因此，在接下來

的教學設計中，筆者設計出教師對自己的教學能夠擁有信心、憑據的漫畫

華語教學課程。 

 那麼本研究接下來在第四章將根據以上需求分析的結果，設計出一套

實際的漫畫華語教學課程以期能夠符合學習者與教師兩邊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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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漫畫華語教學設計範例漫畫華語教學設計範例漫畫華語教學設計範例漫畫華語教學設計範例    

本文分別已在第二章探討了漫畫在教學中的合理性，以及在第三章分

析了日本高中生和教師對以漫畫學華語的需求，本章將根據前述的探討與

分析，設計出一套實際的教案範例。設計的過程按照情境教學理論與溝通

教學法之概念進行，其最主要的目的為提高學生會話能力。教案部分將以

2005 年尖端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所出版的井上雄彥「灌籃高手」（完全版）第

一卷為例，設計出完整的過程。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漫畫華語漫畫華語漫畫華語漫畫華語教學教學教學教學之之之之設計概念設計概念設計概念設計概念    

    關於本教學設計的教學概念與理念，在本論文第二章文獻探討裡說

明，因此在本章第一節解釋漫畫華語教學之教學目標、教與學的活動、學

習者與教師的角色等的項目。    

一一一一、、、、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根據溝通式教學觀，其教學目標為溝通能力，尤其是會話的流暢性。

因此本研究教學設計的最主要目標為會話溝通能力的提高與流暢性的加

強。使用漫畫教材的目標是拿來本來是高中生娛樂的材料來轉換課堂氣

氛，在輕鬆一點的環境下學習華語會話。此外，情境了解與認知方面的效

果也是使用漫畫教材的主要目標。更具體的教學目標如下： 

1. 能藉由漫畫的娛樂性和流行性提升高中生對學習的興趣，增加學習

動機、解決「學習逃避」的情況，減少高中生對學習的壓力與虛無

感。 

2. 能藉由漫畫中的圖畫加強在認知方面的輸入與長期記憶。 

3. 能從漫畫中的對話與圖畫裡深入掌握會話情境。 

4. 能把從漫畫裡學到的詞彙、句型等的說法應用在真實類似的情境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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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能透過朗讀漫畫對白掌握自然的華語語氣、語調及節奏，加強華語

會話的溝通能力與流暢性。 

漫畫教學的目標特別強調的是上述的目標一與目標二，就是提高高中

生對學習興趣與動機和依據雙重編碼理論的認知方面的效果。 

二二二二、、、、      教與學的活動教與學的活動教與學的活動教與學的活動 

藉由漫畫對日本高中生的影響與漫畫的特性以增進日本高中生的華語

溝通能力是本研究漫畫教學之主要理念，為了達成此目標，在本研究教學

設計裡的教與學的活動，應該注意的原則有以下幾點：  

1. 趣味性 

看漫畫本來就是高中生的娛樂、休閒的行為，漫畫多年以來就是被

課堂或學校排斥的東西。但本研究的焦點放在這遭受排斥很久的漫畫

上，而善用其娛樂性與趣味性來進行比較有趣、實用的華語教學。使

用高中生又喜歡又熟悉的漫畫教材能提升高中生對學習的高度動機與

興趣，也能在學習中充滿趣味性。 

以漫畫教學應該儘量運用漫畫的優勢，用熟悉性、流行性、大量圖

畫、自然對話去引導高中生對學習的注意力。漫畫除了刺激視覺的功

能以外，透過漫畫朗讀、角色扮演等活動也能達成聽覺刺激效果，促

成學習者之間的互動學習等，增強漫畫教學豐富的趣味性。 

2. 針對性 

  漫畫華語教學基本上都以針對日本高中生之問卷結果為主而設

計，再加上現代高中生的學習情況調查與理論的根據，因此必須具有

實際教學的針對性與效果。教學設計中的教與學的活動之針對性可分

成兩邊的針對性，一為對日本高中生的針對性，另一為對漫畫教材的

針對性。 

  對日本高中生的針對性是以華語學習的趨勢、高中生學習的情

況、以青少年次文化的流行與語言，去設計針對日本高中生的教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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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動。另外，對漫畫教材的針對性是深入考慮漫畫具有的特性來把

它當成語言教材，具體來說，以漫畫中的大量圖畫對認知的效果、還

有理解情境的效果等，再設計出教與學的活動。 

3. 互動性 

  依據溝通式教學法與情境教與學的概念，漫畫華語教學非常重視

學習者之間的互動以及師生互動。教師引導學習者營造互動式的學

習，而避免教師為主導的態勢。漫畫華語教學能夠設計許多互動式學

習的活動，例如角色扮演、討論內容主題、交換意見等，這些活動都

能夠提高課堂的互動性，而也能夠營造比較輕鬆熱鬧的學習環境。 

4. 實用性 

  在漫畫中出現的對話通常都是自然口語，而且圖畫都表示其情

境，所以學習者離開課堂遇到與漫畫裡類似的情境時，能運用從漫畫

學過的說法、詞彙、句型等。因此漫畫華語教學的教與學的活動也強

調此實用性。  

  學習者可以在漫畫教學的課堂上從漫畫裡很清楚地學到在怎麼樣

的情境下怎麼用華語自然地表達自己的意思，學習者在課堂上所學到

的不僅能夠在課堂上運用而已，也能應用在課堂外的實際環境中。為

了達成此目標，設計的過程中也必須考慮到學生在課堂外的環境中常

會碰到的情境與漫畫裡的情境有所得連結，而要避免漫畫裡的情境與

學習者的生活相去甚遠。 

5. 多樣性 

  就學習者，尤其高中生而言，如果教與學的活動很單調、沒有變

化，就會導致高中生失去耐心，降低學習興趣，甚至失去專心上課的

態度。由於本研究的教學對象是高中生，其教與學的活動特別必須具

有豐富的多樣性，以便引起高中生對課堂內容的注意力，而避免導致

再帶來「學習逃避」之情況。 

  漫畫華語教學中可施行的教與學的活動相當多，例如角色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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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框填空、看圖說話、翻譯等等的活動都能帶來精彩的多樣性，而

且也可以學到許多詞彙、句型等的重要項目。 

三三三三、、、、      學習者的角色學習者的角色學習者的角色學習者的角色 

  根據溝通式教學法之看法，學習者在課堂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主動的

溝通者」。在溝通式教學非常強調的是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授課方式，重視學

習者的需求、學習型態以及學習目標。以這個觀點設計教學時，H.Douglas 

Brown(2003)認為教師需要以下四幾個技巧： 

四、 讓學生擁有某些主控權的技巧（例如採用小組活動或是策略訓練等） 

五、 課程的設計會採納學生的意見，而且不會對學習目標預設立場。 

六、 允許學生發揮創意與革新的技巧。 

七、 加強學生的成就感與自我價值感的技巧。 

  因此，本研究漫畫華語教學儘量以上述看法設計教學活動，讓學習者

扮演主動積極的參與角色。由於漫畫本身具備豐富的故事性和情意，所以

十分具有能使學習者對活動保有強烈的投入感與真實感的潛力。以這個角

度來說，實用漫畫的教學是非常適合實現溝通式教學理念，而能夠讓學習

者更積極地參與學習活動。    

四四四四、、、、  教學者的角色教學者的角色教學者的角色教學者的角色 

  在溝通式教學觀裡，教學者所扮演的角色是協助學生溝通的顧問角

色。教學者並不是全能的知識傳達者，而是課堂溝通過程的引導者、需求

分析者、管理者。Finocchiaro & Brumfit（1983）認為在溝通式教學裡教

學者應該從各方面幫助學習者從事可以提高學習動機的事情，也要期許學

習者多跟他人互動，不管是透過配對或是小組活動，和別人進行面對面或

是書面的溝通。 

  在本研究漫畫華語教學中也重視這個概念，身為教學者的老師提供漫

畫教材給學習者，以提高學習者的學習動機。教學者透過漫畫材料，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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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去其他人溝通，讓學習者得到華語的會話能力與溝通的流暢性。 

  更具體地說在漫畫教學中，教學者以漫畫營造出學習者與學習者之間

的良好互動以及教學者與學習者之間的良好互動，進而介紹語言知識、提

供語言情境、引導課程主題與話題、以便滿足學習者在語言層面上的需求。

教學者所扮演的角色就是重視學習者間的互動合作學習，鼓勵學習者自動

自發、主動參與，達到語言層面的學習效果的一個引導者。  

五五五五、、、、     教材的角色教材的角色教材的角色教材的角色 

  依據溝通式教學觀，教材的主要功能在於加強溝通式語言的使用。教

材具有真實性，以學習任務為主的教材。 

  在漫畫華語教學裡，其教材就是翻譯成華語的日本漫畫，漫畫與現在

日本高中生的生活之間有相當密切的關係，以真實性的角度而言，漫畫對

高中生來說是十分具有真實性的教材。 

  此外，漫畫教材是能夠提供給學習者一目了然的情境設定，而讓學習

者比較容易掌握情境，了解在某個情境下適合的華語說法。但在重視互動

式學習的教學中，教材只不過是連接學習者與學習者或學習者與教師的工

具而已。在教學中儘量利用漫畫具有的特性以及優點，例如真實性、流行

性、豐富圖畫與視覺刺激、自然口語表達方式等，而讓師生或學習者與學

習者之互動與溝通更加充實、豐富。 

六六六六、、、、     評量評量評量評量 

  漫畫華語教學之評量主要以學習者的參與和互動以及積極態度為準而

評分。由於溝通式教學法最主要的目的為提高溝通能力與流暢性，所以在

本研究漫畫華語教學設計中，最後透過口試的方式測試學習者溝通能力與

流暢性。具體評分方式如下： 

1. 課堂活動參與：教師以學生在課堂活動的表現進行評分 

2. 書面小考：在所有課程結束後舉行書面考試，題型為對話框填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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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等，在課堂上學習過的內容為主。 

3. 表演：課程結束後舉行角色扮演表演會，教師以學生口語溝通能

力、其形式是否得體、發音是否正確、語調是否自然以及表演態度

來評分。 

4. 與教師口試：由於漫畫課程目標為提高學生的會話能力，因此為了

了解學生的口語能力，教師須與學生進行個別主題口試。內容為上

課所學習到的範圍，教師主要要了解學生能不能把漫畫教材的內

容、生詞以及句型應用到一般會話裡，然後進行評分。 

漫畫華語教學的評量應該以多元的方式來了解學習者對詞彙、句型、

自然語氣、情境的掌握。教與學的活動中，設計測試學習者對於這些項目

的理解，最後再評定出整體的分數。 

七七七七、、、、     設計準則設計準則設計準則設計準則 

在針對日本高中生的漫畫華語教學設計上，筆者歸結出以下五個準則： 

1. 教學時數:目前在大部分的日本高中第二外語課一週只有一堂課,

一學期總共有十五~十六堂，一節課五十分鍾。因此筆者以一般公

立高中的第二外語教學總時數為準而設計課程。 

2. 教學對象：不分性別，年齡以一般日本高中生的一年級到三年級(滿

16 歲至 18 歲)為準。在本研究的漫畫華語教學設計中把施教學生

設定為高中二年級。高中二年級學習者已學過一年，總共 45~50

個課時左右的華語，因此教學對象的華語程度為初中級階段。 

3. 班級人數：以一般高中班級人數為準，一個班上大約有三十到四十

位學生。 

4. 教材選擇：根據對高中生之問卷結果，高中生對台灣或中國大陸的

漫畫家所畫的純華語漫畫幾乎都沒有興趣，而他們還是對翻成華語

的日本漫畫比較有興趣。因此，在此漫畫華語教學中以最受高中生

歡迎的華語版日本流行漫畫為主要教材。選擇漫畫教材的幾個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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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如下： 

� 情境的明確度：漫畫中的情境是要容易掌握的。 

� 故事性：漫畫中的故事情節要比較清楚易懂。故事性強烈的漫

畫比較能夠具體地表示各角色的關係、情節的背景，因此比較

適合當教材。 

� 學習者的熟悉度：使用日本高中生所喜歡的、熟悉的漫畫能激

發他們強烈的學習興趣。 

� 有害度的考量：由於施教對象是青少年的關係，選擇漫畫時要

注意不能有過於粗魯的語言、或有關暴力、色情的主題。上述

有害高中生身心發展的有害主題或內容不應該用在對高中生教

學的教材中。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教學設計範例教學設計範例教學設計範例教學設計範例－－－－以以以以「「「「灌籃高手灌籃高手灌籃高手灌籃高手」」」」為例為例為例為例    

一一一一、、、、 教材選擇教材選擇教材選擇教材選擇 

  在本研究中針對日本高中生的問卷結果中顯示，在現在日本高中生之

間最流行的漫畫是「ONE PIECE」(海賊王)
37
，第二名為「SLAM DUNK」(灌

籃高手)
38
。雖然第一名是「海賊王」，但筆者在本研究教學設計中使用的卻

是第二名的「灌籃高手」。其最大的原因是與第一名的「海賊王」比起來，

「灌籃高手」裡所出現的校園環境、情境以及故事比較接近今日高中生的

現實狀況。再者，「海賊王」是以冒險為主題的長篇故事，裡面出現的故事、

情境是比較脫離現實事物的，例如：海賊與陸賊的戰鬥、海賊船上的生活、

怪獸、超能力等等。跟「海賊王」相對，「灌籃高手」的故事則是高中生的

校園生活，還有籃球校隊的熱血青春等，與高中生的現實生活比較有關。

因此，筆者為了讓高中學習者對教材與教學內容感到有現實感，認為「灌

籃高手」比「海賊王」適合當教材。 

                                                      
37

 「ONE PIECE」(海賊王)，尾田榮一郎，東京：集英社， 1997- 

38
 「SLAM DUNK」(灌籃高手)，井上雄彥，東京：集英社，1990-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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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籃高手」是總共有三十一卷的長編故事漫畫，作者為日本著名的

漫畫家井上雄彥。其故事內容描述一個本來是不良少年的高中生「櫻木花

道」參加籃球校隊之後的成長，主角經歷許多困難後，了解友情、熱情、

愛情等重要價值的熱血運動故事。「灌籃高手」雖然在 1990 年至 1995 年左

右時最受歡迎，距離今日已有一段不算短的時間了，但是根據本研究的問

卷調查結果顯示，它還非常受現在高中生的歡迎，筆者發現讀者群是跨越

世代的，「人氣」也從不退燒，其原因就在於它描述的主題相當具有普遍性，

不管讀者是男女老少，只要一看，大家都會愛不釋卷的。 

  「灌籃高手」除了符合本研究上一節中提出的教材選擇標準；情境的

明確度、強烈的故事性、學習者的熟悉度、有害度的考量以外，這些現實

性以及主題普遍性就是影響筆者選擇教材最大的關鍵。以這些選擇標準而

言，「灌籃高手」是最理想的漫畫教材。另外，因為「灌籃高手」越後面關

於籃球與籃球比賽的內容越多，在教學設計中筆者使用學校生活內容較多

的第一卷最前面的部分，以避免對籃球沒興趣的學習者對教材感到無聊。 

二二二二、、、、 上課過程上課過程上課過程上課過程 

  本漫畫華語教學課程花八個課時完成，每課時現詳述於後： 

表 四-1：漫畫華語教學設計範例第一天 

 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    

漫畫華語課程：第一堂課「認識華語版的日本漫畫」 

教學時數教學時數教學時數教學時數    

共計 50 分鐘 

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 

日本高中生初級華語學習者（不限性別） 

學生動機學生動機學生動機學生動機    

對使用日本流行漫畫學習華語感到興趣 

教學理念教學理念教學理念教學理念    

採用溝通式教學法與情境教學觀之理論，在課堂上重視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和興

趣，進行華語語言教學。透過漫畫教材讓高中生感到真實感，而學到與他們生

活較接近的真實語言。 

 

 

 

 

 

 

 

 

第第第第    

一一一一    

天天天天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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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日本流行漫畫在台灣受歡迎的程度。 

� 認識華語版的日本流行漫畫 

� 討論「灌籃高手」在日本的「人氣」和對台灣的影響 

� 練習主要詞彙與句型 

� 能看得懂漫畫裡的情境與對話內容 

教材教材教材教材    

� 硬體：教室 

� 軟體：講義（附華語漫畫），詞彙表，對話列表 

� 設備：電腦，投影機，PPT 簡報檔案，黑板 

使用漫畫與講義使用漫畫與講義使用漫畫與講義使用漫畫與講義    

 

� 「灌籃高手」第一卷 p5-p6 

 

圖 四-2：教材① 



第四章 漫畫華語教學設計範例 

97 

 
圖 四-3： <講義 1：填空漫畫 A> 

 

＜對話(正確順序)＞ 

 

女同學：對不起，櫻木。我喜歡籃球隊的小田。 

櫻木：對不起！！ 

櫻木朋友：啊啊！ 

水戶: 恭喜大爺，賀喜夫人！花道終於收集到第 50個「對不起」了！ 

    連續被 50 個女生拒絕! 

高宮:沒有人能打破這個驚人的紀錄耶！ 

大楠:這下子總算可以了無遺憾地畢業啦！ 

櫻木：你們說夠了沒？ 

櫻木朋友：唔！ 

水戶：好像玩得太過火了…。 

高宮：嗚哇！我們是無意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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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隨機排)＞ 

 

1.你們說夠了沒？ 

2.這下子總算可以了無遺憾地畢業啦！ 

3.對不起，櫻木。我喜歡籃球隊的小田。 

4.啊啊！ 

5.沒有人能打破這個驚人的紀錄耶！ 

6.好像玩得太過火了…。 

7.唔！ 

8.恭喜大爺，賀喜夫人！花道終於收集到第 50 個「對不起」了！連續被 50 個女生拒絕! 

9.對不起！！ 

10.嗚哇！我們是無意的啊！ 

 

圖 四-4：<講義 2：對話台詞 A> 

     表 四-2：<講義 3：詞彙/句型表 A> 

詞彙表 

灌籃 意思:                  造句: 

高手 意思:                  造句: 

對不起 意思:                  造句: 

喜歡 意思:   造句: 

籃球/籃球隊 意思:   造句: 

連續 意思:   造句: 

終於 意思:   造句: 

收集 意思:   造句: 

拒絕 意思:   造句: 

打破 意思:   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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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 意思:   造句: 

畢業 意思:   造句: 

過火 意思:   造句: 

總算 意思:   造句: 

恭喜 意思:   造句: 

了無遺憾 意思:   造句: 

<句型練習> 

� 「被」を使った文型 

漫画中の使い方：連續被 50 個女生拒絕! 

 

 

� 「Ｖ夠了沒有」の言い方 

漫画中の言い方：你們說夠了沒？ 

 

 

� 「Ｖ得太 adj 了」の言い方 

漫画中の言い方：玩得太過火了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課堂活動課堂活動課堂活動課堂活動    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0000----15151515    

min.min.min.min.    

導言 

介紹日本青少年次文

化對臺灣的影響 

 

給學生觀看許多華語版日本

流行漫畫的封面，用日文介紹

日本文化在台灣受歡迎的程

度。 

１. 使用投影機給學生觀看<

漫畫華語教學簡介

PPT>、日本流行漫畫「海

賊王」、「灌籃高手」、「多

啦 A 夢」等的華語版封

面，引起學生的興趣。 

２. 認識課程主題與封面中

出現的華語詞彙。例如：

使用投影

機 

 

使用<漫畫

華語教學

簡介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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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漫畫」、「海

賊」、「王」、「灌籃」、「高

手」等的發音和意思。 

３. 討論這次使用的漫畫教

材「灌籃高手」以前在日

本之風行以及自己有否

看過，或對「灌籃高手」

的回憶。 

15151515----25252525    

min.min.min.min.    

認識「灌籃高手」的

幾個主要角色 

練習主要角色名字的華語發

音，而準備閱讀「灌籃高手」。 

１. 給學生看幾個主要角色的

圖畫。 

２. 練習主要角色名字的華語

發音，例如： 

＜櫻木花道＞ 

３. 延伸詞彙練習。例如： 

＜櫻花＞ 

＜道路＞ 等 

使用投影

機給學生

看圖畫。 

25252525----45454545    

min.min.min.min. 

詞彙解釋 

發音練習 

 

 

文法與句型 

的練習 

給予學生對話框裡面是空格

的漫畫<講義 1：填空漫畫

A>、只有文字的<講義 2：對

話台詞 A>與<講義 3：詞彙/

句型表 A>，練習對話中出現

的詞彙與發音。 

１. 首先發給學生對話框裡是

空格的漫畫<講義 1：填空

漫畫>，問學生只看圖畫能

想像是怎麼樣的情境？而

透過這步驟讓學生掌握從

視覺了解的情境。 

２. 接下來給學生只有文字的

對話台詞內容<講義 2：對

話台詞>與<講義 3：詞彙

表 A>，練習詞彙發音和意

使用<講義

1：填空漫

畫 A> 

、<講義 2：

對話台詞

A>以及<講

義 3：詞彙

/句型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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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例如： 

＜喜歡＞、＜籃球隊＞、

＜對不起＞、＜恭喜＞、

＜終於＞、＜打破＞、＜

畢業＞等。 

３. 文法點的解釋。對話裡出

現的主要文法以及句型的

解釋與練習。例如：被字

句＜連續被 50 個女生拒

絕!＞、Ｖ夠了沒有？＜你

們說夠了沒？＞等。 

45454545----50505050    

min.min.min.min. 
作業通知 

通知學生作業內容與下一次

上課內容。 

１. 通知學生作業內容是使用

今日學過的句型造句。以

一個句型造兩個以上的句

子。 

２. 發給學生作業表。 

３. 通知學生下次上課內容後

下課。 

 

 

 
       圖 四-5：簡介 PPT 例子 1             圖 四-6：簡介 PPT 例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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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四-7：簡介 PPT 例子 3            圖 四-8：簡介 PPT 例子 4 

表 四-3：漫畫華語教學設計範例第二天 

 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    

漫畫華語課程：第二堂課「以灌籃高手學華語 2」 

教學時數教學時數教學時數教學時數    

共計 50 分鐘 

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 

日本高中生初級華語學習者（不限性別） 

學生動機學生動機學生動機學生動機    

對使用日本流行漫畫學習華語感到有興趣 

教學理念教學理念教學理念教學理念    

採用溝通式教學法與情境教學觀之理論，在課堂上重視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和

興趣，進行華語語言教學。透過漫畫教材讓高中生感到真實感，而學到與他

們生活較接近的真實語言。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 練習主要詞彙與句型 

� 能看得懂漫畫裡的情境與對話內容 

教材教材教材教材    

� 硬體：教室 

� 軟體：講義（附華語漫畫），詞彙表，對話列表 

� 設備：電腦，投影機，簡報檔案，黑板 

 

 

 

 

    

第第第第    

二二二二    

天天天天 

 

使用漫畫使用漫畫使用漫畫使用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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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籃高手」第一卷 p5-p6（教材①） 

� 「灌籃高手」第一卷 p9（教材②） 

 
圖 四-9：教材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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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0：<講義 4：填空漫畫 B> 

 

＜對話＞ 

[4 月---縣立湘北高校---] 

大楠:洋平，花道還好吧？ 

水戶：還是老樣子，處於自我放逐的狀態。 

   原本以為上高中之後就會重新振作了。 

   別看他一頭火紅的頭髮，那小子其實內向得很。 

[對不起，我喜歡籃球隊的小田。] 

大楠：花道───！！不要悶悶不樂的啦！籃球隊沒什麼了不起的！ 

 

圖 四-11：<講義 5：對話台詞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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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四-4：<講義 6：詞彙表 B> 

詞彙表 

還好 意思:                  造句: 

老樣子 意思:                  造句: 

自我 意思:                  造句: 

放逐 意思:   造句: 

原本 意思:   造句: 

以為 意思:   造句: 

重新 意思:   造句: 

振作 意思:   造句: 

其實 意思:   造句: 

內向 意思:   造句: 

了不起 意思:   造句: 

悶悶不樂 意思:   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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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型練習> 

� 「adj 得很」を使った文型 

漫画中の使い方：內向得很 

 

 

� 「沒什麼 adj 的」＝「有什麼 adj 的」

の言い方 

漫画中の言い方：籃球隊沒什麼了不起的! 

 

 

� 「別看/不要看~~其實/事實上~~」の

言い方 

漫画中の言い方：別看他一頭火紅的頭髮，那小子其實內向得很。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課堂活動課堂活動課堂活動課堂活動    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0000----10101010    

min.min.min.min.    

繳交作業 

複習上次的內容 

１.首先叫學生繳交作業表。 

２.從學生作業表中選出幾

個句子，複習上次學過的句

型。 

 

10101010----20202020    

min.min.min.min.    

對話填空 

活動 

訓練掌握情境，從而選出最

適合其情境的言語。 

１.叫學生把上次給的<講義

1：填空漫畫 A>與<講義 2：

對話台詞 A>拿出來。 

２.叫學生從隨機排列的對

話台詞表裡選出適合每個空

白對話框的台詞，而以手寫

填空。 

３.大家一起討論每個人所

填的答案是否正確，並發給

學生原本的華語漫畫，核對

答案。 

<講義 1：

填空漫畫

A> 

、<講義

2：對話台

詞 A> 

20202020----35353535    

min.min.min.min. 

朗讀活動 

簡單角色扮演 

使用填好空格的漫畫，練習

朗讀，訓練自然會話發音以

及語調。 

１.隨著漫畫裡的順序一起

朗讀每個對話台詞。 

使用<講義

1：填空漫

畫 A> 

、<講義

2：對話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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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以 5-6 個人一組分組，分

配一人一個角色，看著漫畫

練習對話朗讀。(不用加動

作) 

３.每一組輪流發表。  

詞 A>以及

<講義 3：

詞彙表 A> 

35353535----45454545    

min.min.min.min. 
討論 

發給學生漫畫的接下來的對

話空白版<講義 4：填空漫畫

B>，讓學生透過視覺掌握大

概的情境。再討論是怎麼樣

的故事發展故事是怎樣的發

展。 

１.發給學生<講義 4：填空漫

畫 B>。 

２.討論接下來的故事怎麼

樣發展。 

３.叫學生用華語簡單解釋

主角［花道］的情況。 

 

45454545----50505050    

min.min.min.min.    
作業通知 

１.發給學生接下來的部分

裡所出現的詞彙表<講義 6：

詞彙表 B> 

２.通知學生今日的作業是

回家查新單字的拼音與意

思。 

３.下課。 

 

 

表 四-1：漫畫華語教學設計範例第三天 

 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    

漫畫華語課程：第三堂課「以灌籃高手學華語 2」 

教學時數教學時數教學時數教學時數    

共計 50 分鐘 

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 

日本高中生初級華語學習者（不限性別） 

學生動機學生動機學生動機學生動機    

對使用日本流行漫畫學習華語感到有興趣 

教學理念教學理念教學理念教學理念    

 

 

 

 

 

第第第第    

三三三三    

天天天天 

 
採用溝通式教學法與情境教學觀之理論，在課堂上重視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和興



漫畫在華語文教學上的運用---以日本高中生為研究對象 

108 

趣，進行華語語言教學。透過漫畫教材讓高中生感到真實感，而學到與他們生活

較接近的真實語言。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 透過中翻日的翻譯活動發現日語口語與華語口語表達方式的差別。 

� 練習主要詞彙與句型 

� 能看得懂漫畫裡的情境與對話內容 

教材教材教材教材    

� 硬體：教室 

� 軟體：講義（附華語漫畫），詞彙表，對話列表 

� 設備：電腦，投影機，簡報檔案，黑板 

使用漫畫與講義使用漫畫與講義使用漫畫與講義使用漫畫與講義    

� 「灌籃高手」第一卷 p5-p6（教材①） 

� 「灌籃高手」第一卷 p9（教材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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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2：教材②(日文版) 

 

 

＜對話＞ 

[4 月---縣立湘北高校---] 

大楠:洋平，花道還好吧？ 

水戶：還是老樣子，處於自我放逐的狀態。 

   原本以為上高中之後就會重新振作了。 

   別看他一頭火紅的頭髮，那小子其實內向得很。 

[對不起，我喜歡籃球隊的小田。] 

大楠：花道───！！不要悶悶不樂的啦！籃球隊沒什麼了不起的！ 

 

圖 四-13：<講義 5：對話台詞 B>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課堂活動課堂活動課堂活動課堂活動    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0000----15151515    

min.min.min.min.    

作業内容對答 

詞彙解釋 

發音練習 

解釋詞彙表中單字發音與意

思，先讓學生習慣上課中碰到

的詞彙。 

１.叫學生把作業與對話框裡

面是空格的漫畫<講義 3：填空

漫畫 B>拿出來，先從視覺理解

漫畫裡的情境。 

２.發給學生只有文字的對話

台詞內容<講義 5：對話台詞Ｂ

>。 

３.按照<講義 5：對話台詞Ｂ>

裡出現的新單字順序，叫學生

發表自己查過的詞彙發音與意

思。 

４.大家一起發音練習。教師若

發現學生發音錯誤馬上糾正。 

<講義 4：填

空漫畫 B> 

<講義 5：對

話台詞 B> 

<講義 6：詞

彙表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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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1515----30303030    

min.min.min.min.    

文法與句型 

的練習 

對話裡出現的主要文法以及句

型的解釋與練習。例如：adj

得很＜那小子其實內向得很

＞、沒什麼～的＜籃球隊沒什

麼了不起的＞等。 

１.首先發給學生<講義 5：對

話台詞 B>，解釋重要文法與句

型。 

２.叫學生使用學過的句型造

句。 

３.隨堂指定幾個學生，讓他們

發表造出的句子，教師再確認

句子的正確性。 

<講義 4：填

空漫畫 B> 

、<講義 5：

對話台詞

B> 

30303030----45454545    

min.min.min.min. 
翻譯活動 

讓學生把華語版漫畫翻成日

文，然後再與原日文版進行比

對。 

１.首先叫學生按照<講義 5：

對話台詞 B>,在<講義 3：填空

漫畫 B>裡填入華語對話。 

２.接下來再發給學生新的<講

義 3：填空漫畫 B>，叫學生照

練習過的詞彙與句型的意思，

把華語翻譯版翻譯成自己所想

的日文。 

３.最後發給學生與教材②同

一部分的原日文版，讓學生把

自己翻譯的日文與原日文版比

對，讓學生發現自然日文口語

翻成華語時最自然的華語說

法。 

使用<講義

4：填空漫

畫 B> 

、<講義 5：

對話台詞

B>以及<講

義 6：詞彙

表 B> 

45454545----50505050    

min.min.min.min. 
結束 

１.複習重要句型。 

２.發給學生下一堂課時使用

的<講義 7：填空漫畫 C>，叫學

生看一看叫學生先預習。 

３.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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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6：漫畫華語教學設計範例第四天 

 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    

漫畫華語課程：第四堂課「以灌籃高手學華語 3」 

教學時數教學時數教學時數教學時數    

共計 50 分鐘 

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 

日本高中生初級華語學習者（不限性別） 

學生動機學生動機學生動機學生動機    

對使用日本流行漫畫學習華語感到有興趣 

教學理念教學理念教學理念教學理念    

採用溝通式教學法與情境教學觀之理論，在課堂上重視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和興

趣，進行華語語言教學。透過漫畫教材讓高中生感到真實感，而學到與他們生

活較接近的真實語言。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 透過日翻華的翻譯活動習得自然的華語口語表達方式。 

� 練習主要詞彙與句型。 

� 能看得懂漫畫裡的情境與對話內容。 

教材教材教材教材    

� 硬體：教室 

� 軟體：講義（附華語漫畫），詞彙表，對話列表 

� 設備：電腦，投影機，簡報檔案，黑板 

使用漫畫使用漫畫使用漫畫使用漫畫    

 

 

 

 

 

 

 

 

 

 

 

 

第第第第    

四四四四    

天天天天 

 

 

� 「灌籃高手」第一卷 p9（教材②） 

� 「灌籃高手」第一卷 p10（教材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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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4：教材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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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5：教材③（原日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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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6：<講義 7：填空漫畫 C> 

 

圖 四-17：<講義 8：對話台詞 C> 

 

 

＜對話＞ 

水戶：大楠，你不知道「籃球」這兩個字現在是花道的禁忌嗎？找死啊！

男同學１：現在又不是午餐時間，不要一直吃藍莓餅乾啦。 

男同學２；你給我管！ 

花道：籃球餅乾？ 

男同學３：決戰猩球真的很好看，保證讚喔！ 

男同學４：是哦？ 

花道：決戰籃球？ 

水戶：他會不會太敏感了點…？ 

高宮：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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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四-7：<講義 9：詞彙表 C> 

詞彙表 

禁忌 意思:                  造句: 

午餐 意思:                  造句: 

藍莓 意思:                  造句: 

餅乾 意思:   造句: 

管 意思:   造句: 

好看 意思:   造句: 

保證 意思:   造句: 

讚 意思:   造句: 

敏感 意思:   造句: 

一直 意思:   造句: 

又不是 意思:   造句: 

<句型練習> 

� 「又不是~」を使った文型 

漫画中の使い方：現在又不是午餐時間，不要一直吃藍莓餅乾啦。 

 

 

� 「太 adj 了點」を使った文型 

漫画中の言い方：會不會太敏感了點…。 

 

� 不要（一直）V 啦を使った文型 

漫画中の言い方：不要一直吃藍莓餅乾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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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課堂活動課堂活動課堂活動課堂活動    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0000----5555    

min.min.min.min.    
導入 

首先發給學生<講義 7：填空

漫畫 C>，讓學生只透過漫畫

裡的圖畫想像接下來的故事

發展，訓練掌握情境。 

１.發給學生<講義 7：填空漫

畫 C>。 

２.大家討論只看圖畫的感覺

與故事發展。 

 

5555----15151515    

min.min.min.min.    

詞彙解釋 

發音練習 

發給學生<講義 9：詞彙表

C>，練習新單字與其發音。 

１.發給學生<講義 9：詞彙表

C>。 

２.教師解釋每一個單字意思

後，練習每個新單字出現的成

句。 

３.大家朗讀包含新單字的句

子，練習語氣與語調。 

<講義 7：

填空漫畫

C> 

<講義 9：

詞彙表 C> 

 

15151515----25252525    

min.min.min.min.    
句型的練習 

以<講義 9：詞彙表 C>裡得為

主，練習漫畫中出現的重要句

型。 

１.教師解釋「又不是~」「太

adj 了點」「不要（一直）V 啦」

的用法。 

２.叫學生用以上兩三個句

型，各造一個句子。 

３.造句發表。學生造的句子

裡如果有錯誤，由教師糾正。 

<講義 9：

詞彙表 C> 

25252525----45454545    

min.min.min.min. 

翻譯活動 

（日翻中） 

發給學生與教材③同一部分

的原日文版。然後叫學生再參

考剛練習的單字和句型，試著

把日文對話翻成華語。 

１. 發給學生與教材③同一

部分的原日文版。 

２.看完原日文版之後,分組

分成一組 5~6 個人的組，討論

怎麼翻成華語比較合適。 

<講義 7：

填空漫畫

C> 

<講義 8：

對話台詞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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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討論玩完之後以<講義 3：

填空漫畫 B>合作填空。 

４.填完空填空完畢後再發表

每一組的對話內容。 

５.最後，發給每個學生教材

③華語版與<講義 8：對話台

詞 C>，與自己翻譯的比對進

行比對，再跟大家練習一下華

語版裡面的自然華語口語。 

45454545----50505050    

min.min.min.min. 
結束 

１.教師口頭整理以上的內

容給學生聽之後，預告校一

堂課下一堂課的上課內容。 

２.下課。 

 

 

表 四-8：漫畫華語教學設計範例第五天 

 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    

漫畫華語課程：第五堂課「以華語加強想像力」 

教學時數教學時數教學時數教學時數    

共計 50 分鐘 

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 

日本高中生初級華語學習者（不限性別） 

學生動機學生動機學生動機學生動機    

對使用日本流行漫畫的華語學習感到興趣 

教學理念教學理念教學理念教學理念    

採用溝通式教學法與情境教學觀之理論，在課堂上重視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和興

趣，進行華語語言教學。透過漫畫教材讓高中生感到真實感，而學到與他們生活

較接近的真實語言。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 透過視覺掌握情境，說出最合適的華語 

� 練習主要詞彙與句型 

� 能看得懂漫畫裡的情境與對話內容 

教材教材教材教材    

� 硬體：教室 

� 軟體：講義（附華語漫畫），詞彙表，對話列表 

� 設備：電腦，投影機，簡報檔案，黑板 

 

 

 

 

 

 

 

 

    

    

    

    

第第第第    

五五五五    

天天天天 

 

使用漫畫使用漫畫使用漫畫使用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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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籃高手」第一卷 p12-p13（教材④） 

 

圖 四-17：教材④ 

 
圖 四-18：<講義 10：填空漫畫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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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 

晴子：同學，你喜歡打籃球嗎？ 

花道：一見鍾情…！ 

朋友們：……… 

晴子：你長得好高喔，大概跟流川一樣高吧？ 

水戶：流川？ 

高宮：誰啊？ 

大楠：沒聽過。 

晴子：哇！好結實的肌肉！ 

花道：！！ 

晴子：腿肌也是！簡直是天生的運動家嘛！ 

花道：謝…謝謝誇獎… 

朋友們：……！！  

圖 四-19：<講義 11：對話台詞 D> 

 

     表 四-9：<講義 12：詞彙表 D> 

詞彙表 

喜歡 意思:                  造句: 

打 意思:                  造句: 

打籃球 意思:                  造句: 

一見鍾情 意思:                  造句: 

長得 意思:   造句: 

結實 意思:   造句: 

肌肉 意思:   造句: 

腿肌 意思:   造句: 

簡直 意思:   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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誇獎 意思:   造句: 

運動家 意思:   造句: 

<句型練習> 

� 「S 喜歡 V O」を使った文型 

漫画中の使い方：喜歡打籃球 

 

 

� 「V 得（好）adj」を使った文型 

漫画中の言い方：長得好高 

 

� 「S跟 O 一樣 adj」を使った文型 

漫画中の言い方：大概跟流川一樣高吧 

 

 

� 「簡直是 SC 嘛」を使った文型 

漫画中の言い方：簡直是天生的運動家嘛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課堂活動課堂活動課堂活動課堂活動    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0000----10101010    

min.min.min.min.    

導入 

首先介紹今天的活動內

容，激發學生興趣與創

意動機，再解釋具體的

方法。 

１.發給學生<講義 6：

填空漫畫 C>。 

２.活動介紹：以華語創

作漫畫台詞。 

３.方法解釋：首先看<

講義 6：填空漫畫 C>中

的圖畫，從視覺想像漫

畫中的情境。接下來，

以前面故事的流程，自

己把這部分的漫畫故事

發展出來。最後，以曾

<講義 10：填空

漫畫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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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過的華語詞彙、句型

來創作漫畫中的對話台

詞，填空。 

10101010----45454545    

min.min.min.min.    

創意活動 

（分組） 

讓學生以視覺掌握情境

創造自己想像的對話台

詞。主要目的為加強把

握情境力以及以學過的

華語來想出口語會話。 

１.分組：大約 6 人一組 

２.分組確認前面的故

事，再討論以後故事會

如何發展。 

３. 想像<講義 6：填空

漫畫C>中的具體對話台

詞。 

４.把想好的對話填寫

在空白對話框裡。此時

允許學生查辭典。 

５.把做好的東西完成

的隨堂作業繳交給教

師。 

<講義 10：填空

漫畫 D> 

 

教師作業：在學

生寫的對話內

容中若有文法

錯誤或明顯詞

彙錯誤，把這些

修改成正確的

華語。此時教師

要注意留著學

生想表達的意

思，而修改。 

    

45454545----50505050    

min.min.min.min. 

作業公布 

結束 

１.發給學生<講義 8：

詞彙表 C>後，公布作業

內容：查講義中單字的

發音與意思。 

２.預告下一堂課的上

課內容。 

３.下課 

<講義 12：詞

彙表 D> 

 

 

表 四-10：漫畫華語教學設計範例第六天 

 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    

漫畫華語課程：第六堂課「以華語加強想像力 2」 

教學時數教學時數教學時數教學時數    

共計 50 分鐘 

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 

日本高中生初級華語學習者（不限性別） 

 

 

 

 

 

 學生動機學生動機學生動機學生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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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使用日本流行漫畫的華語學習感到興趣 

教學理念教學理念教學理念教學理念    

採用溝通式教學法與情境教學觀之理論，在課堂上重視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和興

趣，進行華語語言教學。透過漫畫教材讓高中生感到真實感，而學到與他們生活

較接近的真實語言。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 練習主要詞彙與句型 

� 能看得懂漫畫裡的情境與對話內容 

教材教材教材教材    

� 硬體：教室 

� 軟體：講義（附華語漫畫），詞彙表，對話列表 

� 設備：電腦，投影機，簡報檔案，黑板 

使用漫畫與講義使用漫畫與講義使用漫畫與講義使用漫畫與講義    

� 「灌籃高手」第一卷 p12-p13（教材④）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課堂活動課堂活動課堂活動課堂活動    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0000----5555    

min.min.min.min.    
導入 

１.解釋今日的上課內容。 

２.教師把修改過的功課

feedback 給學生。教師把

批改過的功課發還給學生 

 

5555----30303030    

min.min.min.min.    

發表活動 

（分組） 

分成與上一堂相同的組

別，叫學生確認有哪些錯誤

之後，每一組按照自己想出

的台詞發表角色扮演。 

１.分組：與上一堂課同一

組組別與上一堂課相同 

２.分組後叫每一組確認老

師修改過的內容。 

４. 將影印好的每一組的

創作內容發。發給別組同學

共同分享。 

３. 每一組分配角色，按照

自己組內所作的對話台詞

練習角色扮演。 

４.每一組上台發表。  

 

 

 

 

 

 

 

 

 

 

 

 

 

 

 

 

第第第第    

六六六六    

天天天天 

 

30303030----45454545    

min.min.min.min. 

詞彙句型 

練習 

發給學生原漫畫「灌籃高

手」第一卷 p12-p13 的部分

<教材④> 

＜講義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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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④)，大家一起分享，

而叫學生與自己做過的比

較一下。然後再練習新單字

與句型。  

１. 發給學生原本的漫畫

(教材④)以及＜講義 7：對

話台詞表Ｃ＞。 

２.叫學生把作業<講義

8：詞彙表 C>拿出來，大家

練習自己查過的新單字的

發音與意思。 

３. 使用＜講義 7：對話台

詞表Ｃ＞，解釋重要句型以

及有用的華語說法。 

對話台詞D＞ 

<講義 12：

詞彙表 D> 

 

 

 
45454545----50505050    

min.min.min.min.    
結束 

１.解釋下一堂課的活動 

２.下課 

 

 

表 四-11：漫畫華語教學設計範例第七天 

 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    

漫畫華語課程：第七課「與卡通版連結練習配音」 

教學時數教學時數教學時數教學時數    

共計 50 分鐘 

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 

日本高中生初級華語學習者（不限性別） 

學生動機學生動機學生動機學生動機    

對使用日本流行漫畫的華語學習感到興趣 

教學理念教學理念教學理念教學理念    

採用溝通式教學法與情境教學觀之理論，在課堂上重視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和興

趣，進行華語語言教學。透過漫畫教材讓高中生感到真實感，而學到與他們生活

較接近的真實語言。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第第第第    

七七七七    

天天天天 

 

� 認識日本流行漫畫的華語卡通版 

� 習慣自然華語發音與速度 

� 輸入（input）過的內容(學過的詞彙,句型)透過卡通配音的方式輸出

(output)。課程教學內容勢必更有效地留在學生的腦袋裡。 



漫畫在華語文教學上的運用---以日本高中生為研究對象 

124 

 

 

教材教材教材教材    

� 硬體：教室 

� 軟體：講義（附華語漫畫），詞彙表，對話列表，卡通電子檔 

� 設備：電腦，投影機，簡報檔案，黑板，錄音機 

使用漫畫與卡通使用漫畫與卡通使用漫畫與卡通使用漫畫與卡通    

� 「灌籃高手」第一卷 p5-p6（教材①） 

� 「灌籃高手」第一卷 p9（教材②） 

� 「灌籃高手」第一卷 p10（教材③） 

� 「灌籃高手」第一卷 p12-p13（教材④） 

� 「灌籃高手」卡通版第一集（無聲版） 

� 「灌籃高手」卡通版第一集（華語配音版）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課堂活動課堂活動課堂活動課堂活動    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0000----15151515    

min.min.min.min.    
導入 

１.解釋今日上課內容。 

２.讓學生看「灌籃高手」

卡通版第一集（華語配音

版）的前 6~10 分鐘。 

 

15151515----45454545    

min.min.min.min.    

配音活動 

（分組） 

分組分成 5~6 個人一組，按

照之前上過的所有內容，練

習配卡通對話音練習卡通

對話的配音。漫畫中的對話

與卡通中的幾乎都一樣，因

此叫學生複習以前的對話

部分，再以卡通的速度來配

音。 

１.分組：5~6 個人一組 

２.叫學生分配角色 

３.以之前練習過的漫畫複

習所有對話。 

４.以卡通畫面變換的速度

來練習自然速度的華語。 

５.練習完之後，每一組看

著卡通錄下自己配音的對

話台詞。(練習版) 

６.每一組錄完音後，錄音

檔繳交給老師。 

「灌籃高手」

卡通版第一

集（無聲版） 

錄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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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54545----50505050    

min.min.min.min. 
結束 

１.預告下一堂課的考試內

容。 

２.下課 

 

 

表 四-12：漫畫華語教學設計範例第八天 

 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    

漫畫華語課程：第八課「漫畫華語課程總結：小考/面談」 

教學時數教學時數教學時數教學時數    

共計 50 分鐘 

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 

日本高中生初級華語學習者（不限性別） 

學生動機學生動機學生動機學生動機    

對使用日本流行漫畫的華語學習感到興趣 

教學理念教學理念教學理念教學理念    

採用溝通式教學法與情境教學觀之理論，在課堂上重視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和興

趣，進行華語語言教學。透過漫畫教材讓高中生感到真實感，而學到與他們生活

較接近的真實語言。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 透過小考的方式確認學生是否學到詞彙/句型等的上課內容，而總結所上過

的內容。 

� 透過與教師面談的方式（透過由教師口試的方式）確認學生的發音以及口語

表達的能力有否是否有進步。 

� 激發以後再繼續學習華語的動機，大家分享對漫畫華語課的感想。 

教材教材教材教材    

� 硬體：教室 

� 軟體：講義（附華語漫畫），考卷，錄音檔  

� 設備：電腦，投影機，音響，黑板 

使用漫畫與卡通使用漫畫與卡通使用漫畫與卡通使用漫畫與卡通    

� 「灌籃高手」第一卷 p5-p6（教材①） 

� 「灌籃高手」第一卷 p9（教材②） 

� 「灌籃高手」第一卷 p10（教材③） 

� 「灌籃高手」第一卷 p12-p13（教材④） 

� 「灌籃高手」卡通版第一集（華語配音版）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課堂活動課堂活動課堂活動課堂活動    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第第第第    

八八八八    

天天天天 

 

0000----5555    

min.min.min.min.    

導入 

１.考試方法的解釋。解釋

考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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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發給學生考卷。將考卷

發給學生 

5555----35353535    

min.min.min.min.    

考試與面談 

考試內容以學過的詞彙與

句型為主。 

１.詞彙部分：教師放每個

練習過的華語配音卡通版

的詞彙部分，考測驗學生的

聽力。學生把聽到的詞彙與

日語意思寫在考卷上，同時

也測驗學生是否對中日文

有筆畫差異的漢字寫得是

否正確以及意思的了解度。 

２.句型部分：學生把題目

的句子翻譯成日語。題目的

句子都以練習過的句型編

寫而成。此外，學生得以給

學生的題目中的句型來造

句，教師考核學生的造句能

力。例如：題目為[名詞跟

名詞一樣形容詞],學生須

以這個句型來造句，例如：

[猴子跟人類一樣聰明]等。 

３.同時，利用考試時間輪

流叫各組（分組以以前分過

的組為準分組以之前上課

的組別為準）來別另一間房

間到另一個房間/教室，與

教師簡單面談由教師簡單

口試。教師透過這面談這項

口試主要看確認學生的發

音是否準確，學過的句型應

用得對不對，能不能應用在

別的話題中，以及華語綜合

口語表達能力。面談口試中

老師提問，叫學生回答問

題，或跟組員討論。例如老

師提問：Ａ同學長得跟你一

「灌籃高手」

卡通版第一

集（華語

版），音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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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高嗎？你喜歡打籃球

嗎？如果不喜歡，那你喜歡

甚麼運動？請用華語回答

一見鍾情的大概的意思、相

信一見鍾情嗎？為甚麼？

大家討論一下，等等。面談

口試每一組大約 5-6 分鐘。 

35353535----45454545    

min.min.min.min. 
結束 

１.大家一起觀看灌籃高手

華語配音卡通版第一集剩

下的部份。 

２.大家分享對華語配音卡

通版的感想。 

 

 

 

 
45454545----50505050    

minminminmin    
總結 

１.叫學生寫對漫畫華語課

程的感想與意見，繳交給教

師。 

２.教師說總結語跟建議。 

３.下課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使用漫畫教學之注意點使用漫畫教學之注意點使用漫畫教學之注意點使用漫畫教學之注意點    

    雖然漫畫華語教學能夠提高日本高中生的學習動機與興趣，也能設計

出許多教學活動以及測試方法，但當真的使用漫畫教華語時，有些地方要

注意。在本節探討其實際問題與注意點，也介紹解決方法。 

  筆者認為教師按照以上設計的課程進行教學時，會碰到以下幾項問題： 

1. 非規範式的華語（在台灣才用到的說法）： 

  由於本教學設計使用台灣出版的華語翻譯版日本漫畫，因此在漫畫中

出現台灣才使用的非規範式的華語。例如；「你給我管!」、「保證讚喔!」、「不

要悶悶不樂的啦!」的語尾助詞「啦」等，這些都是閩南式華語，對學習者

來說將有問題。關於此問題的解決，最需要的是教師與學習者對此華語情

況的了解，而在已經了解的狀況下進行教學就沒有問題。 

  碰到此問題時，教師該首先解釋給學習者；因為這是台灣版的華語翻

譯，所以有些說法是受到閩南語影響的，在中國大陸不這麼說。再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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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教標準的說法，例如；「你給我管!」在中國大陸（規範式華語）的話說

「不要管我!」、「保證讚喔!」通常說「保證很好看喔!」等等。學習者知道

此差別後，再練習台灣的說法就沒有問題。 

2. 缺乏語音、語氣、語調的練習： 

  由於漫畫是看的媒介，使用漫畫教學時教師可能覺得怎麼把看的材料

變成語言加強的過程。為了解決這問題筆者設計了許多文字語音化的活

動。自己觀看漫畫時通常不念出來，但在教學上使用時儘量把語言念出來，

練習發音、語氣、語調。例如透過筆者在教學設計中設定的角色扮演、看

卡通版配音的活動，能夠加強發音、語氣、語調等的語言層面。另外，因

為筆者也重視此方面的學習，最後也設定了面談方式的測試方法。在與教

師的面談方式測試中，能夠確認學習者有否學到「說與聽」方面的華語，

尤其是華語自然的速度、語氣、語調。 

3. 缺乏中華文化層面的教學 

  由於在本研究中所使用的漫畫是日本流行漫畫，在教學設計中使用的

漫畫也是日本畫家畫的日本漫畫。因此，在漫畫裡出現的社會、習俗、人

文、思想等的文化，都屬於是日本文化。但筆者認為在語言學習的過程中，

了解目的語國家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為了解決此問題，筆者建議教師準備一些介紹中華文化的補助教材，

而其內容該與漫畫內容有關。例如筆者設計的課程裡，漫畫裡說到學校開

學的事情，在這地方也可以介紹台灣或中國大陸學校的開學期與日本的不

同，盡量介紹跟他們高中生生活有關係的華人習俗，習慣。 

4. 缺乏教學系統性 

  由於漫畫並不是為了語言學習編輯的，因此在漫畫裡使用的語言，對

語言學習而言，並沒有系統性。但一個語言學習的角度而言，學習過程的

系統是需要的。所以我們在使用漫畫教學時該讓教學內容具有系統性。筆

者認為教師需要以學習者的程度來挑出漫畫裡可以學的項目，不需要讓學

習者完全了解每一單字與句型。例如，以上教學設計中的教學對象是初中

級的高中生學習者，所以教師以自己的判斷來從漫畫裡挑出較適合初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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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者練習的部分。教師在教學時，應該盡量「由淺入深」、「循序漸進」，

先教簡單而常用的內容，再教困難而少用的內容。這樣像一般的教科書一

樣，能夠讓教學內容具有系統性。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節節節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本章按照章前所提出的溝通式教學與情境式教學的教學理念、教學目

標等教學設計的重要概念，以日本漫畫「灌籃高手」的華語翻譯版設計實

際的課堂運用方法。 

  教學設計部分以每一堂課的具體實際教案為主設計，每一堂課的教案

裡除了包括教學目標、教學對象之類的基本訊息之外，還包括了時間分配、

使用教材與講義材料、活動設計以及評分依據。此漫畫華語教學設計之範

例總共需利用八堂課，一堂課實際上課時間則是五十分鐘。 

  由於設計這套課程的最大目的為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以及實現溝通式

教學與情境式教學的全體合作學習的概念，因此，評分主要依據學生面對

課堂活動的積極性、參與態度以及作業口頭報告，最後的小考和口試只不

過是次要的確認方式而已。 

  筆者希望將來能夠研究更豐富的漫畫教學課堂活動，進而吸引更多日

本高中生的矚目，也希望能夠進一步研究發展出有效實際運用各種不同類

型漫畫的華語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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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本論文首先在第一章中簡述了研究背景、研究動機、研究方法以及研

究過程，然後再透過第二章文獻探討，解釋日本高中華語學習的現況，再

從語言與文化、視聽教育與教學媒體、認知心理學的角度切入了漫畫在語

言教學上的合理性，接著在第三章透過問卷調查與訪談的方式證明學習者

與教師對漫畫教學之需求。最後在第四章主要以溝通式教學與情境教學概

念設計出漫畫華語教學實際運用範例。 

在本章筆者提出回顧上述研究過程中得出的結論與建議；在第一節中

確認漫畫華語教學對日本高中學習者的合理性，進行總結，在第二節中將

討論研究發展中的困難與限制，最後在第三節中陳述此研究未來仍可進一

步探討時的建議，作為後續研究發展的參考。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一一一一、、、、 漫畫是適合現代日本高中生的好教材漫畫是適合現代日本高中生的好教材漫畫是適合現代日本高中生的好教材漫畫是適合現代日本高中生的好教材    

 長期以來在日本漫畫是一種從教育、學校被排斥的娛樂媒介。但是當

我們發現現代的日本高中生對學習根本沒有興趣的「學習逃避」狀況中，

漫畫反而能夠變得教育界的“救世主”。現代日本高中生對課堂內容要求

的不是與自己的實際生活離很遠的陌生教材與內容，而是更有真實感的、

與自己生活“當下”有關的。町田守弘（2005）也以很沉重的表情說道“我

們教育者現在應該做的不是逼已經從學習「逃走」的學生回到「學習」的

場所，而是把所謂的「學習」建立在這些學生實際生活的「當下」的脈絡

上。” 

雖然在日本高中生華語學習者越來越多，但以整個高中教育的角度而

言，不管學習者的增加或減少，此「學習逃避」狀況是以經蔓延在許多日

本高中生身上的。在本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日本高中生生活中最接近他

們“當下”之材料是日本流行漫畫。我們把這日本流行漫畫拿到課堂上

來，就能提高已經沉下到底去的日本高中生對學習的興趣，一定能夠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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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動機。Stryker and Leaver(1993)
39
也提出「當教導專注於學生的需求

是學生學習的最好時機」，我們教師應該利用日本流行漫畫的豐富魅力，掌

握學生眼睛會發亮的瞬間，當作「學生學習的最好時機」。 

以這個高中生對學習的「學習逃避」狀況和本研究調查出來的日本高

中生對漫畫接觸頻率反思，筆者認為日本流行漫畫是最適合現代日本高中

生的好教材。 

二二二二、、、、 漫畫在教學上的合理性漫畫在教學上的合理性漫畫在教學上的合理性漫畫在教學上的合理性    

 在本研究第二章討論了當學生學習時漫畫在認知上的效果。漫畫是以

大量圖畫與對話來讓故事發展下去的，我們在研究過程發現其圖畫是對學

習十分有效的。在第二章裡表示附圖畫的教材與沒有圖畫的教材比起來，

附圖畫的教材對長期記憶有效。有圖畫的教材能夠留給學習者比較深刻的

印象，於是在學習者腦袋裡保持較長久的學習記憶。接著文獻探討中還表

示了具有故事性的教材對學習較有效，就以上兩點來說，漫畫是具有大量

圖畫以及故事性的，所以筆者認為是對學習非常有效的教材。另外，JunLiu

（2004）40在研究結論裡提出對第二外語習得漫畫是可增加學習效率的教

材，而且此調查結果顯示漫畫尤其是對初級學習者有效。本研究的教學對

象為日本高中生初級學習者，因此，以這研究而言，漫畫還是非常適合高

中生華語學習者的教材。 

 此外，漫畫是主要依據視覺來理解故事發展的媒介，因此也能過訓練

從視覺掌握情境的能力。學習者學習語言時非常需要掌握情境，而說出最

合適情境的言語之能力。漫畫裡的情境雖然是虛構情境，但學習者在課堂

中透過視覺訓練把握情境後，在實際情境中也能很快地理解情境，或若看

到類似的情境時，也可以應用以漫畫學過的說法。以重視這些真實、實際

情境的溝通式教學與情境教學概念而言，漫畫也是非常理想的教材。 

                                                      
39

 Stryker and Leaver(1993)。Content Based Instruction in Foregign Language Education。 
Washinton DC，Geoage Town Unversity Press. 
40

 JunLiu(2004)。Effects of Comic Strips on L2 Learners’ Reading Comprehension。University 
of Arizona，TEASOL QUOLITY Vol.38，No2，S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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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能夠提高日本高中生對學習的興趣之外，我們了解了漫畫教材還

對學習，語言習得，高中生初級學習者都十分有效，並表明了漫畫教材在

語言教學中的合理性。 

三三三三、、、、 學習者與教師的需學習者與教師的需學習者與教師的需學習者與教師的需求求求求    

在本研究第三章透過問卷調查探討日本高中生對漫畫教材以及使用漫

畫之華語教學的興趣與學習意願等的看法。另外，採用訪談的方式調查教

學者的對使用漫畫教華語的需求。透過此問卷調查與訪談結果，顯示大多

數的日本高中華語教習者對漫畫華語教學有興趣，也知道了學習者學華語

時最想得到的能力是會話能力等的日本高中生對華語學習的要求。另外透

過對日本高中華語教師的訪談調查，了解教師對漫畫教學的興趣相當強

烈，但在沒有實際的教材與教案範例的情況下，很難以準備漫畫華語教學。

筆者以以上兩個調查結果，在第四章設計出符合學習者與教師需求之實際

教學範列。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發展之限制研究發展之限制研究發展之限制研究發展之限制    

  本研究的研究過程中，雖然已力求完整，但筆者遇到以下幾點較難克

服的的限制與問題。在第二節說明這些研究限制。    

一一一一、、、、 著作權的問題著作權的問題著作權的問題著作權的問題    

    由於漫畫是一種擁有作者與出版權之文藝作品，因此在日本關於漫畫等

的出版物之著作權法也相當嚴格。但在發達科技與媒體的現代社會中，因

為著作權法是特別複雜的法律問題，筆者在本研究中未提到這些法律的部

分。著作權法的規定有其灰色地帶，其實並沒有一定的基準可尋。因此，

筆者認為有關法律的部分，還需要再進一步的研究，而避免教師使用漫畫

時觸犯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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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文化教學層面的缺文化教學層面的缺文化教學層面的缺文化教學層面的缺乏乏乏乏    

  由於在本研究所使用的漫畫是日本流行漫畫，在教學設計中使用的漫

畫也是日本畫家畫的日本漫畫。因此，在漫畫裡出現的社會、習俗、人文、

思想等的文化，都屬於是日本文化。所以使用這些日本漫畫時較難以接觸

到在語言教學中該重視的文化層面的教學。其實，使用日本漫畫時，可以

解釋些日本漫畫在台灣或中國大陸的影響等的，較接近社會議題的文化，

但是較詳細的中華習俗、習慣等的文化話題比較無法出現於日本漫畫裡。

因此本研究該需要再研究怎麼介紹中華文化的補充教材的部分。 

 這次在本論文教學設計裡只做了以日本漫畫「灌籃高手」的課程，但

是對教學上，如果能選用華人的漫畫；如幾米
41
、蔡志忠

42
的漫畫，比較能

夠融入華人的文化，而也提供給日本高中生接觸華人漫畫的機會，讓他們

對華人作品感興趣。 

三三三三、、、、 漫畫裡的粗魯說法漫畫裡的粗魯說法漫畫裡的粗魯說法漫畫裡的粗魯說法    

  因為漫畫本來是一種娛樂媒介，它並不是為了教學使用畫的，所以以

語言教學的角度而言，在漫畫裡有時候出現的粗魯、不敬的說法或詞彙是

不太適合教學習者的。漫畫故事與內容是以教師的標準來判斷挑選的，但

無法確認對每個對話裡的語言。不過換角度來說，這些在一般課本中比較

少出現的漫畫裡的粗魯、不敬的詞彙或說法，在漫畫裡的話會出現也是一

種漫畫教材的特徵，而且其實在實際生活中也常聽到的，因此筆者認為不

教而跳過去也不合理。在第四章教學設計中所使用的漫畫教材裡剛好沒出

現過度粗魯的語言，但其實觀看漫畫時場看到這些粗魯的說法。所以，如

果可以作再進一步的相關漫畫裡的粗魯語言該不該教、要教的話其教學深

度如何等的研究，能夠讓研究內容變得更豐富。        

    

                                                      
41

 註：幾米（1958 年 11 月 15 日－），本名叫做廖福彬，笔名幾米，是台灣著名绘本畫家。 
42

 註：蔡志忠（1948 年 2 月 2 日－）是台灣的漫畫家。出生於彰化縣花壇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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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少數高中生心理排斥感的問題少數高中生心理排斥感的問題少數高中生心理排斥感的問題少數高中生心理排斥感的問題    

  雖然在研究過程中了解漫畫是最接近日本高中生的“當下”生活的媒

介，而且本研究問卷調查也顯示大部分的高中生對漫畫華語學習有興趣，

但是町田守弘（2005）提到有時候少數學生對這教學方式表示強烈反抗，

因為他們最愛的東西被利用在他們最討厭的學校課堂中，有些學生反而覺

得不舒服。漫畫是高中生想讓自己放鬆，休息時候要看的，因此被拿到緊

張的課堂中時候，反而產生有些高中生的心理排斥感。雖然研究結果表示

大多數的高中生喜歡漫畫華語教學，但遇到這些少數學習者時我們教師應

該怎麼處理，這一點應該以教育心理學的理論與概念來切入，需要再深入

一點的研究。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對未來研究發展之建議對未來研究發展之建議對未來研究發展之建議對未來研究發展之建議    

  本研究與本教學設計未來還有許多可以繼續研究發展的方向，以下是

筆者建議將來論文的延伸發展方向。    

一一一一、、、、 實際實驗實際實驗實際實驗實際實驗    

  本研究未做到實際實驗的地步，因此筆者認為將來可以針對本研究設

計出的上課過程實驗，觀察學生反應，再探討教學設計的實用性。在日本

每所高中的學生學習能力程度都不同，因此實驗時若能以多個學校、班級

對照觀察，能得到更清楚的程度別差別與實際實用的可行性。 

實驗內容可以針對幾個部分來觀察，例如時間分配、講義內容、課堂

活動、評分方式以及小考內容等，以多層角度來觀察課程設計的實用性。 

實驗觀察後再改進、設計出最適合每個學校的學習能力之上課過程，

能讓研究內容更實用、豐富點。此未來實驗過程需要長久時間跟學校、學

習者以及教師的配合與參與，所以可能會遇到許多困難與限制，但筆者認

為是非常值得做的研究，所以實驗的部分是本研究未來發展的最大的一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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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專門漫畫教材專門漫畫教材專門漫畫教材專門漫畫教材    

在日本華語熱的情況下，各出版社爭先恐後地出版許多各種各樣的新

華語教材與課本。但是筆者目前還沒找到一本專門使用日本流行漫畫的華

語教材。日本漫畫在國外也非常受歡迎，吸引各國家年輕人的矚目，因此

其實在日語教學方面已經出現了使用漫畫人物、流行漫畫的一部分的教

材，而且得到相當普遍的支持。不過像本研究，利用日本流行漫畫的外語

版本來教日本人外語的，反過來的概念相當新鮮，因此其教材研究還不足

夠。所以，筆者認為本研究未來也可以將目標放在關於漫畫日語教材的進

一步的研究以及與漫畫作者和出版社合作推出專業漫畫華語教材上。 

三三三三、、、、 針對不同的年齡不同的國家學習者針對不同的年齡不同的國家學習者針對不同的年齡不同的國家學習者針對不同的年齡不同的國家學習者    

  本研究與教學設計是針對日本高中華語學習者的，而且以日本高中華

語學習者的增加、日本高中教育問題針對，所以其針對性相當強烈。但若

將來研究方向針對不同的年齡、不同的國家的學習者以日本漫畫教華語

時，會產生怎麼樣的變動以及問題呢？例如，以日本漫畫華語版教美國成

年人華語，會遇到哪些差別與問題？筆者認為這也是非常有趣的研究發展

方向。 

其實，「MANGA」（日語“漫畫”的發音）這單字已變得國際化，也被進

入到現代英文裡使用。日本漫畫或卡通等的次文化，在國際社會上已經得

到了固定的位置，是一種藝術，也是一種文化。特別日本漫畫對亞洲各國

家的影響相當大，尤其是對台灣、中國大陸、韓國、泰國等的影響很深刻。

因此，現在在台灣、中國大陸也有許多跟日本漫畫學的華人漫畫作家，他

們畫的內容與語言當然是華人社會與華語。筆者認為在這點也有許多華語

教學的可能性。 

因此，本研究未來發展方向，研究針對不同國家的學習者時，使用這

些華人流行漫畫來教華語的可行性，也非常值得。以國際社會的角度而言，

「MANGA」的魅力十分豐富，其流行越來越普遍。筆者相信不管對甚麼年齡

或國家，當它變的教材時候，一定可以讓學習者眼睛發亮，能提高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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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與動機。 

  另外，現在雖然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是主流理念，但是這看法是否

真的完全沒問題，我們也可以重新探討此問題。在本論教學設計中也主要

為了實現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理念，設計使用漫畫的課程，但在不同的國家，

對不同的年齡時也有不同的需求。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理念是否真的沒問題

等的理念方面的討論是我們今後的課題。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筆者本身具有在日本高中教學實習的經驗，當時對高中生感到的驚訝

與失望，就是本研究動機的最初出發點。現代日本青少年對學習的無力感

與虛無感想當明顯，但其原因並不在學生能力或想法上，應該整個社會造

成的複雜問題。在這樣的現況下高中生華語學習者仍然繼續增加，筆者帶

著一種切迫感地認為在日本高中華語教學界需要更新鮮有趣的教學法。 

雖然本研究未來還有許多應該繼續研究發展的地方，但筆者希望本研

究與設計出的教學課程能夠當作讓日本高中學習者再度享受學習的喜悅與

愉快，透過大家一起分享學習快樂的共同合作學習的華語學習環境，提供

給他們閃亮的未來與對人生的積極看法。同時也希望能夠提醒日本高中教

育界，不放棄已在「學習逃避」狀態中之高學生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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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 1 1 1 問卷問卷問卷問卷    

「「「「マンガマンガマンガマンガで学ぶ中国語」に関するアンケートで学ぶ中国語」に関するアンケートで学ぶ中国語」に関するアンケートで学ぶ中国語」に関するアンケート    

高校生のみなさんこんにちは！ 

このアンケートは、より充実した中国語学習の実現を目指す研究のために実施するもので、

みなさんの貴重なご意見は今後の新しい中国語学習の進歩に向けて役立た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なお、匿名式となっておりますので、あなたのプライバシーを特定するような項目はありま

せん。いただいた回答はアンケートの目的以外には一切使用いたしませんので、率直なご意見

をお聞かせください。 

ご協力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国立台湾師範大学国立台湾師範大学国立台湾師範大学国立台湾師範大学    華語文教学研究所（中国語教育研究所）華語文教学研究所（中国語教育研究所）華語文教学研究所（中国語教育研究所）華語文教学研究所（中国語教育研究所）    

研究生研究生研究生研究生    中野冴依子中野冴依子中野冴依子中野冴依子 

 

 

 

 

１． 高校：□一年生 □二年生  □三年生 

２． 性別：□男 □女 

３． 今通っている高校：□共学 □男子校 □女子校 □男女別学 

４． 今中国語の授業で使っている教科書：（               ） 

５． 今までの中国語学習期間：（  ）年(  )ヶ月間 

 

 

 

 

１．マンガが好き、嫌い？ 

□とても好き □好き □どちらとも言えない □嫌い □とても嫌い 

２．一番好きなマンガは？マンガのタイトルを書いて下さい。 

例＞スラムダンク          （             ） 

パート１パート１パート１パート１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パートパートパートパート２２２２    マンガに対する質問マンガに対する質問マンガに対する質問マンガに対する質問



附錄 

141 

３．一番好きなマンガ家は？マンガ家の名前を書いてください。 

例＞矢沢あい            （             ） 

４．好きなマンガの形式は？ 

□ストーリーマンガ（例＞ＮＡＮＡ，スラムダンクなど） 

□４コママンガ（例＞コボちゃん、となりの山田くんなど） 

□１コママンガ（風刺画など、一コマだけで表現するもの） 

５． 好きなマンガのジャンルは？（複数選択可） 

□学園マンガ - 学生群像を描いたマンガ  

□ギャグマンガ - ギャグ描写を中心にしたマンガ  

□ファンタジーマンガ - ファンタジー要素が含まれたマンガ  

□SF マンガ - SF を題材にしたマンガ  

□ホラーマンガ - ホラーを題材にしたマンガ  

□恋愛マンガ - 恋愛を主題にしたマンガ  

□スポーツマンガ - スポーツを題材にしたマンガ、スポコン  

□音楽マンガ - 音楽を題材にしたマンガ  

□料理マンガ - 食に関することや料理人を題材にしたマンガ  

□ミステリーマンガ – ミステリーや犯罪を解いていくマンガ 

□冒険マンガ – 冒険を主題としたマンガ 

□バトルマンガ – 戦いを主題としたマンガ 

□ＢＬマンガ – ボーイズラブを主題としたマンガ 

７． 一週間にどれくらいマンガを読みますか？ 

□毎日 □週に５～６日 □週に３～４日 □週に１～２日 □全く読ま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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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どんな教科書が好きですか？（複数選択可） 

□カラフルな教科書 □絵が多い教科書 □学習内容が多い教科書 

□内容とあなたの実生活に関係がある教科書 

□その他（                  ） 

２． もしあなたの好きなマンガが教科書だったらどう思いますか？ 

□とても興味深い □興味深い □どちらとも言えない 

□つまらない □とてもつまらない 

２． 今までにマンガを使用した授業を受け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 

 □ある □ない 

 

上の問題で「□ある」と答えた人、以下の４つの質問にお答えください。 

(「□ない」と答えた人は、パート４の質問へ) 

C. 何の科目で使用しましたか？例＞国語科 （        科） 

D. いつですか？（複数選択可） □小学校 □中学校 □高校 

E. どのようなマンガでしたか？ 

（マンガの形式、もしくは具体的なマンガのタイトルを書いてもいいです。） 

 

F. どのように使用されましたか？ 

（例＞ストーリーの読解に、音読に、など） 

 

 

 

パートパートパートパート３３３３    マンガでの学習に対する質問マンガでの学習に対する質問マンガでの学習に対する質問マンガでの学習に対する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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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国語を勉強し始めた理由は何ですか？（複数選択可） 

□将来役立ちそうだから  

□中国文化に興味があるから 

□大学受験に必要だから 

□両親の希望 

□中国や台湾の友達がいるから 

□その他 （              ） 

２． 今中国語の授業で使っている教科書は好きですか？嫌いですか？ 

□とても好き □好き □どちらとも言えない  

□嫌い □とても嫌い 

その理由→（                              ） 

３． 今中国語の授業で使っている教科書の欠点を挙げるとしたらどんな点ですか？ 

 

４． どんな教科書を「面白い」と感じますか？ 

 

５． 外国のマンガに興味がありますか？ 

□とても興味がある  □興味がある  □どちらとも言えない 

□興味ない  □まったく興味ない 

６． 中国や台湾のマンガに興味がありますか？ 

□とても興味がある  □興味がある  □どちらとも言えない 

□興味ない  □まったく興味ない 

 

パートパートパートパート４４４４    マンガでの中国語学習に対する質問マンガでの中国語学習に対する質問マンガでの中国語学習に対する質問マンガでの中国語学習に対する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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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すでに出版されているマンガで中国語を学習することへの興味 

□                  □とてもやってみたい 

□やってみたい 

□どちらとも言えない 

□やりたくない 

□とてもやりたくない 

例＞ 

晴子：「同學，你喜歡打籃球嗎?」 

桜木花道：一見鍾情・・・! 

（出てくる単語の意味や文型を学習する） 

【井上雄彥「灌籃高手」，台北：尖端出版，2005，p12】 

５． もしマンガで中国語を勉強するなら、以下のどちらの方に興味がありますか？ 

□日本のマンガが中国語に訳されて出版されたもの（例Ａ） 

□中国・台湾など中国語圏のマンガ家によって描かれた中国語の漫畫（例Ｂ） 

例Ａ）SLAM DUNK が中国語版  例Ｂ）台湾の中国語マンガ 

 

 

 

 

 

 

 

 

例Ａ）【井上雄彥「灌籃高手」1 巻，台北：尖端出版，2005，p12】 

例Ｂ）【黃佳莉「逃亡計畫」，台北：東立出版，2008，p47-48】 



附錄 

145 

 

 

アンケートは以上です。ご協力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６． あなたが中国語を学習する上で、一番に身につけたい能力はどれですか？ 

□会話力  □文法分析力  □読解力  □作文力 

７． マンガで中国語を学習したら以下のどの点に特に効果があると思いますか？（複数選

択可） 

□内容を忘れにくくなる  □場面や状況がわかりやすくなる   

□日常自然に使われる言葉に触れられる □その他（           ） 

８． 「マンガで学ぶ中国語」で、どのようにマンガが使われるのがより理想的だと思いま

すか？（複数選択可） 

  □役を振り分けて、声に出して読むといい（マンガの音読） 

  □より多くの量を効果的に読み進めるといい（リーディング） 

  □少しづつ、文法をきちんと学習していくといい（文法分析） 

  □その他（                               ） 

７． 最後に「マンガで学ぶ中国語」に対するあなたの自由な意見を書いて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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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以漫畫學華語」之問卷關於「以漫畫學華語」之問卷關於「以漫畫學華語」之問卷關於「以漫畫學華語」之問卷((((中文版中文版中文版中文版))))    

各位高中生受訪者您好! 

本問卷調査之目的是為了瞭解您對於漫畫以及對以漫畫學華語的看

法，您的寶貴意見將作為研究者規畫、設計更充實的華語學習課程之重

要參考。 

此外，本問卷採用匿名方式，因此您的個人資料均保密，且本問卷所

得資訊只做為研究用，請您根據個人意見安心填寫。 

非常感謝您的協助!! 

国立台湾師範大学国立台湾師範大学国立台湾師範大学国立台湾師範大学    華語文教学研究所華語文教学研究所華語文教学研究所華語文教学研究所    

研究生研究生研究生研究生    中野冴依子中野冴依子中野冴依子中野冴依子 

 

 

 

 

１． 高中：□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２． 性別：□男 □女 

３． 現在您就讀的高中：□男女合班  □男校  □女校  □男女分班 

４． 現在您在華語課使用的課本：（               ） 

５． 学習華語的時間：（  ）年(  )個月 

 

 

 

 

１．您喜歡或不喜歡漫畫? 

□非常喜歡  □喜歡 □沒感覺 □不喜歡 □非常不喜歡 

２．您最喜歡的漫畫是甚麼?請你寫出其漫畫的名稱。 

例＞灌籃高手            （             ） 

３．您最喜歡的漫畫家是誰?請你寫出他的名字。 

例＞井上雄彦           （             ）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    關於漫畫的問題關於漫畫的問題關於漫畫的問題關於漫畫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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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你最喜歡的漫畫形式是哪一種? 

□長篇故事漫畫（例＞ＮＡＮＡ，灌籃高手など） 

□４格漫畫 

□１格漫畫（風刺畫等） 

５． 您喜歡的漫畫類別是？（可複選） 

□学園漫畫 – 以在校園青春故事為主的漫畫  

□搞笑漫畫 – 以搞笑為中心的漫畫  

□夢幻漫畫 – 夢幻要素較強烈的漫畫  

□科幻漫畫 – 以 SF 為題材畫的漫畫  

□恐怖漫畫 – 以恐怖為主題的漫畫  

□恋愛漫畫 – 以恋愛,愛情故事為主題的漫畫  

□運動漫畫 – 以運動為主題的漫畫  

□音樂漫畫 – 以音楽為題材畫的漫畫  

□料理漫畫 – 以飲食或料理人人生為主題的漫畫  

□偵探漫畫 – 以解謎震撼事件故事為主題漫畫 

□冒險漫畫 – 以冒険為主題的漫畫 

□戰鬥漫畫 – 以戰鬥為主題的漫畫 

□ＢＬ漫畫 – 以 BL(boys love)為主題的漫畫 

７． 以一週為單位，你看漫畫的頻率是? 

□毎天 □一週５～６天 □一週３～４天 □一週１～２天 □完全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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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你喜歡怎麽樣的課本？（可複選） 

□彩色鮮明的 □有很多圖畫的 □學習内容很多的  

□學習内容與你的生活有關的 □其他（                     ） 

２．如果你喜歡的漫畫當成教材的話,您會覺得…? 

□非常有興趣  □有興趣  □沒感覺 

□無聊  □非常無聊 

３．你曾經上過使用漫畫教材的課嗎? 

 □有  □沒有 

 

在上問題回答「□有」的同學，請回答以下４個問題。 

(回答「□沒有」的、請跳到第四部分的問題) 

G. 在甚麼課使用？例＞国語課，英語課等    （        科） 

H. 甚麼時候？（可複選） □小学  □國中  □高中 

I. 怎麼樣的漫畫？ 

（請寫下漫畫的形式或具體的漫畫名） 

 

 

 

J. 怎麼樣使用? 

（例＞解讀故事，朗讀等） 

 

 

 

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    關於使用漫畫學習的問題關於使用漫畫學習的問題關於使用漫畫學習的問題關於使用漫畫學習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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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您開始學華語的原因是?（可複選） 

□將來會有利 

□對中國文化有興趣 

□大學聯考時需要 

□父母的希望 

□有中國或台灣的朋友 

□其他 （              ） 

２． 您對國外的漫畫有興趣還是沒有興趣? 

□非常有興趣   □有興趣   □沒感覺 

□沒有興趣   □完全沒有興趣 

３． 您對中國或台湾的漫畫有興趣還是沒有興趣？ 

□非常有興趣   □有興趣   □沒感覺 

□沒有興趣   □完全沒有興趣 

４． 您對使用市面上已有的漫畫來當作華語教材的興趣? 

 

                 □非常想學 □想學 □沒感覺 

             □不想學 □完全不想學 

          例> 

晴子:「同學，你喜歡打籃球嗎?」 

                   櫻木花道:一見鍾情…! 

                         <學習出現的單字與句型等> 

                                     【井上雄彥「灌籃高手」，台北： 

尖端出版，2005，p12】 

 

第四部分第四部分第四部分第四部分        關於以漫畫學華語的問題關於以漫畫學華語的問題關於以漫畫學華語的問題關於以漫畫學華語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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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結束，再次感謝您的協助! 

５． 如果以漫畫學華語，您對以下的哪一種比較有興趣? 

□日本漫畫被翻譯成華語的漫畫（例ａ） 

□中國或台灣的漫畫家畫的華語漫畫(例ｂ） 

＞例ａ 「灌籃高手」      ＞例ｂ 「逃亡計畫」 

 

 

 

 

 

 

 

 

＞例ａ【井上雄彥「灌籃高手」一巻，台北：尖端出版，2005，p12】 

＞例ｂ【黃佳莉「逃亡計畫」，台北：東立出版，2008，p47-48】 

６． 您學華語時最想要得到的能力是? 

□會話能力  □文法分析能力  □閱讀能力    □寫作能力 

７． 如果以漫畫學習華語，您覺得最有效於以下哪些?（可複選） 

□比較不會忘記學習内容  □比較容易掌握情境 

□比較能接觸在日常生活會話中出現的自然的語言   □其他（        ） 

８． 你覺得「以漫畫學華語」時，在課堂上怎麽使用漫畫比較好？請寫下你的自由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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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2 2 2 2 訪談訪談訪談訪談    

高校中国語教師に対する 

「マンガで学ぶ中国語」に関するインタビュー 

パート１：基本背景に関する質問パート１：基本背景に関する質問パート１：基本背景に関する質問パート１：基本背景に関する質問    

１.中国語教育を始めてどれぐらいですか？ 

２.現在主に使用されている教科書は何ですか？ 

パート２：高校教育全般に対する質問パート２：高校教育全般に対する質問パート２：高校教育全般に対する質問パート２：高校教育全般に対する質問    

１. 現代高校生の学習全般に対する関心や興味をどう感じていますか？ 

２. 高校生の普段の授業中の態度をどうお感じですか？ 

３. 高校生を指導する上で困難だと思う点はどうのような点ですか？ 

４. 反対に、高校生を指導する上で、特におもしろいと感じたり、良かっ

たと思う点はありますか？ 

５. 授業中、どんな時に一番「盛り上がる」とお感じですか？ 

パート３パート３パート３パート３：教材に関する質問：教材に関する質問：教材に関する質問：教材に関する質問    

１.高校生はどのうような教材に一番興味を示すとお感じですか？ 

２.高校生はどのような学習内容に一番興味を示すとお感じですか？ 

３.サブカルチャー教材（流行りの歌、映画、ゲーム、マンガなど）を 

授業で使用したことはありますか？ 

４.マンガを教材として活用したことはありますか？ 

５.教師という立場から考えて、どのような教材がお好きですか？ 

もしくは使用しやすい、とお感じですか？ 

パート４パート４パート４パート４：マンガで中国語を教えることへの質問：マンガで中国語を教えることへの質問：マンガで中国語を教えることへの質問：マンガで中国語を教えることへの質問    

１.中国語を教える上で、どのような点が一番教えにくいと感じますか？ 

２.もしマンガを使って中国語を教えたら、どのような点に特に効果がある

と思いますか？ 

例＞生徒が意欲的に学習できる、場面を理解するのに役立つ、など。 

３.反対に、マンガを使って中国語を教えたら、どのような問題点があると

思いますか？ 

４.すでにマンガとして出版されているマンガ（学習用マンガではなく）を

中国語学習の教材にする際、以下のどちらのマンガを使用した方がい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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と思いますか？ 

Ａ：日本のマンガが中国語に翻訳されて出版されたもの 

Ｂ：中国や台湾の作者による中国語のマンガ 

５.教師としてマンガを教材として使用することに興味はありますか？ 

６.最後に、高校生の「マンガで学ぶ中国語」について、自由な意見をお聞

かせください。 

 

 

 

以上でインタビューは終わりです。 

お忙しいところ、ご協力まこと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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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高中華語教師的 
關於「以漫畫學華語」之訪談 

（中文版）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第一部分：基本資料第一部分：基本資料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１. 請問您教華語教多久? 

２. 請問您那時在高中主要使用的教材是? 

第二部分：關於高中教育的質問第二部分：關於高中教育的質問第二部分：關於高中教育的質問第二部分：關於高中教育的質問    

１.請問您對現代日本高中生對學習的興趣或積極性覺得怎麼樣? 

２.請問您覺得日本高中生上課時的態度怎麼樣? 

３.請問您指導日本高中生時,覺得特別困難的地方是哪一些? 

４.相反地,請問您指導高中生時,覺得特別有意思或高興的地方是哪一些? 

５.請問上課時,您覺得怎麼樣的時候課堂氣氛變得最熱鬧或學生態度變得 

最活潑? 

第三部分：關第三部分：關第三部分：關第三部分：關於於於於教材的問題教材的問題教材的問題教材的問題    

１.請問您覺得日本高中生對怎麼樣的教材最感興趣? 

２.請問您覺得日本高中生對怎麼樣的學習內容最感興趣?？ 

３.請問您是否在課堂上使用過 sub-culture 教材(如:流行歌、電影、電動、  

４.請問您是否把漫畫當成教材而使用過? 

   漫畫等)?  

５.請問對教師這個角色而言，喜歡怎麼樣的教材?或覺得較好用? 

第四部分：關於使用漫畫的華語教學的問題第四部分：關於使用漫畫的華語教學的問題第四部分：關於使用漫畫的華語教學的問題第四部分：關於使用漫畫的華語教學的問題    

１.請問您教高中生華語時，覺得哪些方面最難教? 

２.請問如果使用漫畫教華語，您覺得對哪些方面特別有效? 

、場面を理解するのに役立つ、など。 

３.相反地，請問如果使用漫畫教華語，您覺得會有怎麼樣的問題? 

４.請問如果您把已被出版的漫畫當成華語教材，您覺得使用以下哪一種比 

    教好? 

Ａ：被翻成華語的日本漫畫 

Ｂ：中國或台灣作者畫的華語漫畫 

５.請問您個人是否對使用漫畫的華語教學感興趣? 

６.最後，請自由地說您對高中生「以漫畫學華語」的看法。 

     

 訪談到此結束。感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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