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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關鍵字：第二語言成語教學、語言與文化、語言與思維、心智圖、德籍學

習者 

    以 Sapir&Whorf 為首的「語言相對論」(Linguistic Relativity)學者認為

語言不僅反映文化與行為，語言和思考模式還會互相影響，因為不同的語

言造就了不同的思維模式，若想學習第二語言，不僅要學會語言本身(語

言形式)，還必須以第二語言的思考邏輯來理解並學習該語言，才能將第

二語言學好。而各國的成語及俗諺充分反映了當地人的歷史、生活及思維，

其豐富的內容來自於人們對於周遭人、事、物的觀察體認，因此成語教學

不僅是語言的教學，更需要輔以文化和思維的導入，教學才能更完整。 

    由於成語有其特定結構與文化內涵，因此蔡智敏(2001)、張君松(2003)、

黃麗貞(2013)等皆指出外籍學生即使到了高級還是常常誤用或不知如何使

用，顯示成語教學不僅重要，更有它的意義和價值，現今也不乏學者討論

專為外國學生設計的成語教材和成語典。由徐毓珮(2010)的研究顯示大部

份華語教師普遍認為成語較適合中級以上程度的學生學習，但根據本文問

卷調查顯示，不論是基礎級學習者還是初級學習者有 75％的學生都對成語

很感興趣，且又於教學後的成語測驗結果中發現，即使是基礎級學習者之

答題正確率亦達 70％，與初級學習者及中級學習者相較無異，可見成語的

學習對於基礎級學習者而言也是可行的。 

    本研究採問卷與追蹤訪談調查，受試者為德國 M 大學漢學系學生共

31 人，此問卷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成語學習背景調查、第二部分為

心智圖實驗、第三部分則為聯想測驗。背景調查結果如下：由於該校所使

用的教材僅以成語故事為主軸來介紹成語，缺乏成語的使用練習，容易造

成學生偏重課文中其他生詞的學習，只把成語當成故事來聽，聽完後既不

記得成語的語意也不會使用成語。心智圖實驗結果如下：德籍受試者的首

位聯想有火 52％、神話 39％、巨大和危險 32％、邪惡 26％，可見德國龍

形象是符合一般人印象中西方會噴火的惡龍形象的，與台籍受試者的皇帝

57％、蛇 23％、龍珠 20％、海龍王 13％形象相去甚遠，勢必造成學生認

知觀念轉換上的一些困難。聯想測驗共二十題採中德對照方式，呈現各成

語的單字意思，再請學生寫下他們所聯想該成語可能的意思，根據結果顯

示：對學生而言，成語大致可分為以下三類，一、易聯想之成語；二、聯

想易分歧之成語；三、不易聯想之成語。針對第一類易聯想之成語，可直

接將該成語恢復為有明確主、謂語之句子。針對第二類聯想易分歧之成語，

宜先告知學生該成語欲描述之對象(人、事或狀態)，再扣緊謂語部分引導

學生做正確的聯想。最後針對第三類不易聯想之成語，可先提醒學生該成

語中的特定字義，再搭配圖片將該成語做完整的解釋，以幫助學生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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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 Idioms as second language pedagogy, language and culture, language and 

thought, mind mapping, German students learning Chinese 

 

 Scholars of linguistic relativity, developed and advocated by Sapir & Whorf, put 

forth that language is not merely a reflection of cultures and behaviors, rather 

language and thought are deeply interrelated and influences each other. Since different 

languages create different modes of thought, mastering a second language involves 

not only learning the language itself (linguistic form) but using the logic behind the 

second language to understand and learn the language. The idioms and general 

vernacular of a particular country reflect the local culture, lifestyle, and mode of 

thought. As the content of such phraseology is rich and derived from the speaker’s 

experience with environment—including the people, occurrences, and the material 

world therein—an idiom-based pedagogy cannot be purely linguistic, but must also 

include elements of culture and mode of thought. 

 

 Chinese idioms are characterized by specific structure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making them challenging for language learners. Cai Zhimin (2001), Zhang Junsong 

(2003), and Huang Lizhen (2013), among others, have shown that even advanced 

Chinese learners often cannot use, or misuse, Chinese idioms, highlighting not just the 

importance but also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teaching idioms. Indeed, many scholars 

are currently discussing and researching on materials and dictionaries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teaching Chinese idioms to foreign students. In her research, Xu Yupei 

(2010) found that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ors consider idioms more 

suitable for students at intermediate-level or higher to learn.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questionnaires used in this study, 75% of students at the beginner and intermediate 

levels are already interested in learning idioms. Further, the results of post-teaching 

idiom test showed that even learners at the beginner level answered idiom-based 

questions correctly 70% of the time, a score that was on par with their intermediate 

and upper-intermediate counterparts. This suggests that studying idioms is viable even 

at beginner levels.  

 

 The research was conducted by collecting questionnaires and in-depth and 

follow-up interviews. Our subjects were 31 student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inology 

at M University in Germany. The questionnaire was comprised of three parts: First, a 

survey on the students’ idiom-learning background; second, mind mapping 

experiment; and third, association test. The survey found that materials for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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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ioms used by the department concentrated on introducing idioms through stories 

behind them and lacked the teaching and practice of how to apply such idioms, thus 

students focused more on learning other vocabulary in the texts rather than idioms and 

regarded idioms as a reference for stories. As a result, students neither remembered 

idiom meanings nor were they able to use them after listening to the stories. Mind 

mapping tests for the word ‘dragon’ produced the following initial associations and 

overall percentages thereof, respectively: fire 52%, myth 39%, gigantic or dangerous 

32%, and evil 26%. Given the same test, Taiwanese subjects came up with these 

connotations: emperor 57%, snake 23%, dragon ball 20%, and Dragon King of the 

Seas 13%. It is evident from these statistics that the German concept of the same word 

is vast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aiwanese subjects, indicating that for students whose 

cultures ar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second-language they are learning, learning a 

word with culture-specific connotations requires changing one’s original cultural 

perception and concept about that word, which is bound to be challenging. In the 

association test, there are twenty 20 Chinese idioms presented in bilingual form, 

where each Chinese character of an idiom is paired with a German word explaining 

the character’s meaning. Students were asked to write down possible meanings or 

associations for each idiom based on the Chinese and German wor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or students, the idiom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first, idioms 

whose meanings are easy to associate with; second, idioms whose associations by 

students are vary greatly among individuals; and third, idioms whose meanings are 

difficult to associate with. For the first category, such idioms can be easily understood 

by rephrasing it as a sentence with a clear subject and predicate. For the second, 

teachers must first provide students with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n the idiom (such 

as the people, occurrence or situation of the story behind it) and then connect the 

background with the predicate in order to help student make the correct association. 

Lastly, to understand idioms whose meanings are difficult to associate with, teachers 

can first highlight specific characters and its definition of an idiom then  provide 

visual aids to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idiom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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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題目 

    針對德國漢學系學生的語言與文化教學探究—以「龍」的成語及俗諺

為例 

第二節 題目解釋 

    本論文將探討中華文化中「龍」的形象和概念與德國文化中「龍」的

形象和概念的差異，以及這樣的差異對於以德語為母語的學習者在理解成

語及俗諺時所帶來的影響，以此為基礎設計出以學習者為導向的教材，幫

助學生更容易地學習並使用成語及俗諺的同時也能更了解中華文化，激起

學生學習漢語的興趣。 

第三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於筆者赴德實習的一年中，發現中德文化差異之處是最能引起學生討

論及吸引其興趣的議題。而成語乃是最能體現中華文化的精煉語言，現今

也不乏學者討論專為外國學生設計的成語教材和成語典。但畢竟國人常用

的成語不少，若要全部羅列出並製成專門的成語教材教授學生，或許會帶

給學生過多的學習壓力。因此筆者以十二生肖為範圍，在教授文化課程時

觀察中德文化對這十二種動物的概念差異，發現與中華文化相似之處，即

德語中帶有為數眾多的「馬」或「狗」之慣用語，然而帶有「龍」之慣用

語卻遠不如中華文化來得多。再者，由於東方「龍」的形象與西方「龍」

的形象相去甚遠，筆者對此種差異將會給學習者帶來學習上的什麼影響或

有無影響甚感興趣。 

第四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本文的目的旨在藉由問卷與事後訪談調查，了解德國學生對「龍」的

成語及俗諺的聯想過程及結果後，設計出更符合他們思考邏輯的成語文化

教學，以幫助德國學生更能容易掌握這些成語及俗諺的意義，並正確地使

用它們，以期達到為準備前往目的語國家留學的學生降低文化衝擊的目的，

讓學生即使在非目的語國家也可以在學習語言的同時對中華文化有所了

解，進而增加學生學習華語的興趣及了解中華文化的興趣，增進其中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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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同時也能幫助學生更有意願使用成語。 

 

    為達此研究目的，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一、 德國漢學系學生對成語及俗諺文化教材的需求？ 

二、 德國學生理解中國「龍」的成語及俗諺的難點為何？ 

三、 針對學生的這些難點有何對應的教學方法或建議可提出？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語言的文化性與普遍性 

    1930年代之後 Sapir&Whorf為首的「語言相對論」(Linguistic Relativity)

普遍盛行，這派學者認為語言不僅反應文化與行為，語言和思考模式還會

互相影響。而對於語言影響思維這樣的論點，也有強弱上的區別。其中，

較強者是「語言決定論」(Linguistic Determinism)：語言系統中的語法範疇

和語義類別，決定了說話者的世界觀，因此語言的差別也代表了說話人對

所處世界的解釋和理解的不同。簡言之，語言的使用雖然反應民族的世界

觀，卻也限制了思維的模式，還決定了我們的邏輯、生活和情緒等。 

    由於受到此派學說的影響，當時一般人普遍認為，操不同語言的人是

無法僅靠「翻譯」溝通的。因為不同的語言造就了不同的思維模式，若想

學習第二語言，不僅要學會語言本身(語言形式)，還必須以第二語言的思

考邏輯來理解並學習該語言，才能將第二語言學好。一個人要暫時擺脫本

身母語的語言思考模式絕非易事，因此可想而知要學會第二語言得費很多

的時間與精力才可達成了(費寧，1999)。 

 

    然而「語言相對論」這一學說，在 1969 年 Berlin 與 Kay 的研究發現

後遇到挑戰。他們針對二十幾種語言研究後發現，操不同語言的受試者對

同一色譜反應後選用的詞彙不完全相同，但是所有的人對色彩的中心點都

有相同的辨識能力，這同時也意味著，不同語言之間語言普遍性(Linguistic 

universal)的存在。即某個顏色或多或少因語言的不同使其涵蓋的邊界範圍

也不一樣，但是越接近這顏色的中心越具有語言普遍性，反之則越具有語

言相關性(文化獨特性)。費寧(1999)的研究指出如：紅燈、火紅中的「紅」

就是普遍語義，而如：紅娘、紅包等對於英語為母語者的學習者而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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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漢語文化獨特性的詞彙屬於較難聯想者。以下再就幾個1認知語言學的

觀點來看語言的普遍性與文化獨特性： 

一、 人類的通感 

    趙艷芳(2001:43)指出通感又稱作聯覺(synaesthesia)在傳統修辭學上被

認為是語言的一種修辭技巧與生理和認知無關。但近期研究表明，通感來

自人各種感知的相互連通，也就是當身體某一感官受到刺激、產生反應的

同時，也會引起其他感官的反應，即人的視、聽、嗅、味、觸五種感覺各

司其職，彼此相通、也互相影響。這不但是一種生理現象也是一種心理現

象，因為大腦相應部位的神經細胞之間發生了共鳴和聯想，如：銳利的眼

光、酸溜溜的話等；一種刺激可同時激起多種感官的不同感知、在大腦中

引起共鳴，於是顏色有了深度、聲音產生了形象、氣味也有了鋒芒。 

    人類感官的這種通感作用構成了人們認知事物的生理和心理基礎，而

這一過程也反映在語言的創造和運用之中，人類基於這樣共同的生理機制

有著共同的感知經驗和心理反映，形成人類認知客觀世界和表達思想的一

種重要手段，也是人類語言的普遍現象。烏爾曼(Ullmann，1957)對十九世

紀不同語言的許多詩人作品中通感用例的調查發現，通感現象有一共同的

內在規律：呈現等級分布(hierarchical distribution)即感覺的移動方向呈現由

較低級向高級感官、由較簡單向較複雜感官移動的趨勢，也就是對較高級

的感官刺激能引起較低級感官的反應。 

    李國南(1996)的研究指出人類的感覺由低級到高級依次如下：觸覺＜

味覺＜嗅覺＜聽覺＜視覺。而趙艷芳(2001)將於寧(1989)於「通感與語義演

變規律」一文中發表的通感關係圖加入了視覺後重新整例如下： 

 

 

 

                                      色 

 

             觸→味→嗅        空            視            

 

                                      聽 

 

 

圖 二-1 人類通感關係圖趙艷芳(2001) 

                                              
1認知語言學是一門研究語言的普遍原則和人的認知規律之間關係的語言學流派(李福印，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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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說明，觸覺、空間感覺、色覺是最基本的低級感覺，高一級的感覺融

合了低一級的感覺，又視覺是最複雜的感知，需要融合空、觸、色、聽等

多種感知。換句話說，低級的感知可以投射到高級的感知，因而低級感知

域中的詞語可以修是高級感知域中的詞語，反之則不行。如：soft red 不能

說 red hardness。這種詞義轉移規律與烏爾曼的調查大致都是吻合的。 

二、 情感表達的共性 

    以前的理論認為情感不過是心理的感覺(feelings)沒有概念內容，因為

情感不會引起任何推理。但事實則相反，感情是具有基於生理變化複雜的

概念結構和一致的語言表達體系的。埃克曼(1971，1972)和他的同事們對

情感與面部表情和生理變化間的對應性進行了跨文化的研究，發現人的基

本情感，如：喜、怒、悲、懼、驚等與特定的面部表情具有跨文化與語言

普遍的恆定對應關係。生理基礎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情感是如何概念化的，

比如，「怒」常常是根據人的體溫、熱度和內壓進行概念化的。 

    埃克曼等(1983)的研究發現存在著與基本情感相對應的自發神經系統

活動(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ANS)。與「怒」相對應的自發神經系統即

體溫升高、心律加快和內部壓力加大。對此進行的臨床實驗中，要求受試

者改變他們的面部表情致與「怒」這種感情原型相一致，這時將他們的心

律、左手指和右手指的溫度記錄下來，其結果是相一致的，如下： 

在憤怒時： 心律加快：＋8.00＋/－1.8(平均值＋標準誤差) 

           左手指溫度升高：＋0.10℃＋0.009℃ 

           右手指溫度升高：＋0.08℃＋0.008℃ 

    這些因憤怒而引起的生理特徵如：體溫升高、心律加快、內壓增加、

顫動等，構成了語言對其進行概念化的基礎，而對應此基礎的語言表達透

過隱喻和轉喻形成了表達此感情的概念結構體系。加入漢語形容憤怒的例

句與 Lakoff(1990)的英語例句筆者整理後列舉如下： 

表 二-1 英漢憤怒特徵例句 

 英語 漢語 

體溫 

 

Don’t get hot under the collar. 

Bill’s a hothead. 

不要發火(=熱)，可以商量嗎？ 

他氣得頭頂都冒煙了！ 

內壓 

 

Don’t get a hernia！ 

He almost had a hemorrhage. 

他怒髮衝冠，快要爆發了。 

他氣得青筋爆裂。 

臉紅 

 

She was scarlet with rage. 

He got red with anger. 

他氣得臉紅脖子粗。 

他們倆爭執不休各個面紅耳赤。 

顫動 

 

She was shaking with anger. 

I was hopping mad. 

我氣得渾身發抖。 

他氣得不停顫抖，眼睛冒火。 

(資料來源:趙艷芳(2001)認知語言學概論。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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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活中的體驗 

    李福印(2008)指出概念就是我們頭腦中形成的對客觀事物的想法和信

念，是頭腦中對客觀事物的認知系統，包括人類概念系統中概念的組織方

式等。語言符號是詞彙化了的概念，因此詞彙表達概念，而詞彙也可以看

作等同於概念。對此，認知語言學家們如：Johnson(1987)的意象圖式理論

就論證了身體在意義建構中的作用；而 Langacker(1987)的認知語法也強調

了語言結構和概念結構中的身體體驗。 

    Lakoff&Johnson(1993)在「體驗哲學：基於體驗的心智及其對西方思想

的挑戰」一書中，系統地闡述了認知語言學的哲學基礎，即：體驗哲學

(Embodied Philosophy)，並將其思想蓋括為三項基本原則：1.心智的體驗性

2.思維的無意識性 3.抽象概念的隱喻性。心智體驗觀認為範疇、概念、推

理等均來自人類身體體驗，身體和大腦不僅決定著人類的範疇化進程，也

決定著將形成怎樣的範疇及其結構。概念源於人體、大腦和對世界的體驗，

並透過他們為人所理解，而概念透過體驗性特別是通感和運動能力而獲得

意義。Johnson 認為人類對世界的經驗和推理都是以大量無意識的意象圖

式結構為基礎，這些結構透過身體體驗控制著我們的思維模式。 

    「容器」(container)這一意象圖式(image schema)可能是各種文化下的

人們都具有的最基本的認知結構之一了，它使我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把時間、

空間、狀態以及各種器物都看作容器：這種容器有邊界、有內外，可供其

他物體進出，如我們說在校園裡(in the school)、在過去的三個月中(within 

the past three months)等。這種認知不是沒有根據的，而是基於我們本身的

生命活動和生理活動所建立的，Johnson 認為嬰兒本能地把母親的乳頭含

進嘴裡，從乳頭裡往外吸吮乳汁，乳汁流進嘴裡再吞進肚裡，這一系列動

作的多次反覆使嬰兒完成了對「內」和「外」以及「容器」的最初認識。 

    之後隨著年齡的增長，人認識到自身的容器特徵還表現在吸入新鮮空

氣、呼出廢氣，吃進食物、排出糞便等；再後來，人開始將抽象的時間、

狀態等也視為容器。這樣的步驟不僅體現了人類個體的認知發展過程(即從

嬰兒長成大人的過程)，還體現了人類作為一個種群的認知發展歷程(即從

類人猿發展到現在的過程)。人參照自身的容器特徵製造各種實用的容器

(如：盆、碗、缸、壺等)，並將實用的容器作為進一步認知的參照是人的

個體或群種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才得以實現的。 

    意象圖式即來自空間概念，反映我們與自然界相互作用及不斷反覆出

現的類似的動態形式，賦予我們經驗一致性的結構。這些經驗模式幫助我

們理解抽象概念和指導我們推理，形成有形體的想像式理解(embodied 

imaginative understanding)。這使語義、推理及抽象思維具有了物質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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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神話中的龍 

    譚達先(1980)認為在民間散文體裁形式中，神話是極其古老的口頭故

事的一種。主要產生於原始社會，那時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很低，人們

的知識貧乏，支配自然的能力很差，因此在他們與大自然鬥爭的過程中，

對於理解和掌握大自然的規律是無力的。於是種種的自然力就被設想為由

某個形象化、人格化的神在控制著的，如：太陽有太陽神、風有風神、雷

有雷神等；這類的神話表現了初民樸質的世界觀，帶有泛神論的色彩。後

來隨著人們征服自然力量的發展，似乎感到了自身力量的偉大，也就不再

甘心屈服於各種自然力之前了，於是以人們中的英雄人物為模特兒，創造

了一些誇張人力偉大、能戰勝自然力乃至於妖怪或魔物等的故事。 

 

    依照主題的不同，例如上段提到的自然、英雄等，後世的學者們對神

話的分類也不一而足，少的有如 Bianchi(1877)的三種分類：1.天地開創及

神統 2.諸神 3.英雄，多的有如 Spence(1878)的二十一種分類。縱使分類如

此繁多，但是我們若以思維的角度出發將不難發現各國神話間的相似之處，

趙仲牧(1991)表示神話思維是人類思維的一種，稱之為原始－神話思維。

它是一種記敘事件的思維程序，一種運用想像、投射和幻化等方式去記敘

當時所處現實的思維程序；其特色為來自外部的觀察事實和來自內部(心理)

的體驗事實尚未明確分化，物的因素與心的因素相互滲透、天的因素與人

的因素相互感應，形成了在巫術與神話裡特有的超自然和超現實特徵。 

 

    如果說人類的思維活動就是世界上各神話的普遍性原則，那麼神話的

另一個特點文化獨特性就是它的獨特性原則了。鄭啟耀(1992)表示神話作

為人類思維初期階段的產物，已相對凝化於一定的文化規範中，各國神話

除了自身的差別和變異之外，它對文化發展趨向的影響或文化對它的認同

趨向，都暗透出一個民族的文化結構與思想結構形成的軌跡。神話以神意

和天人形式增強了各民族的集體意識和因襲模式，它影響了各民族的集體

思想和行為，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心理和行為規範，體現出了宗教、倫理、

教育、法律的價值功能，透過血緣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成為現今各國各

民族不同的文化認同。 

 

    人將主體(我)的行為、意願、感情、能力和整個生命都投射到客體世

界中去，並透過想像和幻想幻化出了種種超現實和超自然的神奇事物，因

此形成了具有神聖性的崇拜對象(鍾宗憲，2006)。「龍」這個上古時誕生

的「人心營構之象」正是在這樣的神話思維下產生的象徵性文化符號，雖

然對「龍」的由來尚未有統一的定論，例如：有些學者採用動物崇說，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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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龍」是中國自然神話的一部分，是初民以其原始思維解釋自然、認為

萬物皆有靈的產物，「龍」既是四獸(四個方位的守護神)也是四靈之首，

當然也就成為了人們崇拜的對象；還有些學者採用圖騰崇拜說，認為「龍」

最早是由伏羲氏擷取當時各部落象徵圖騰的一部分，來作為自己一統天下

後的旗幟；另外有些學者則認為黃帝的黃龍(水神)形象是中國最早「君權

神授」的起源，然而這些起源在在都奠定了對今日的中華民族而言的「龍」

所具有的神聖化了的文化功能，具有權、德、智合一的威嚴神性，都會在

號稱「炎黃子孫」或「龍的傳人」的人們心中引起神秘的顫動。 

 

    相對的，對於德國人而言「龍」的形象卻是出自於「聖喬治屠龍」和

「尼伯龍根之歌」的神話中，故事中的「龍」是會吐火的邪惡魔物、喜歡

吃人、具有超越人的力量，是為了突顯英雄而存在的邪惡象徵。這反映了

馬克思所說神話的定義及特色，神話是應人們為解釋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

而生的，同時也是為了戰勝自然和危害生命的一切敵人而生的。因此此類

英雄神話的特色有三：1.英雄人物在自然的災害面前，都是以無比的力量

去克服的 2.英雄人物的命運不是由神安排的，而是自己決定的，體現了人

定勝天的思想，表現出了一種反抗的堅強意志 3.表現了磅礡的氣勢及優美

的情感，富有抒情的意味。趙林(1996)表示這個時期的人把個人利益和國

家利益看作是密不可分的，而國家利益主要靠戰爭來保證，這樣就使得武

士(軍人)成為一種高尚的職業、成為英雄的同義詞。 

 

小結：由上述討論可知各國語言和神話間的鴻溝並不如想像中的如此絕對，

反而是基於人類這一物種的共同特質如：認知、思維，有著一定程度上的

相似性，或者我們也可以將之解釋為可理解性，如：同樣身為人類對於憤

怒這一情緒的語言表達具有相同的特徵，英文的 get red 是可以被中文母語

者所正確理解的，或是以遠古的神話來看，我們都經相信萬物有靈，因此

有了風神、雷神或是太陽神。 

 

然而文化獨特性的部分才是對第二語言學習者而言最值得關注之處，因為

這部分才是學習者們容易犯錯、需要特別注意和學習之處，譬如「龍」這

個神話中才有的生物，雖然是東西方世界都有的，其背後所代表的概念卻

是截然不同的。中華民族的「龍」是神聖的、皇權的代表，也是我們溯源

的源頭，因此我們常自稱是「龍的傳人」；而西方的龍卻是邪惡的魔物，

是為了歌頌英雄而產生的應擊敗之物。因此本論文欲藉由德國學生對中國

「龍」的成語的聯想和推理，來看這過程中是否也有可理解性的部分存在，

若是不存在，德國學習者的理解難點又在哪呢？針對這些難點又有哪些對

應的教學設計可以幫助學生更容易地學習呢？以上正是本論文將探討之

處，以期對成語及文化教學能有微薄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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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成語的特徵 

一、 成語的定義 

    劉叔新(1995：127)指出：「如果就人們的成語語感做一番考察，即尋

查某些固定成語所以被公認為或被多數人看作成語的原因，那會不難發現

成語的獨特處是在意義方面－意義的雙層性。一個固定語，如有一層字面

上(表面上)的意義，同時透過它又有一層隱而不露的意義，而且這隱含著

的才是真實的意義，那麼就會被大家看作是成語。」 

 

    徐耀民(1997)則提出了以下四項界定成語的基本原則： 

1. 成語應該是現成的、習用的：一般來說，成語是古已有之的；前後次序

雖有更動但意義和用法都沒有明顯區別者算是成語，如：「車水馬龍」

和「馬龍車水」。另外，成語的整體意義同字面意義往往並不一致，使

人產生聯想因而運用起來更容易收到生動、形象、耐人尋味、言簡意賅

的效果。 

2. 成語應該有較強的修飾功能，缺乏凝固性、形象性、歷史悠久、文言色

彩等特徵者如：「心中有數」、「從頭到尾」等太過平鋪直敘，不應該算

是成語，應該歸類為「類成語」使之介於成語和一般詞語之間的地位。 

3. 成語應是定型的，應是四個字的：五個字以上的固定詞組多是詩詞成句

或古人名句以及部分俗語，如果將「疾風知勁草」也列入成語，那麼所

有的古人詩文語句就都得列入成語了。 

4. 成語應是短語，而不是詞或句：如：「無顏見江東父老」在引用時常常

自成一句，不能擔任短語入句因此不應該歸為成語。 

 

    程祥徵與田小琳(2001：219-226)認為成語具有以下幾種特徵： 

1. 多為四字格形式，但也有其他形式，例如：「一動不如一靜」、「九牛

二虎之力」、「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等。 

2. 具有結構的定型性：語素排列的語序是固定的，不能用同義或近義的語

素更換，例如：「畫龍點睛」不能改成「畫龍點眼」。 

3. 具有意義的整體性：一個成語表示一個完整的意義，常不能望文生義。 

4. 成語的來源多是有出處的：其主要來源有四，來自歷史典故，例如：「直

搗黃龍」；來自古代典籍，例如：「群龍無首」；來自宗教習，俗例如：「龍

飛鳳舞」；來自民間口語，例如：「望子成龍」。 

5. 內部語素的組合有其規律：一般為前兩個語素和後兩個語素各為一部份。

主要的組合有：(1)並列關係，如「生龍活虎」(2)偏正關係，如「畫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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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睛」(3)主謂關係，如「龍蛇混雜」(4)動賓結構，如「直搗黃龍」等。 

二、 成語的表意性 

    倪寶元和姚鵬慈(1990)根據內部語素與成語整體意義之間的關係將成

語分為三種：(1)組合型(2)綜合型(3)融合型。組合型成語是指內部語素意

義顯而易見者，如「望子成龍」、「群龍無首」；綜合型成語則是只需從

內部語素意義當中推敲出其意思者，如「龍爭虎鬥」、「來龍去脈」；最

後融合型成語則是指已經不能從內部語素看出其義者，需要查詢成語出處

及典故的成語，如「葉公好龍」、「魚躍龍門」(引自曹素冉，2008：16-18)。 

 

    劉秀香(2000)在「成語語義分析」中提到，成語的語義可從成語的本

義、直義、轉義、引申義、比喻義和形容義等方面來分析。直義指的就是

字面義，而轉義則是由本義轉化而來的意義，如「龍飛鳳舞」原指書法筆

勢飄逸多姿，後來轉向貶義，其本義與轉義已大相逕庭了。引申義則是由

本義引出來的意思，它是本義的延伸必須以本義為基礎，不會與本義相去

甚遠。其中引申義、比喻義、形容義分述如下： 

1. 引申義：有些成語因一再引申出現了多個引申義，如：「一塵不染」，佛

家把色、聲、香、味、觸、法叫做六塵，眼、耳、鼻、舌、身、意叫做

六根，並認為六塵生於六根，因此把所謂「六根清靜」叫做「一塵不染」，

原是佛教徒屏除慾念保持心地潔淨的意思。後來形容清靜純潔，之後又

比喻不沾染一點壞的思想和習慣；現在大家又把塵當作灰塵解釋，用來

形容環境非常清潔乾淨。引申義使成語的語義更豐富、使用範圍更廣，

是多義成語形成的根本原因。 

2. 比喻義：成語長期用作比喻定型而成的意義。例如：「畫龍點睛」原本

描述畫了龍後，為其點上眼睛，龍便乘雲飛去，後來由於用的時間長了、

意義固定了，在最重要之處加上一筆、做事能握要點，讓整件事更加圓

滿便成為它的比喻義。成語的比喻義能引起人們對事物的聯想，構成形

象、具有修辭作用。而其中一部分又有典故，因此應先了解其典故以便

更理解比喻義，如：「龍盤虎踞」、「龍潭虎穴」等。 

3. 形容義：成語對人事物描寫形容的意義。具有形容義的成語構成成份以

形容詞、數詞居多。而如「老態龍鍾」、「十萬火急」等，形容義沒有借

助具體事物構成想像引起人們的聯想而是直接表義，較比喻義易理解。 

三、 成語的功能 

    徐國慶(1999)於「試談四字格的語用差別」中指出四字格成語依其語

用功能分類可分為兩類，一是對客觀事實和物件進行描述的成語，其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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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為「描述性」，二是用作對實踐性經驗和規律性認識的引證，其語用

特徵則是「引證性」。徐毓珮(2000：9)整理表格如下： 

表 二-2 引證性和描述性成語的特徵 

 描述性四字格成語 引證性四字格成語 

語用功能 

 

對客觀事實和客觀物件進行

描述 

用作對實踐性經驗和規律性認

識的引證 

結構類型 

 

並列結構較多，非並列形式

的結構也多 

主要是主謂結構和緊縮結構 

 

語法特徵 

 

 

 

 

 

以充當句子成分為主 

 

 

1. 主要是獨立成句或是構成一

個分句。 

2. 可以充當句子成份。 

3. 最突出的形式標誌是可以加

提示語。 

例子 群龍無首、魚躍龍門 望子成龍、攀龍附鳳 

 

    其中，徐國慶表示絕大多數的四字格成語都屬於描述性的，而其表義

內容和語用特徵決定了其充任句子的部分，即：極少單獨成句，而引證性

四字格常獨立成句或是構成一個分句，在充當句子成份時可以前加「能夠」、

「可以(是)」、「應該(是)」、「果然(是)」用來引證其知識性內容。而最

突出的形式標誌是可以前加「俗話說(得好)」、「常言道」、「自古道」、

「人們常說」這一類的提示語。 

四、 成語的文化蘊含  

    Lakoff&Johnson(1980)年關於認知隱喻的理論主要論點為：人不只是在

語言上，而是在整個思想以及行動上都會運用比喻的觀念，即比喻影響了

我們整個日常生活。而我們的成語及俗諺正是反映這種觀念的語言形式，

很多時候單看字面並不足以理解它們，因為它們常具有言外之意、比喻、

以及延伸意義等概念，還涉及特定的思維觀念、風俗習慣等文化特質。 

 

    王莉(2008)從概念隱喻理論認知語言學出發，即隱喻不僅是一種修辭

手段，而且是一種思維方式，是人們的認識、思維和經歷甚至行為的基礎。

人們在認知過程中所形成的隱喻概念體系又會約束人們對現實的認識和

理解。而隱喻概念體系作為文化的組成部分，與社會文化中最基本的價值

觀又是相一致的(L&J:1980)。所以「隱喻認知理論」也可以充分說明現實、

認知、語言、文化的多元融合現象。王莉(2008)從四個方面來探討：(1)本

體相同，概念隱喻相同(2)本體相同，隱喻概念不同(3)本體不同，隱喻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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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4)本體不同，隱喻概念也不同。英漢相同的習語並不都有對應的本體，

有時英語帶有動物詞彙的本體漢語並沒有與之對應的隱喻概念內含意義。

反之，漢語帶有動物詞彙的本體英語並沒有與之對應的概念隱喻。此種習

語的存在與不同國家由於認知方式的不同而帶有明顯的民族文化特點。 

 

    蘇以文(2006)提到每種語言會有其在特定來源範疇與目標範疇的對應

間，所著重的面向；而這些特定的語言使用習慣，反映了我們思考的習慣

與特殊文化中的思維模式。Cooper and Ross (1975) 的研究發現，我們的語

言中存在一個稱為 me-first orientation 的現象。他們認為，我們通常將自己

本身的特質拿來作為思維的基點。即雖然使用的字是相同的，但隨著我們

所選取的來源範疇不同，其在目標範疇內所代表的意義也會有所不同。因

此我們一定要考量到所有可以形容這個目標的來源範疇的總和，才能對這

個目標範疇有一個全面性的瞭解。 

    在傳統中被視為基本概念的，都需要有經驗基礎的堆積才能形成，而

且這些基本的概念，都可以利用概念性隱喻，進一步使用來源範疇(移動)

的方式表達。要考慮到經驗整體性，才能讓我們對任何一個概念性隱喻有

更深入且全面的瞭解。當我們在進行一段對話的時候，基於經驗的整體性，

我們會自動瞭解我們在做什麼：比方說，對話的參與者是誰？對話所牽涉

到的活動為何？我們現在正在哪個階段(剛開始還是結束)？目的是什麼

(單純的打招呼，培養感情，或是詢問問題)？而我們一旦意識到我們正在

進行的對話的各個面向，和隱喻的各個面向有很大的相似之處，那我們就

會意識到自己使用的概念性隱喻。 

五、 中德動物對比 

毛學勤(2004)整理表格如下： 

表 二-3 漢德動物內涵對比 

 漢 德 

同一種動物，漢德內涵相同 狐狸(狡猾、偽善) 狐狸(狡猾、偽善) 

 鸚鵡學舌 鸚鵡學舌 

 蜜蜂(勤勞) 蜜蜂(勤勞) 

同一種動物，漢德內涵不同 龍(高貴、權威) 龍(邪惡的怪獸、潑婦) 

 鳳凰(吉祥) 鳳凰(重生) 

 喜鵲(吉祥) 喜鵲(聒噪、愛學人) 

 貓頭鷹(不祥) 貓頭鷹(有智慧) 

相同內涵，不同代表動物 膽小(鼠) 膽小(兔) 

 力大(牛) 力大(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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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猛(老虎) 勇猛(獅子) 

 笨拙(熊) 笨拙(象) 

 

    譚淵(1998)表示德語母語者很常用動物來象徵人的某一種形象或性格

特徵，而且動物所代表的感情色彩千差萬別。作者探討了狗、蛇、兔子、

羊、牛、雞、豬、老鼠、馬、龍與虎十一種動物，其中龍的概念如下： 

 龍（Drache）：在德國傳說中是一個有雙翅長尾，常吐火焰，燒人田

園的凶惡形象。到現在德國人有時候還會說：Ich habe einen Drachen zu 

Hause.（這可不是什麼值得恭喜的事！），意思相當於漢語的「家裡

有隻母老虎」 

 

    忻捷(2006)從國俗語義學的觀點出發，此指在一定的文化歷史、民情

風俗的基礎上，將語言和文化兩者有機結合起來所形成的新的語言學分科，

分析了中國十二生肖的文化聯想意義，並與英文、德文中的有關對應詞的

文化聯想涵義做一個比較。以龍為例： 

 漢語：龍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1)權勢、尊貴的象徵，也是幸運和成功

的標誌，更是皇權的代名詞。(2)指出類拔萃、不同凡俗。 

 英語：「dragon」指「fierce person, especially a woman(凶惡的人，尤指

悍婦)」。 

 德語：「der Drache(龍)」用來形容潑婦，和英語很相似。 

 

    謝菁玉(2006)從德語的動植物固定語式為例對比漢德價值觀的差異，

其文章內容分為：第一部分舉例德語中基本情緒和複雜情緒兩類的情緒用

語、第二部分討論這些詞背後所隱藏的意義，包括價值觀、人與人相處之

道、與德國人對社會的期待；第三部分將其文化和思想形態做一個總結後，

發現德國人的思考模式常常是從個體上而非從整體上出發、從一個單位加

到滿（偏向個體觀）。 

 

小結：我們的經驗和概念，都和概念性隱喻是息息相關的。其實，許多我

們用的隱喻，其中所牽涉到的，或是我們在其中所感受到的相似性，都是

約定俗成的概念性隱喻所導致的結果。而這些概念性隱喻，也都是我們概

念系統的一部分。對於第二語言學習者來說，學習目的語時不只要了解語

言形式，更要理解背後的概念性隱喻。尤其是成語和俗諺的形成，都有其

典故來源和經驗依據，如果不能先瞭解這個部分，很難理解語言形式所代

表的隱喻概念，更加難以實際運用。因此教師必須改變傳統課堂上僅教授

語言的傳統角色，轉而充當組織者、控制者、協調者和指導者等多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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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成語教學 

    蔡智敏(2001)提出印尼學生的成語學習困難有： 

1. 學習上的解義困難： 

    初級學習者的障礙在於「一字多音」及「一字多音多義」所帶來的困

擾。補救教學→灌輸學生中文「一字多音」及「一字多音多義」的概念，

並加強斷詞、詞組的訓練。 

    中高級學習者的難點在於對具有言外之義的成語無法掌握正確詞義。

補救教學→語境的說明、文化及歷史知識的灌輸、認知觀念的轉換等等。 

2.使用上的困難： 

    初中高級程度的學生都對成語在句中的語法功能不能切確的掌握。 

補救教學→指出正確的使用情境、多列舉成語在不同詞性時的用法及例句、

指引學生瞭解成語與其他句型結合使用的情況。 

3.認知觀念轉換的困難： 

    這牽扯到中、印兩種語言中的形式和認知層面，如︰文白結合、褒貶

義的認同觀念、形象範圍的寬窄、形象的具體與抽象、引伸義等等之不同。 

補救教學→適時說明或指出兩種語言之不同處(先介紹認知觀念全等的詞

語，再介紹認知觀念近似的，最後才討論認知觀念上完全不能對應者)。 

 

因此在教學順序上應從認知觀念著手，先介紹中、印皆有且詞義全等之詞

語，來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及興趣並增加其信心。然後按照成語涵義的難

易度，分成三步驟來教導學生，先教一見就能明白詞義(只具有詞義)的成

語，再教具有詞義及句義的成語，即成語中的字義不能以常義解釋者，最

後才教具有言外之義的成語。取材方面必須選取常用、實用且能產性強的

四字格成語來教學，在教學時還要注意語用情境的說明詳加舉例，並適時

提醒學生不同詞性成語於句中的語法功能。 

 

    另外，張君松(2003)認為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成語教學不需要太著重

解說有關成語的理論，而該集中在成語的語義和實際上的用法。透過問卷

調查跟分析泰國學生學成語的困難，作者對成語教學的主要建議有： 

1. 對初級階段：  

    因學生的程度還不適合學成語，所以只用該稍微介紹中文成語的基本

概念，如成語是什麼？格式如何？成語對語言表達的重要性。也可以透過

講成語典故簡單的介紹一些成語。這階段不應該教學生太多成語，只要讓

學生對成語有印象，激發他們對成語的興趣即可。 

2. 中級階段： 

    該教學生如何分辨成語與一般四字格的短語，突出成語的特點: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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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雙層特點，所以不能只從字面上的意義去學和記成，而必須要了解其

背後的含義。另外還可以按照使用語境來教學生如何使用成語。比如在婚

禮上祝福：「百年好合」、「白頭偕老」、「永浴愛河」等等；過年時的祝賀：

「恭喜發財」、「萬事如意」、「恭賀新禧」；給老人祝壽：「福如東海」、「壽

比南山」。利用多媒體資源（教學網站、動畫、漫畫）也是可以提高教學

的效果的重要因素。 

3. 高級階段： 

    教成語時，只解釋字面上的意思是不夠的，而要仔細說明其感情色彩

（褒義或貶義）、使用語境。最好能多舉例說明並讓學生做造句練習。如

果學生的母語裡也有跟中文成語的意義相近時，老師要注意說明褒貶義色

彩有什麼異同，是否在同樣一個語境裡使用。 

 

    最後學生誤用成語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不能掌握成語的句法功能，常犯

語法上的錯誤。關於這一點，作者引用劉月華（2005）的觀點：「成語的

句法功能，是指成語在句子裡的結構功能，比如充任什麼成分，進入句子

以後，結構上有什麼要求，有什麼限制等等」。從這樣的觀念，成語教學

應該教學生每個成語的詞性及其在句子裡可以充任的成分。比如：動詞性

的成語可當 謂語、定語、狀語；名詞性的成語可當主語、定語、賓語等。 

 

小結：筆者認為正因為成語富含了文化色彩、涉及了學習者認知觀念的轉

換若做為文化教材，單就文化概念導入的觀點以提升學習者的學習興趣來

看的話，就能打破中級以上的學習者才較適合學習的限制了。同時還能提

升學習者的文化學習意識，讓學習者了解語言的學習或多或少都必須伴隨

著對文化背景知識的了解，才能將語言使用得更精準減少跨文化間的交際

障礙產生。另外，就成語的使用及學習而言，若從初級就給學生正確的概

念(成語不同於一般詞彙)、足夠的例句、正確的情境，相信一定能幫助學

生未來越到高級程度越能正確且更有意願使用成語了。 

第三節 文化教學設計理論依據 

一、 教學設計程序 

    崔永華(2008:218-235)提出漢語教學設計應當遵循以下程序： 

1. 分析教學需求，以獲得教學總體目標：其中教學需求分析應從內部需求、

外部需求以及教學條件三方面來分析。內部需求分析的是「所編教材在

教學大綱中的位置和相關課程的關係」，外部需求分析的是社會和學習

者的需求，根據分析結果「對教學大綱規定的教學內容加以補充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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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條件分析分析的是教材在何種語言和文化環境下使用，根據分析結

果決定教材的內容情景和詞語的選擇。至於總體目標，則應該說明以下

問題：(1)教材所依據的教學大綱或課程標準(2)教材適用的主要對象(3)

要達到教學總體目標、包括語言知識、語言技能水平、情感態度、學習

策略、文化意識(4)教材配套情況。 

2. 分析教學內容：具體作法是(1)根據要達到的教學目標，選擇教材中應

該包括哪些漢字、生詞、語法、交際功能、聽說讀寫的技能、學習策略

等(2)確定教學內容中各項教學內容如何搭配出現(3)安排教學順序。 

3. 分析學習者特徵：包括國別、年齡、學習動機、學習喜好。以此做為制

定教學內容和教學策略的依據。 

4. 闡明教學目標：對具體教學目標進行可測量的行為描述。 

5. 制訂教學策略：設計的內容包括教學過程、教學方法、教學組織形式。 

6. 選擇教學媒體：教學媒體是傳遞教學訊息的工具，包括教科書、圖片、

錄音、幻燈片、影片、電腦軟硬體設備等。 

7. 評價教材設計成果。 

 

圖 二-2 教學設計流程圖(崔永華，2008：7) 

 

二、 教材的呈現依據 

    Damen(1987)於其討論語言教學文化面向的專書中提到，教材的課文

設計可從內容、視角和方法三方面進行分析，以評估教材的特色。 

1. 內容：就文化教學而言，是具體文化內容還是普遍文化內容、是呈現真

實生活中關於文化的事例還是解釋一種文化行為、是將語言與文化融合

起來還是只關注於文化本質的傳遞。 

2. 視角：介紹文化內容的途徑與視角的選擇相關。有些課本強調該語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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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特性，常包含一些特定文化中的元素和主題；另一種則是強調普遍

性的文化、更強調對新文化的學習過程以理解文化的本質。 

3. 方法：主要可以分為兩類：第一是以解釋、討論、暗示、推論等方法介

紹文化主題或行為，以達到對文化的理解。另一個則是以角色扮演、行

為演練的方式產出合適的文化行為。 

三、 教學的目標及習得階段理論 

    Seelye(1997)提出了以下六項對於文化教學的目標，並強調文化教學的

最終目標應為：所有的學生都可以建立出一個對所學文化的完整認知，並

進一步用此文化認知與當地人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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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情至該文化圈的成員。 

2. 對象(Who)：學生了解到角色的預期和其他社會變數，如年齡、性別、

社會階層、宗教、種族、居住地等會影響人們說話與行為方式。 

3. 什麼(What)：學生能明白有效的溝通建立在對文化的認知上，這種認知

來自於當他們對周圍的世界進行思考、行動、反應時，在心裡喚起文化

上被限制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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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5. 為什麼(Why)：學生理解一般人的基本行為模式，是因為他們為了滿足

基本的物理和心理需要以及社會制約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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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息進行組織與區分的能力。 

 

    Omaggio Hadley(1993)將學習者習得目標語文化的階段分為下列四個

階段： 

1. 第一階段：文化認知上，個人會對不同的文化感到好奇、奇怪或是詫異，

文化訊息的傳遞可能來自一些特例或成見，所以個人在表達的時候常常

會從文化差異點開始。 

2. 第二階段：學習者著重在擴張知識，學習者個人的文化認知會影響對所

學文化的看法。他們重視所學文化與自身文化的差異。 

3. 第三階段：學習者能了解所學文化，而能從其角度對比文化進行認知。 

4. 第四階段：學習者能從實際生活上感受並了解當地文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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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共分為六節以敘述本研究的完整流程，首先第一節為本研究所選

定之研究方法設定，為了解中、德對「龍」的基本認識與概念，筆者首先

由字典著手再蒐集相關的中、德動物對比文獻，為使研究更具效度決定採

問卷及事後訪談方式進行。接著第二節為本研究步驟之敘述，第三節則為

研究工具之詳細敘述，說明語料之選取與問卷題目之設計，第四節為研究

對象之敘述分為德籍受試者與台籍受試者兩部份，第五節則為研究的施測

與程序敘述，最後再於第六節以流程圖方式呈現整體研究流程與架構。 

第一節 研究方法設定 

一、 針對德籍學生設計的問卷 

    筆者以中、德對「龍」的基本義下手，即字典上標示的解釋與意義為

出發點，先瞭解中、德對「龍」的基本認識與概念。由於筆者所蒐集的文

獻多為研究者從文本的角度來探討，缺乏實證研究，為補足這方面的闕漏，

筆者為本篇研究設計了問卷調查，以了解德國「龍」的形象和德籍學習者

對「龍」的成語及俗諺的聯想過程，以調查結果設計相關教材。 

    此問卷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又分為：A. 受試者的基本資料及 B. 

學習者對成語學習的相關意見。第二部分為德國「龍」的心智圖繪製，請

受試者繪製德國的「龍」會讓他們聯想到什麼。第三部分則為中國「龍」

的成語及諺語聯想測驗。 

二、 針對台籍學生設計的問卷 

    為了解中華文化中「龍」的形象和概念與德國文化中「龍」的形象和

概念的差異，筆者也請了台灣 N 大學中文系四年級的學生做了關於中華文

化中「龍」的心智圖聯想問卷。 

第二節 研究步驟 

1. 請漢語母語者 60 人從教育部國語成語典(2005)中，挑出含有「龍」且

常用的成語及俗諺共 20個。 

2. 問卷設計，分為三個部分：基本資料(包含學習者對成語學習的相關意

見)、德國「龍」的心智圖、中國「龍」的成語聯想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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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進行問卷調查，了解受試者對成語及俗諺的學習過程，還有德國「龍」

的形象聯想和相關成語及諺語的理解程度。 

4. 請台灣 N 大學中文系四年級的學生做了中華「龍」的心智圖問卷。 

5. 分析調查結果再針對學習難點設計教學。 

6. 將教學實際應用在課堂中。 

7. 最後於課程結束時讓學生做教學評估問卷。 

第三節 研究工具 

一、 語料蒐集 

    教育部國語成語典(2005)：《成語典》是臺灣教育部「國家語文資料

庫建構計畫」中的一個項目，於 2003 年推出。《成語典》收錄之成語，

以既有三十種成語工具書建立總資料庫(共三十餘種書，48276 筆。)，從中

選取出現頻次較高者為據。內容分為「正文」及「附錄」兩部分。「正文」

收錄成語之解說內容 5123 條，「附錄」則收錄與正文相關之成語資料 23385

條，全書共計 28508 條。 

    從上述教育部國語成語典中以「龍」為關鍵字，分別由「正文」及「附

錄」兩部分搜尋出，帶有「龍」字的成語及俗諺共 183 則（正文資料 30

則，附錄資料 153 則）。再從中扣除如：1.「正文」及「附錄」皆有出現的

成語如：「生龍活虎」2.用字不同但寓意相同者如：「龍”盤”虎踞」和「龍”

蟠”虎踞」3.字詞順序不同但寓意相同者如：「車水馬龍」和「馬龍車水」

只剩共 96 則帶有「龍」字的成語及俗諺。 

    最後將這 96 則成語及俗諺製作成問卷，公開放在網路上請漢語母語

者填寫，問卷調查的格式為五度問卷，以調查哪些為較常用的成語及俗諺，

選項分別為 1.非常常用 2.常用 3.普通 4.不常用 5.非常不常用。填答總數為

60 人，筆者僅以第一選項非常常用為選取標準，列出前二十個受試者認為

最常用的成語及俗諺，作為問卷題目。結果如下表： 

表 三-1 成語及俗諺使用頻率表 

排名 成語或俗諺 人數 

1 來龍去脈 52 

2 生龍活虎 52 

3 車水馬龍 50 

4 臥虎藏龍 49 

5 望子成龍 48 

6 畫龍點睛 48 

7 龍飛鳳舞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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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龍生龍，鳳生鳳 40 

9 乘龍快婿 38 

10 群龍無首 37 

11 攀龍附鳳 37 

12 龍蛇混雜 37 

13 龍爭虎鬥 35 

14 神龍見首不見尾 34 

15 魚躍龍門 32 

16 直搗黃龍 31 

17 人中之龍 31 

18 龍潭虎穴 31 

19 龍盤虎踞 27 

20 龍游淺水遭蝦戲 23 

二、 針對德籍學生的問卷設計 

1. 第一部分 A.「基本資料」：其項目參考了曾金金(2009)語言與文化課

程大綱附註的「受試對象基本資料表」，刪去第 7、9、17、18、19項(因

與本文研究無關)，共 14項，再加上與本文研究主題相關的 6項題目，

共 20題。 

2. 第一部分 B.「對成語學習的相關意見」：參考了張君松(2005)問卷調

查表一的第二部分，因為這份問卷設計的題目，對以漢語為第二語言的

學習者，在學習成語的過程中各種可能的想法都納入了，有助於筆者瞭

解受訪者對成語學習的相關看法，以輔助本文的研究分析與教學設計。

筆者僅將最後一題的「泰文」改為「德文」外，其餘皆無刪修。 

3. 第二部分德國「龍」的心智圖：請受試者依照範例所示，於次頁繪製出

對德國「龍」的聯想圖。 

4. 第三部分「成語聯想測驗」：參考了張君松(2005)問卷調查表－第三部

分語意理解的題型，筆者採用第一種題型(即猜測聯想)。筆者從語料蒐

集結果列出的前 20 個最常使用的成語及俗諺設計問卷，分為第一部分

勾選是否學過與第二部分猜測意義。 

5. 問卷中德語單詞之翻譯：為突顯漢語四字格成語對背後衍生意義的重視

和典故所帶來意義使用上的限制，而非字面上各單字之意義拼湊，譯者

採用單字翻譯法，一字一譯且不同漢字之翻譯一定不同，相同漢字之翻

譯一定相同，不論其在整個成語中的真正意義，即：1.詞性方面：先以

該單詞在成語中所表之詞性為準，確定德語單詞之翻譯詞性後，2.字義

選擇方面：再以母語者之語感判斷，該單字出現於一般對話時常用的意

思為何翻譯之，而非直接就將成語中的字義翻譯出來；希望能藉此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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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者與目標語思維模式之異同，且在理解或學習時是否特別有哪些困

難，最後再經過於德國大學教授漢語有二十年以上經驗的教師檢視，以

確認本問卷翻譯無誤。 

三、 針對台籍學生的問卷設計 

    由於幾乎所有大學生對心智圖都有一定的了解了，筆者僅以網路上的

一個心智圖範例為藍本，加上簡單的口頭說明，請受試者繪製出中華文化

中「龍」的心智圖。範例如下： 

 

圖 三-1 心智圖範例 

第四節 研究對象 

    針對德籍受試者的問卷發放數為 50份，實際回收數為 32份，但其中

一位受試者為俄國籍，由於本研究旨在了解德國籍學生(即母語為德語的

學習者)對成語的聯想，因此本研究並不採用，故實際有效問卷數為 31份。

而針對台籍受試者發放的問卷為 35份，實際回收數為 30份。 

一、 德籍受試者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德國 M 大學漢學系暨研究所學生，該校師生共約

兩百人，設系主任、客座教授、助理教授、專任講師各一位，及兼任講師

三位，本研究為本人擔任客座講師期間施測。繳回問卷者分別為一年級學

生 7 人，學習漢語的時間為一年，相當於我國華語文能力測驗(Test of 

Proficiency-TOP)等級之基礎級、二年級學生 17 人，學習漢語的時間為一

年以上至兩年，相當於我國華語文能力測驗(Test of Proficiency-TOP)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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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初級、三年級學生 7 人，學習漢語的時間為兩年以上至三年，相當於我

國華語文能力測驗(Test of Proficiency-TOP)等級之中等級。 

    以下以代號 A、B、C 命名之，代號 A 開頭的受試者為基礎級的學習

者，分別以代號 A1 至 A7 記之，而以代號 B 開頭的受試者為初級的學習

者，分別以代號 B1 至 B17 記之，最後以代號 C 開頭的受試者為中級的學

習者，分別以代號 C1 至 C7 記之。 

二、 台籍受試者 

    本研究之台籍受試者為台灣 N 大學中文系四年級的學生共 35 人，實

際回收問卷數為 30份，不以任何代號記之，只統一分析問卷結果。 

第五節 研究施測與程序 

一、 德籍受試者的填答過程 

    問卷為一份單面印刷共 8 頁以德語書寫的問卷，僅於第三部份成語理

解測驗以中德對照方式呈現，於課堂時間 90 分鐘內給學生填寫，願意繳

回者才算回收。由於德籍學習者自尊心強，筆者觀察的結果是，願意繳回

者大都於成語聯想測驗部分填答滿三分之二以上，其餘不願繳回者表示，

成語聯想太難他們不太有聯想，因此不願繳回。 

    問卷回收後，為徹底了解受事者的想法，經筆者審閱後針對成語聯想

測驗部分有疑義處再對受事者做個別訪談，例如：德語 stark 譯成中文可能

有強壯、強大、堅強等選項，筆者採取與受試者當面對談或電子郵件詢問

的方式與受試者確認其想表達之義。以望子成龍為例，代號 A4 的受試者

答案為 Sie hoffen das der Sohn so stark wie ein Drache wird，筆者即詢問是

身體上的強壯嗎?還是像龍一樣有力量和權力呢?受試者回答都有，筆者就

以強大為其中文翻譯如下：他們希望兒子變得跟龍一樣強大。另一個例子

為代號 A5 的受試者答案 Der Sohn soll stark und weise werden wie ein 

Drache，經筆者詢問發現受事者欲表達的是身體上的強壯，因此中文翻譯

為兒子應該變得跟龍一樣強壯且有智慧。以確保受試者的想法盡可能的與

中文翻譯零誤差，讓研究保持其應有的效度。 

二、 台籍受試者的填答過程 

    此問卷為一單張雙面印刷之問卷，正面為心智圖範例，背面僅於中心

打上了「龍」以做為中心詞彙，請受試者於課堂的 90 分鐘內自由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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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整體研究流程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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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就問卷結果分為三個部分討論，第一節為德籍學習者的成語學習

需求分析，第二節即同時列出台籍學習者及德籍學習者對「龍」為中心詞

所繪出的心智圖，以比較其差異並了解異同，第三節則是德籍學習者對帶

有「龍」的成語的聯想結果，並將之應用於教學上。 

第一節 學習者分析 

    以下問題以加權平均以後的分數方式呈現，計算到小數點以下第二位，

並四捨五入至第一位。加權方式如下，以第一題為例：你對成語有興趣嗎？

第一個選項很有興趣為五分、第二個選項有興趣四分、第三個選項普通三

分、第四個選項不太有興趣二分、第五個選項沒興趣一分，統計後再除以

人數即得該項問題之分數，即分數越高對該項問題的認同度也越大，此外

其他題型則以表格方式呈現。 

 

1. 你對成語有興趣嗎：A 組：3.9  B 組：3.9  C 組：4.1 

2. 要學好中文應不應該學成語：A 組：4.0  B 組：4.3  C 組：4.4 

3. 你認為成語對你學中文有幫助： 

3.1 加強聽力：A 組：3.1  B 組：3.1  C 組：3.3 

3.2 加強口語表達能力：A 組：4.0  B 組：4.3  C 組：4.3 

3.3 加強閱讀能力：A 組：4.1  B 組：4.0  C 組：4.0 

3.4 加強寫作能力：A 組：3.3  B 組：3.7  C 組：4.4 

3.5 增加對中國文化與思想的了解：A 組：4.9  B 組：4.6  C 組：4.0 

4. 平常在德國你會說德文的俗諺嗎：A 組：2.6  B 組：2.9  C 組：3.1 

5. 日常生活中，你在哪些場合會接觸(聽/看)到成語(可複選)： 

A 組 

選項 課堂上 看電視或聽廣播 與朋友或別人交談時 看報紙 

人數 71％ 43％ 86％ 29％ 

B 組 

選項 課堂上 看電視或聽廣播 與朋友或別人交談時 看報紙 

人數 71％ 59％ 94％ 47％ 

C 組 

選項 課堂上 看電視或聽廣播 與朋友或別人交談時 看報紙 

人數 86％ 86％ 86％ 86％ 

6. 跟台灣人交談時，你常聽他們說成語嗎：A 組：2.6 B 組：2.5 C 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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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你在哪些場合使用到成語(可複選)： 

A 組 

選項 課堂上 與朋友或別人交談時 寫作業或書信 都不會使用到 

人數 29％ 86％ 43％ 14％ 

B 組 

選項 課堂上 與朋友或別人交談時 寫作業或書信 都不會使用到 

人數 12％ 65％ 35％ 12％ 

C 組 

選項 課堂上 與朋友或別人交談時 寫作業或書信 都不會使用到 

人數 43％ 86％ 29％ 0％ 

8. 你對或說成語的人有何想法： 

A 組 

選項 很有學問 想學好成語 沒有感覺 

人數 57％ 29％ 14％ 

B 組 

選項 很有學問 想學好成語 沒有感覺 

人數 35％ 59％ 6％ 

C 組 

選項 很有學問 想學好成語 沒有感覺 

人數 29％ 57％ 14％ 

9. 當你不了解對方所使用的成語，你有何感受(可複選)： 

A 組 

選項 想請他解釋成

語的意義 

讓你覺得這場溝

通有困難 

不想跟那個人談話 無感受 

人數 86％ 43％ 0％ 0％ 

B 組 

選項 想請他解釋成

語的意義 

讓你覺得這場溝

通有困難 

不想跟那個人談話 無感受 

人數 82％ 41％ 0％ 6％ 

C 組 

選項 想請他解釋成

語的意義 

讓你覺得這場溝

通有困難 

不想跟那個人談話 無感受 

人數 86％ 29％ 0％ 14％ 

10. 你覺得學成語難不難：A 組：3.1  B 組：3.6  C 組：3.3 

11. 你認為有什麼因素影響你學習中文成語有困難： 

11.1 成語很長，不像一般的生詞：A 組：3.3  B 組：2.8  C 組：2.6 

11.2 字面意義難懂：A 組：3.0  B 組：3.7  C 組：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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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因成語是比喻語言而難懂：A 組：3.6  B 組：3.5  C 組：4.7 

11.4 成語有典故：A 組：4.0  B 組：4.1  C 組：4.1 

11.5 不知道如何正確使用：A 組：4.3  B 組：4.5  C 組：4.6 

12. 請你回想一下，大概什麼時候開始學成語：A 組：7 人皆從一年級開

始  B 組：7 人從一年級開始，10 人從二年級開始  C 組：4 人從一年級

開始，3 人從二年級開始 

13. 你現在所認識的中文成語大部份是在哪裡學到的(可複選)： 

A 組 

選項 教材內容 課堂上(老師補充) 課堂外(自行閱讀) 課堂外(會話接觸) 

人數 29％ 57％ 14％ 14％ 

B 組 

選項 教材內容 課堂上(老師補充) 課堂外(自行閱讀) 課堂外(會話接觸) 

人數 71％ 71％ 12％ 24％ 

C 組 

選項 教材內容 課堂上(老師補充) 課堂外(自行閱讀) 課堂外(會話接觸) 

人數 57％ 100％ 14％ 43％ 

14. 如果你從教材內容學到中文成語，請問是哪一本教材： 

   A 組：Chinesisch für Deutsche Ⅰ  B 組：Chinesisch für Deutsche Ⅰ、Ⅱ  

C 組：商務漢語、Speed up Chinese 4 

15. 你在課堂上學到的成語，你常聽別人說嗎： 

   A 組：1.4  B 組：1.8  C 組：2.0 

16. 接上題，如果是已經學過的成語，你自己會使用嗎： 

   A 組：1.4  B 組：1.3  C 組：1.7 

17. 你覺得應該什麼時候開始學成語： 

A 組 

選項 一年級(0-12 個月) 二年級(1 年-2 年) 三年級(2 年以上) 

人數 86％ 14％ 0％ 

B 組 

選項 一年級(0-12 個月) 二年級(1 年-2 年) 三年級(2 年以上) 

人數 76％ 12％ 12％ 

C 組 

選項 一年級(0-12 個月) 二年級(1 年-2 年) 三年級(2 年以上) 

人數 71％ 29％ 0％ 

18. 如果該成語在德文裡有對應，你認為對你學該成語有幫助嗎： 

   A 組：3.9  B 組：4.0  C 組：2.6 

19. 你覺得成語及俗諺適合做為文化課中的一個單元來學習嗎： 

   A 組：4.6  B 組：4.4  C 組：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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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一、學生對成語的興趣及成語對學習中文的幫助： 

    問卷顯示受試者對成語都很感興趣，且越高級的學習者對成語越感興

趣，並認為要學好中文就一定要學成語，這對聽說讀寫都有一定的幫助，

但受試者普遍認為對其聽力的加強幫助較少，受試者表示他們認為的加強

聽力是指聽的懂對方說的話，如斷詞和斷句等才是重點，成語的話較為片

面就像多學會了幾個新詞彙般；因此對自身的口語表達能力、閱讀能力、

寫作能力等較有幫助，又其中在對增加中國文化思想了解的部分，由於越

高級的學習者所能選修的課程越多如：中國政治、經濟和商務漢語等，對

他們而言成語本身對增加中國文化思想的了解並非絕對了，因此呈現越高

級分數越低的情況，但平均而言分數還是高達 4.5，顯示成語對受試者在了

解中國文化思想上的幫助甚大。 

 

 

  

成語對學中文的幫助 

 
圖 四-1 學生對成語的興趣及成語對學習中文的幫助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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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學習成語的必要與需求： 

    一般而言我們對在非目的語國家的學生都有一種他們不太會用到成

語的想法，所以成語學習對他們而言或許沒那麼重要，但根據此問卷調查

結果顯示並非如此，對於越高級的學習者和學習動機越強的學習者而言，

即使在國外他們還是接觸到成語的機會的，不論是看電視、聽廣播還是看

報紙，甚至他們最多接觸到成語的機會就是和中國或台灣朋友交談時了，

其比率高達百分之八十六以上，因此對他們而言學習成語絕對是重要且必

要的，否則他們如何與朋友談天呢！若是常中斷交談詢問對方成語的意思，

也頗費時。在受試者自身實際使用成語方面，還是以與朋友或別人交談時

佔絕大多數，而完全不會使用到成語的比率更是明顯隨著受試者的年級呈

現逐漸下滑到零的趨勢，可見越高級的學習者越難避免使用到成語。 

    另外，學生對會說成語的人的想法與在不了解對方所使用的成語時的

感受也是學生學習成語意願的重要依據。有一半以上的基礎級受試者對會

說成語的人感到很有學問，於初級及中級受試者身上也發現有過半的學生

表示，看到別人說成語自己也會想學好成語。如果聽到不懂的成語也會想

馬上請對方解釋該成語的意義，以充分溝通對話，降低彼此的溝通困難。 

 

接觸成語的場合 

 

使用成語的場合 

 

對會說成語的人的看法 

 

不了解成語時的感受 

 

圖 四-2 學生學習成語的必要與需求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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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語的難易及適合的學習時機 

    對所有受試者而言學成語並非太難，就像多聽一個故事一樣有趣，因

此不論哪一級的受試者皆有七成以上表示，成語是適合在一開始學中文時

就學習的，與一般我們普遍認為成語比較適合中級以上學生學習有出入。

又其中受試者認為造成他們學習困難的地方主要是成語有典故和不知道

如何正確使用，所謂的有典故是指如：塞翁失馬這種成語，字面上看起來

僅是某位老翁的馬走失了，看不出成語的意義。再來就是因成語是比喻語

言而難懂的分數較高了，但筆者認為這幾點僅是受試者的認知觀念轉換有

困難和視點不清所造成，會產稱無法理解及誤用的結果，因此受試者常常

學了又忘了，在可用的時機也無法使用，但只要教師解釋清楚點明該成語

的視點及引導學生往正確方想聯想就不會有問題了。而關於成語較一般生

詞長這一點隨著受試者中文程度越高，也就越不會被影響。 

 

 

 

 

應該什麼時候開始學成語 

 

影響你學習中文成語的困難處 

 

圖 四-3 成語的難易及適合的學習時點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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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材中以成語故事教學的優劣： 

    從受試者使用的教材中我們不難發現歸根究底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教

材的呈現方式，教材本身在介紹某一成語時總是以典故敘述為主，例如：

塞翁失馬，就只是將塞翁失馬的過程像故事一樣以課文呈現，這固然有趣

對學習者而言是一大吸引力，但在成語的使用方面卻未加著墨，導致受試

者不清楚該成語的使用方式也沒有什麼機會練習使用該成語。學生本身也

比較偏重於學習該篇課文中出現的其他生詞，以準備考試的方式學習，忽

略了成語本身，因此幾乎全部的受試者皆贊成將成語以文化課的個別專門

單元方式教授，幫助他們更了解成語。 

第二節 中華「龍」與德國「龍」差異 

一、 形象差異 

    以下為德台兩國受試者之心智圖聯想統計表之部分擷取，因心智圖之

特質為越末位的聯想越偏個人的生活經驗，因此筆者僅列出第一層與第二

層達 5 人以上的統計數據，其餘請參照附錄所列。從中能清楚的看見於首

位聯想(第一層)的部分德國龍的形象與一般我們所知道的西方惡龍相符，

受試者表示想到德國龍就會想到牠會噴火、有翅膀、很巨大、力量強大的，

令人感到危險、恐懼和生命遭受到威脅等，而這些形象的源頭則是神話和

童話。其中最常被提及的就是尼伯龍之歌了。相對於台籍受試者想到中華

龍，就會聯想到鳳；德籍受試者則會聯想到騎士、戰鬥、屠龍者等；身形

的描述聯想到蛇者也僅只兩位與台籍受試者光是在第一層就有 7 位差異甚

大，這兩位德籍受試者的聯想分別出現在第一層與第三層，其中一人表示

會聯想到蛇，是龍的尾巴部分很長而非整體身形，整體身形僅是巨大像山

一樣的爬蟲類，多半生活在黑暗的洞穴中，不會游泳。 

    台籍受試者的首位聯想則是皇帝、金黃色的龍或青龍，給人的感覺是

尊貴、吉祥、神聖、令人敬畏的；與德籍受試者相反的則是中華龍大都與

水或海有關，雖然沒有翅膀但上天下地無所不能、還會游泳。古籍記載龍

司降雨，又稱為雨神，西遊記中則有東海龍王此一形象，受試者聯想到龍

珠者也不在少數。與西方龍不同的是，中華龍除了爪子和利齒外，受試者

更多的聯想是在牠的長鬚、犄角和長形像蛇的身體。另外，由於除了皇帝

外受試者還寫出了其他相似的名詞如帝王、天子、君王、九五之尊等，全

部加總起來首位聯想數達 17 人。 

    除了「龍」在中德兩文化中的形象差異外，於受試者的聯想答案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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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亦可發現中介語系統2的存在，即德籍受試者的一層聯想：中國。仔細觀

察此六位受試者其中三位為二年級學生、另外三位則為三年級學生，於一

年級學生中尚未發現此中介語現象。這同時也說明了在成語測驗部分，隨

著受試者中文程度越高，其越無認知觀念轉換上困難之原因。高級的學習

者們已經意識到中德兩文化中「龍」其背後所代表之寓意的差別，即：中

華「龍」所表之寓意大多都是好的，唯其確切在每個成語中所表之意義，

德籍學生尚無法掌握或正確推測出而已。 

表 四-1 心智圖首位聯想統計表 

德籍受試者之第一層聯想          台籍受試者之第一層聯想 

聯想詞 人數 聯想詞 人數 

火 16 皇帝 10 

神話 12 蛇 7 

巨大的 10 龍珠 6 

危險 10 鳳 5 

恐龍 8 金黃色 5 

邪惡的 8 尊貴 5 

恐懼 6 神話 5 

威脅 6 形象 5 

中國 6 顏色 5 

騎士 5 象徵 5 

中世紀 5 龍生九子 4 

童話 5 青龍 4 

翅膀 5 海龍王 4 

表 四-2 心智圖次位聯想統計表 

德籍受試者之第二層聯想          台籍受試者之第二層聯想 

聯想詞 人數 聯想詞 人數 

巨大的 8 龍袍 8 

騎士 7 吉祥 7 

尼伯龍之歌 7 尊貴 6 

強大 6 長 5 

吐火 6 生肖 5 

翅膀 5 角 5 

城堡 5 鬚 5 

紅 5 帝王 4 

死亡 5 西遊記 4 

                                              
2 Selinker(1972)以認知心理學為基礎提出之假說。指學習者在對於標的語的規律尚未完

全掌握的情況下，所做的不全面的歸納與推論而產生的一種動態語言系統，劉珣(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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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語言差異 

    除了「龍」在中德兩種文化下各自所呈現之形象差異外，語言形式的

差異也是影響學生理解和學習困難的主因之一，楊又樺(2009：10)就提到：

如果拿其他語言來比較，印歐語系裡英文中有“ idiom”、德文中也有

“Redewendung”，日文中亦有「四字熟語」這類的詞語。但就定義上來

說英文和德文的“idiom”與“Redewendung”指的多像中文裡的「熟語」，

也就是指「詞義無法從字面上獲得」的詞句，而且就形式上而言跟漢語成

語比較起來，印歐語系裡的“idiom”更為自由，常是一句短語，較像我們

的俗諺。在印歐社會中這類短語使用的機會並不多，日常生活及文學作品

中也都不常出現，相較之下，我們會發現漢語成語的形式更為固定、語義

更為多元、也更常為人所用。 

    陳彥希(2009：19)還指出德語成語中還有很大一部分的特殊形式稱為

成對詞(die deutschen Zwillingsformeln)
3，通常由兩個實詞中間帶一個連詞

構成，以此來強調意思和豐富表達，如：durch und durch(完全)、ganz und 

gar(徹底)、hin und her(來來去去)等。縱觀德語成語的組成，我們不難發現

其大多以對比方式呈現，以突顯其欲表達之意思，如：Himmel und Hölle(天

堂與地獄)、auf Leben und Tod(生死攸關)、Tag und Nacht(日以繼夜)等，至

此我們也不難了解為什麼受試者在遇到一句成語中出現兩種動物時，總是

會不自覺的比較兩者間的強弱了，就是受其母語影響所致。 

    最後根據陳彥希(2009：63)統計德語中與「龍」有關的詞彙及成語，

共有以下幾個：Hausdrache(【俗，貶】悍婦、潑婦)、Drachenbrut(【貶】

暴徒)、Drachensaat(【雅】引起糾紛或爭吵的根源、不和的種子)、Drache zu 

Hause(【貶】母老虎) ；由上述可知德國「龍」其背後意涵為邪惡、狠毒、

心地不好的，與中華「龍」所代表的文化意涵相去甚遠。 

 

三、 文化差異 

    由下圖 The Hofstede Centre 的研究結果顯示，臺灣和德國文化差異最

明顯處在於個人間的權勢差距與個人主義，臺灣人與人之間的階級差異較

明顯，人民也較注意彼此間的權勢差距與輩份，因此對於龍的象徵－皇帝，

也較為注重、可謂已根深蒂固深植於民心了，因此對龍的聯想可想而知臺

                                              
3 此專有名詞見於蕭金龍(1995)：德語成對詞。新店：志一出版社。而夏正標與沈勤稱

德語成對詞為“固定詞偶“。夏正標，沈勤(2001)：德語成語文化背景溯源。德國研究，

第 4期第 16卷總第 60期，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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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受試者的第一連想順位就是皇帝是無疑的。而相較於德國個人主義色彩

較重的情況下，心智圖的結果顯示，其實德國人對龍的印象並非這麼絕對、

一定是邪惡的，由於受到卡通、書籍等影響，其實受試者是可以接受有些

龍是有智慧的、善良的，乃至於中華龍的皇帝象徵，他們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在認知轉換上，只要教師指點得宜，相信德籍學生是可以輕鬆學好並

使用成語的，並不會造成其觀念上的矛盾與困惑。 

 

 

圖 四-4 國家文化構面 Hofstede(1993) 

第三節 成語聯想測驗結果 

以下為德籍受試者之成語聯想測驗結果，以德中對照方式呈現，共十

七個成語與三個俗諺，分析的部分為針對這二十個題目個別分析之，呈現

於每個受試者答案整理之後，且於最後列表分析其聯想難易程度，並歸納

德籍受試者之通病，以作為教學排序之參考。其中，有 18 位受試者表示，

其聯想成語的方法為先確定每個字的詞性、位格，哪個當主詞或受詞等，

再依個人邏輯拼湊成合理的句子，完整分析結果如下。 

成語結構方面本文採楊又樺(2009：41)整理竺家寧(1999：149)及劉月

華(2005)所提出對漢語成語之分類如下： 

1. 主謂關係聯合式，如：龍飛鳳舞。 

2. 述賓關係聯合式，如：顧名思義。 

3. 偏正關係聯合式，如：腥風血雨。 

4. 聯合關係聯合式，如：青紅皂白。 

5. 主謂關係非聯合式，如：夜郎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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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述賓關係非聯合式，如：異想天開。 

7. 偏正關係非聯合式，如：近水樓台。 

8. 兼語關係式，如：認賊作父。 

9. 連動關係式，如：先禮後兵。 

依照此分類，筆者將列出每則成語之受試者聯想答案，並與成語的本義相

比較，歸納出以下論點。 

 

1. 望子成龍: 望(hoffen)子(Sohn)成(werden)龍(Drache) 

 學過(1 人) 

A1. Drache zu sein ist etwas Gutes, Drachen sind stark und männlich, 

Führungsfiguren 

變成龍是好的意思，龍是強大的、男性的、領導者 

 

 沒學過(31 人，有聯想的 24 人) 

A2. auf den du Sohn groß und stark und tugendhaft wird 

你希望兒子可以變高變壯，且有品德 

A3. hoffen, dass der Sohn zum Drachen wird 

希望兒子變成龍 

A4. Sie hoffen, dass der Sohn so stark wie ein Drache wird. 

他們希望兒子變得跟龍一樣強大 

A5. Der Sohn soll stark und weise werden wie ein Drache. 

兒子應該變得跟龍一樣強壯且有智慧 

B1. Das eigene Kind soll immer erfolgreicher sein als man selbst. 

自己的孩子一定要比自己更成功 

B2. Der Sohn soll erfolgreich im Leben werden. 

兒子的人生應該很有成就 

B3. Man hofft, dass der Sohn Charaktereigenschaften annimmt, die Drachen 

zugeschrieben werden. 

人們希望兒子具有龍該有的人格特質 

B4. Der Sohn soll ein starker Mann werden. Der Wunsch des Eltern, das Kind 

(Sohn) soll gut aufwachsen. 

兒子應該變成一個堅強的男人。父母對孩子的期望，希望孩子好好長大 

B5. Ich hoffe, der Sohn wird ein Drache:Wenn der Sohn ein Drache als 

Sternzeichen wird, das ist ein gutes Omen für seine Zukunft. 

我希望兒子可以變成龍。如果兒子的生肖是龍，對兒子來說就是未來的

好預兆 

B6. Hoffnung, dass der Sohn zu einer starken, furchtlosen Mann heranwächst. 

希望兒子不斷成長為一個強壯且無所畏懼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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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 (Der Vater) hofft, dass der (bald geborene) Sohn ein Drache wird, also 

Fleiß und Ehrlichkeit. 

父親希望(快出生的)兒子能像龍一樣勤勞、誠實 

B8. der Sohn ist allen anderen überlegen = Der Sohn soll ein Drache werden. 

兒子能勝過其他所有人=兒子應該變成龍 

B9. Hoffentlich wird der Sohn groß und stark. 

但願兒子能夠變得高又壯 

B10. auf Glück hoffen, etwas unrealistisches hoffen, verlangen (vom Sohn), 

nicht selbst handeln wollen. 

希望能有好運氣：兒子能完成不可能的任務，只期望兒子做卻不願自己

處理 

B11. Sohn soll stark und Drache werden. 

兒子應該要強壯並且變成龍 

B12. Hoffentlich wird der Sohn ein Drache. 

但願兒子能變成龍 

B13. Die Hoffnung, dass der Sohn eine erfolgreiche Person wird. 

希望兒子能成為成功的人 

C1. Man hofft, dass der Sohn eine gute Zukunft haben wird, das er 

wohlhabend und stark wird. 

人們希望兒子有好的未來，希望他能有財富且強壯 

C2. hoffen, dass der Sohn es zu etwas bringt/ Drache wird/ Kaiser wird 

希望兒子能有番做為、成為龍或皇帝 

C3. Man wünscht sich, dass man einen Sohn im Drachenjahr bekommen wird 

人們希望能有一個在龍年出生的兒子 

C4. Ich hoffe mein Sohn wird stark wie ein Drache 

我希望我的兒子像龍一樣強大 

C5. Wer seine Träume verfolgt und die Hoffnung nicht aufgibt, kann alles 

werden 

任何人只要朝夢想邁進且不放棄希望，就能成功。 

C6. Jemand, der unerwünscht ist, die Erwartung enttäuscht 

某人，一個不受歡迎的人，讓人期望落空了 

C7. Große Hoffnung für Kinder machen 

對孩子有很高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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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子成龍 

結構：兼語關係式 

受試者想法 本義 

                    強壯 

                    強大 

                    成功 

希望兒子變成龍      勤勞 

                    誠實 

                    有品德 

                    有智慧 

 

 

 

父母希望孩子像龍一樣成功 

 

 

望子成龍對德籍受試者來說算是結構清楚的句子，因此很好理解。每

個人都能把握住此一成語是希望兒子能變成像龍一樣的，但對於其結構所

缺乏之主語與龍所象徵的意象每個人的理解都不盡相同，有 8 位受試者並

未將認知觀念正確轉換成中華龍的概念，僅以德國龍的概念去詮釋，符合

德籍受試者心智圖呈現的結果：強大的；其餘還有有智慧的、有品德的、

勤勞的、誠實的等。可見受試者對中華龍的概念只粗淺的停留在是好的，

但關於其正確意象並未掌握。其中兩位去過中國的學生寫下了類似的答案，

希望兒子在龍年出生因為是個好預兆，更顯示了他們了解在中華文化中龍

是好的，只是並不清楚此成語背後欲表達的意思。甚至在中級學習者的部

分還有了反面的解釋，一個不受歡迎之人讓人期望落空了。 

    建議對於這種易聯想的成語，首先可以以受試者的聯想方式下手，將

此成語以完整的句子方式呈現，如：父母希望孩子像龍一樣，說明此成語

多為父母對孩子的期待，再明確告知龍象徵的意義即可。具體的教學建議

為：先給一篇短文或對話使學生清楚此成語出現的上下文、通常在什麼情

境下會使用到此成語，再以討論引導方式灌輸學生此成語中龍的象徵意義，

之後再給予數個例句加強學生的印象。最後還可以給學生一篇以增加文化

知識為主的短文，例如：補習班文化，讓他們不但對學習成語有興趣，還

能對相關的中華文化有更深的了解。針對中級以上的學生，教師還可以製

作練習題，以確保學生能正確的使用成語。 

 

2. 龍飛鳳舞: 龍(Drache)飛(fliegen)鳳(Phönix)舞(tanzen) 

 學過(1 人) 

B4. Alles ist gut. Alle sind zufrieden. 

所有一切都很好，大家都很滿意 

 

 沒學過(31 人，有聯想的 21 人) 

A1. Drachen sind stark, aber es ist nicht immer schön, was sie t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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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很強大，但牠們做的事並非都是好事 

A2. Der Drache fliegt, der Phönix tanzt. Drache:Mann, Phönix:Frau 

龍在飛鳳在舞，龍是男人鳳是女人 

A3. Ein Drache fliegt, ein Phönix tanzt. 

一條龍在飛，一隻鳳凰在跳舞 

A4. Der Drache fliegt wie der Phönix tanzt 

龍在飛就像鳳凰在跳舞一樣 

A5. Vielleicht hat jemand nichts zu verlieren (wie ein Phönix, der nicht 

sterben kann) und geht deshalb unvorsichtig durch sein Leben 

也許是某人沒有什麼好失去的(像鳳凰一樣不會死)，因此以無所謂的態度

過他的一生 

B1. Männer müssen erfolgreich sein, Frauen müssen betören können 

男人應該成功而女人應該有魅力 

B2. Eine Person ist oft Mittelpunkt des Geschehens. 

事件的焦點經常是一個人 

B3. Drache und Phönix gehören zusammen, da sie Symbole für das 

Kaiserpaar (heutzutage generell für Mann + Frau) sind 

龍和鳳是一體的，因為他們是皇帝及皇后的象徵，現今常指夫妻 

B5. Der Drache fliegt während der Phönix tanzt: Tanzen kann vielleicht als 

Unbeschwertheit verstanden werden. Der Phönix hat mehr Kraft und nimmt 

vieles leichter im Gegensatz zum Drachen. 

龍在飛舞的同時鳳凰在跳舞。跳舞也許可以理解為什麼都不擔心，因為

鳳凰比龍更有力量，任何事都比龍看得開。 

B6. Drachen fliegen mächtig durch die Luft, der Phönix dagegen tanzt nur 

龍群威武地飛在天上時，而鳳凰只跳舞 

B7. Der Drache fliegt, während der Phönix tanzt. Jeder soll nach seinen 

Möglichkeiten das tun, was er kann. 

龍在飛而鳳凰在跳舞。每個人應該把握機會做自己能做的事。 

B8. Symbol für Kaiser und Kaiserin 

皇帝與皇后的象徵 

B10. Alles ist gut 

一切都很好 

B11. Ein Drache fliegt wie ein Phönix Vogel tanzt. 

龍在飛就像鳳凰鳥在跳舞一樣 

B12. Ein Drache fliegt, ein Phönix tanzt. 

一條龍在飛，一隻鳳凰在跳舞 

C1. irgendein glücksverheißendes Ereignis 

帶來幸運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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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eine glückliche/ gute Angelegenheit ist passiert 

一件幸運的事或是好事已發生 

C3. Drache=Hinmmelswesen→ positiv mit Phönix zusammen 

龍是天上之物→和鳳凰在一起是正面的象徵 

C4.Drachen fliegen und der Phönix tanzt 

龍在飛、一隻鳳凰在跳舞 

C5. Jeder tut das, was er am besten kann. 

每個人應該做自己最擅長的事。 

C6. Ein Fest feiern 

慶祝一個節日 

 

龍飛鳳舞 

結構：主謂關係聯合式 

受試者想法 本義 

 

 
 

 

  男女 

  夫妻 

  正面的 

  慶祝節日 

  皇帝皇后 

  幸運的事 

 

 

 

 

 

 

 筆勢生動活潑 

 

 

 

 

 

唯一一個表示學過此成語的受試者還是不了解成語正確的意思，而其

中 7 位受試者只將此成語重複一遍以完整句子方式寫下：龍在飛而鳳在跳

舞，並無說明其寓意做更深一層的聯想，或是還有部分受試者僅寫下龍是

男人鳳是女人指皇帝及皇后現今常指夫妻等。在有聯想出成語欲表達之意

的受試者部分，也並未有正確者，普遍而言受試者大多猜測此成語是要表

達好的、正面的或幸運的意思，或是此成語是在告訴我們人應該做自己擅

長的事。值得注意的是，比起龍有部分受試者對鳳凰反而有更多的聯想，

但還是以西方的鳳凰重生加以解釋，也覺得鳳凰比龍還要強大。其中還可

以清楚的看見基礎級的受試者比起其他較高級的受試者，還是比較無法擺

脫母語文化的窠臼，對龍進行正確的認知轉換，因此還是出現了以下的答

案：龍很強大，但牠們做的事並非都是好事。 

    建議對於這種句式上看起來不難理解的成語，在教學上僅需加強學生

認知觀念方面的轉換及視點矯正即可。龍和鳳在此成語中並未有明顯的男

女性別差異，而是此兩種吉獸呈現出的美麗舞姿，即關注點並非龍鳳做了

什麼：飛翔還是跳舞，視點應擺在平面的視覺呈現上。因此具體的教學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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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為使用圖片呈現出龍和鳳的美麗姿態，再引導學生往此成語正確的意思

上做連結，加深其印象否則很可能學過又忘了。再者，給予學生一篇小短

文或對話和例句讓其清楚上下文及使用情境仍是必要的，最後文化連結的

部分可以使用書法鑑賞和介紹，讓學生觀察不同的字體，並討論何者較能

符合此句成語的意思或是自己用毛筆寫寫看漢字然後與同儕互相欣賞。 

 

3. 群龍無首: 群(Gruppe)龍(Drache)無(ohne)首(Kopf) 

 學過(2 人) 

A1. Wenn jeder stark sein will, gibt es Chaos. Es gibt ein ähnliches 

Sprichwort im Westen, glaube ich. 

每個人都想強出頭時就會產生混亂。我認為西方也有類似的諺語。 

B4. Eine führungslose Anzahl von Menschen→ kein Einheitsgeist 

一群失去領導的人→沒有團結精神 

 

 沒學過(30 人，有聯想的 22 人) 

A2. Jede Gruppe braucht einen Führer(Kopf). 

每個團體都需要一個領導者(頭) 

A3. Jemand, wer ohne konkretes Ziel ist. 

沒有明確目標的人 

A4. Eine Gruppe ohne Kopf ist wie ein Drache ohne Kopf. Jede Gruppe 

benötigt einen Führer (sonst ist sie kopflos). 

一個團體沒有頭就像龍沒有頭。每個團體都需要一個領導者，否則就像

沒有頭 

A5. Eine Gruppe von Drachen kann kaum keinen Kopf brauchen. 

一個由龍組成的團體幾乎不需要頭 

B1. Eine Gruppe ist wie ein Drachen ohne Kopf. 

一個團體就像龍沒有了頭 

B2. Ohne Kopf/ Anführer ist die Gruppe machtlos. 

沒有頭就是沒有領導者，那一個團體是沒有力量的 

B3. Eine Gruppe Drachen braucht einen Anführer. 

一群龍需要一個領導者 

B5. Eine Gruppe ohne Anführer ist konfus.→ so wie Huhn ohne Kopf 

一個團體沒有領導者會很迷惘，就像公雞沒有頭 

B6. Eine Gruppe ohne Anführer ist unberechenbar 

一個沒有領導者的團體是不可靠的 

B7. Wenn jeder der Anführer sein will, gibt es Chaos. 

當每個人都想當領導者時，就會產生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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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 Es gibt in einer Gruppe oder Gesellschaft keinen Anführer. 

是指某個團體或社會沒有領導者 

B9. Teamarbeit ist wichtig zusammen schaft man mehr. 

團隊合作是很重要的，團結能發揮更強大的力量、完成更多事。 

B10. In großen Gruppen ist es schwierig ohne einen Leiter zusammen zu 

arbeiten. 

在龐大的團體中沒有領導者是很難一起完成一些事的 

B11. Es fehlt die Führungsperson. 

缺乏領導者 

B12. Wenn viele Alpha-Tiere→ keiner arbeitet zusammen 

當每個人都是最強的時候，就沒有人願意一起做事了 

B13. Wenn Leute zusammen kommen, haben sie zwar Stärke, aber sind nicht 

organisiert 

如果人們聚在一起時雖然會有更多力量，但卻沒有組織 

C1. Drachen handeln ohne zu denken 

龍在做事之前什麼都沒想過 

C2. Eine Gruppe Drachen handelt ohne Kopf. Erst denken, dann handeln. 

一群龍在做事之前什麼都沒想過。我們做事前應先三思。 

C3. Das macht den Braten auch nicht fett. 

這也無法加油添醋 

C4. Verliert der Kopf nicht 

別亂了方寸 

C5.Handelt nicht ohne vorher darüber nachzudenken. 

不要在做事之前什麼都沒想過 

C6. Eine Gruppe von Drachen lässt sich nicht führen, jeder hat seinen eigenen 

Kopf 

一群龍不願讓任何人領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群龍無首 

結構：主謂關係非聯合式 

受試者想法 本義 

                  需要領導者 

                  會產生混亂 

                  沒有明確目標 

一群龍沒有頭      事前應先三思 

                  不團結 

                  不可靠 

                  沒有組織 

 

 

 

一個團體缺乏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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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龍無首對德籍受試者而言也是很好理解的，大部分受試者都能將頭

正確聯想到領導者一詞上，但對於整句成語欲表達的意思其聯想還是不完

全正確，有的人覺得是沒有團結精神、有的人覺得是指一個沒有力量的團

體還有人覺得這是在說一個不可靠的團體，在在都顯示了除了認知觀念的

轉換外有些成語還需要搭配教師的視點說明，明確指出成語背後的寓意。

當然對此成語的理解也不乏有較偏離正確答案的聯想，但有趣的是這幾位

受試者的答案竟然都很類似，覺得沒有頭的意思就是不會思考了，指龍做

任何事之前甚麼都不想就做了，因此此句成語應是在告訴人們應該三思而

後行。這也說明了世界上各國的道德勸說是有部分相似性的，像是團結力

量大、三思而後行等，可能在各國都有類似的說法，雖然不見得是以諺語

方式呈現，但是從各文化的生活經驗中可見一斑。 

    建議對於這種易聯想的成語，還是可以先從受試者的聯想方式下手，

將此成語以完整的句子方式呈現，但要注意的是此句子還必須加入視點的

說明，即成語所要表達的意象，如：一群龍沒有領導者就會產生混亂；就

會產生混亂才是此成語真正要表達的意思，之後再於短文或對話之後做用

法說明時明確指出，因此此成語是在形容沒有領導者時的混亂景象。 

 

 

4. 畫龍點睛: 畫(zeichnen)龍(Drache)點(punktieren)睛(Auge) 

 學過(2 人) 

B4. Etwas erfolgreich beenden. Beim Malen, den letzten Strich malen. 

成功完成某事。在作畫時，畫上最後一筆。 

B10. Das wichtigste zuletzt 

終於完成最重要的事 

 

 沒學過(30 人，有聯想的 19 人) 

A1. Man etwas kleines gut erreicht, wenn man sich vorher sehr auf ein großes 

Ziel konzentriert. 

想要在小地方成功，事先就必須非常專注在大目標上 

A2. Exaktheit, Genauigheit 

精確、準確 

A3. Wenn du einen Drachen zeichnet, punktiere das Auge. 

當你畫一條龍時要畫眼睛 

A4. Wenn man einen Drachen mit Augen zeichnet, fliegt das Auge weg. 

如果人幫龍畫上眼睛，眼睛就飛走了 

B1. Wer große Dinge tut, muss vor allem auf Details achten. 

想做大事的人一定要特別注意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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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Unterschätzt wie einen Menschen 

像某人一樣被低估了 

B3.Das Auge ist ein besonders wichtiges Körperteil, da es allsehend ist 

眼睛是很特別的一個身體部位，因為它可以看見萬物 

B5. Das Zeichen Drache symbolisiert den Punkt im Auge.→ der Blick ins 

Innere 

龍這個字象徵著眼睛裡的那一點→要內省 

B6. Den Drachen zu zeichnen ist wie ein Auge zu punktieren 

畫龍就像畫眼睛一樣 

B7. Wenn der Drache zeichnet, punktiert er sein Auge. Tu nur das, was du 

kannst. 

當龍在作畫時，會畫牠的眼睛。做你會做的事就好。 

B9. Auf kleine Details kommt es an. 

事情全取決於細節 

B11. Beim Zeichnen schaut man den Drachen durch Konzentrieren ins Auge. 

畫畫時我們可以藉由將注意力放在眼睛上看龍 

B12. Das Zeichen des Drachen ist das punktierte Auge 

龍的圖像是特別點出的眼睛 

C2. Viel zu gewissenhaft arbeiten 

太認真仔細地工作 

C3. Wirklich keine Auge 

其實沒有眼睛 

C4. Das Auge des Drachen ist wichtig 

龍的眼睛很重要 

C5. Das Auge des Drachen ist wichtig 

龍的眼睛很重要 

C6. Ungeschickt sien 

笨拙的 

C7. Sich an unwichtigen Kleinigkeiten konzentrieren. 

專注在無關緊要的小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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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龍點睛 

結構：連動關係式 

受試者想法 本義 

                  大目標 

                  注意細節 

                  眼睛很重要 

畫龍＋畫眼睛      認真仔細 

                  內省 

                  被低估了 

                  精確、準確 

 

 

畫龍時在最後一筆點上眼睛 

 

在關鍵處加上一筆，使整體更加生

動傳神 

 

從學過此成語的受試者答案加上其個人資料的分析可發現，現在普遍

使用的成語故事教學有一個缺點，那就是學生學完後可能只記得故事還是

不記得成語的意思和使用方式，此二位受試者的填答為：成功完成某事，

作畫時畫上最後一筆、終於做完最重要的事。推測是受故事本身影響，畫

龍時最後點上眼睛，才會有此答案，但這並非成語欲表達之意。另有 6 位

受試者認為眼睛是細節、小事、精確、仔細的象徵，大致上有掌握住眼睛

在此成語中的重要特點，只需在教學時引導學生將眼睛與要點、重要之處

聯想在一起即可，相信對學生而言是很容易學會的。最後，還是有約一半

的受試者只能將此成語重新組成句子，描述如：畫龍時要畫眼睛、龍的圖

像是特別點出的眼睛、人幫龍畫上眼睛，眼睛就飛走了等；因此對受試者

而言此成語屬於稍微難以聯想者。 

    建議對於這種句式上看起來不難理解的成語，在教學上僅需加強學生

認知觀念方面的轉換及視點矯正即可。具體的教學建議為，給學生三篇小

短文或對話讓其討論畫龍點睛出現的時機及欲表達的意思，再請學生舉一

反三自己思考出可能的使用情況，即：什麼時候他們會用到此成語，並不

要求學生必須以中文回答，主要要求其了解該成語的使用時機，以取代單

純造句的練習，以加深學生的印象，讓其日後也能適時的主動說出此成語。

最後，在文化知識補充的部分，建議可以以神像開眼為主題，順便教紹台

灣民間信仰與習俗，例如：寺廟、燒香拜拜、三太子等。 

 

5. 龍生龍， 鳳生鳳:  

龍(Drache)生(gebären)龍(Drache), 鳳(Phönix)生(gebären)鳳(Phönix) 

 學過 

無 

 

 沒學過(32 人，有聯想的 24 人) 

A1. Macht und Schönheit hängen zusammen. 

權力和美貌是連接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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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Der Apfel fällt nicht weit vom Stamm. Böses gebärt Böses, Gutes gebärt 

Gutes. 

蘋果只會掉在樹幹附近。邪惡的人生出邪惡的人，好人就會生好人 

A3. Drache gebärt Drache, Phönix gebärt Phönix. 

龍生龍，鳳生鳳 

A4. Der Apfel fällt nicht weit vom Stamm. 

蘋果只會掉在樹幹附近。 

A5. Zu Deutsch: Der Apfel fällt nicht weit vom Stamm. Also werden Kinder 

wie ihre Eltern. 

用德語說就是：蘋果只會掉在樹幹附近。也就是說小孩會跟父母親一樣 

B1. Wie der Vater, so der Sohn. Wer Wind sät, wird Sturm ernten. 

有什麼樣的爸爸就會有什麼樣的兒子。種風得風暴，不因小惡而為之。 

B2. Aus prächtigen Eltern, gehen prächtige Kinder hervor. 

傑出的父母就會有傑出的小孩 

B3. Man kann von seinen Kindern nicht mehr erwarten, als von sich selbst. 

我們不能期待小孩多於對自己的期待 

B4. Jeder bringt nur das hervor, was er gelernt hat. Jeder bleibt bei seiner 

Herkunft. 

每個人只能表現自己學過的。人無法改變自己的出身。 

B5. Die nächste Generation wird stärker. 

下一代會更強 

B6. Nur der Drache gebärt einen neuen Drachen, der Phönix dagegen bringt 

einen neuen Phönix hervor. 

只有龍能生出幼龍，鳳能生出幼鳳 

B7. Der Phönix gebärt den Phönix, der Drache den Drachen. Man ist und 

bleibt das, als was man geboren wird. 

鳳生鳳，龍生龍。人一直是他生下來的樣子，無法改變。 

B8. Ein neuer Kaiser wird geboren. 

新的皇帝將誕生 

B9. Ein Hund wird nicht zur Katze, wenn man ihn wie eine erzieht. 

就算將狗當貓養牠也不會變成貓 

B10. Man kann sich/ seine Familie nicht ändern. Der Apfel fällt nicht weit 

vom Stamm. 

人無法改變自己/ 家庭。蘋果只會掉在樹幹附近。 

B11. Der Drache bringt neues Leben. 

龍會帶來新生命 

B12. Ein Drache gebärt einen Drache, ein Phönix gebärt einen Phönix. 

龍生龍，鳳生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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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 Der Apfel fällt nicht weit vom Stamm. 

蘋果只會掉在樹幹附近。 

C1. Der Apfel fällt nicht weit vom Stamm, gute Eltern haben auch gute 

Kinder. 

蘋果只會掉在樹幹附近。有好的父母就會有好的小孩。 

C2. Wie der Vater, so der Sohn. 

有什麼樣的爸爸就會有什麼樣的兒子。 

C3. Aus einem Drache kann etwas höheres werden. 

龍會變成更高貴的東西 

C5. Eine Art kann nur etwas von seiner Art gebären. 

什麼樣的物種只會生出什麼樣的物種 

C6. Besser als erwartet 

比預期的更好 

C7. Eltern geben ihren starken Charakter, Eigenschaften an Kinder weiter. 

父母將堅毅的個性遺傳給自己的小孩 

 

龍生龍， 鳳生鳳 

結構：主謂賓關係聯合式 

受試者想法 本義 

 

 

 

 

 

小孩會和父

母一樣 

 

 

 

 

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的兒子會

打洞    虎父無犬子 

 

 

龍生龍，鳳生鳳，對應於德諺中為：蘋果只會掉在樹幹附近，有五位

受試者填答正確，直接寫下此德諺作答，其他一半以上的受試者雖未寫出

此德諺但大都能掌握此成語的本意，如：小孩會跟父母親一樣、人無法改

變自己、人只能像出生時那樣等，因此此成語對受者而言也屬易聯想者。

當然還是有少數受試者作了過度聯想，寫出：下一代會比自己更好的答案，

或是龍會帶來新生命和我們不能期待小孩多於對自己的期待等。 

    建議對於這種於德文中有所對應的成語，教師可於教學一開始即詢問

學生對此成語的看法，以討論的方式請學生思考這句成語的意思，在德諺

中是否也有類似的說法，相信一定會有學生說出正確的德諺的；其他值得

注意的地方，就是幫學生加強成語正確的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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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直搗黃龍: 直(direkt)搗(stürmen)黃(gelb)龍(Drache) 

 學過 

無 

 

 沒學過(32 人，有聯想的 23 人) 

A1. Gelb ist die Farbe Chinas, also beschreibt dieses Sprichwort vielleicht die 

Entschlossenheit Chinas. 

黃色是中國的顏色，因此這句成語也許是在描寫中國的果斷 

A2. Ein Chinese ist voller Tatendrang? Zielbewusstsein? 

中國人是富有行動力、目標明確的？ 

A3. Ein gelber Drache stürmt direkt los. 

一條黃色的龍要開始直接進攻了 

A4. Wenn der Drache zornig ist, gibt es einen gelben Feuersturm. 

如果龍發怒，就會產生黃色的火海 

A5. Eine Mahrnung: Stürme nicht zu unvorsichtig los! 

是一句警語：不可冒然進攻! 

B1. Nur der Mächtigere wagt anzugreifen. Macht führt zu Machtmissbrauch. 

只有更有權勢的人才敢發動攻擊，權力會導致權力的濫用。 

B2. Sehr erfolgreich werden 

變得非常有成就 

B3. Vergleich mit dem Gelben Fluss 

對比黃河(黃河就像一條黃龍) 

B4. Den Starken Feind angreifen, ohne Umschweife auf den Punkt kommen. 

朝勁敵發動攻擊，不拐彎抹角地直接攻擊重點。 

B5. Der Drache stürmt direkt das gelbe.→ Der Drache der selbst gelbes Feuer 

speit, zieht sich zur Sonne hingezogen. 

龍朝著黃色直接進攻→ 那個吐著黃色火焰的龍朝著太陽前去 

B6. Der gelbe Drache stürmt allen voran 

那條黃色的龍攻擊時領先群雄 

B7. Nur ein gelber Drache stürmt direkt zum Ziel. Wer sein Ziel kennt, sollte 

es im Sturm erobern und nicht zögern. 

只有黃色的龍直接往目標進攻。目標明確的人就應該在風暴中達成目標

不猶豫。 

B8. Der gelbe Drache stürmt direkt. Der Kaiser ist allen überlegen. 

那條黃色的龍直接發動攻擊，皇帝戰勝了所有敵人。 

B9. Autonomes auftreten 

自主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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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 Mit der schwierigsten Aufgabe beginnen 

開始著手最艱鉅的任務 

B11. Lostürmen bringt nix. 

進攻沒有任何意義 

B12. Der gelbe Drache stürmt direkt 

那條黃色的龍直接發動攻擊。 

B13 Die offensive Art ist das Beste. Auf den Punkt kommen. 

攻擊為上策，直接切入重點。 

C2. Gerade heraus/ direkt sein 

直接了當 

C4. Drachen angreifen 

對龍發動攻擊 

C5. Eine Dummheit begehen 

做了一件於愚蠢的事 

C6. Unvorsichtig sein 

不小心 

C7. Im Krieg die wichtigste/ stärkste Personen anzielen um sie umzubringen 

在戰爭中，直接瞄準最重要、最強的敵人攻擊，以便殺害他們。 

 

直搗黃龍 

結構：述賓關係非聯合式 

受試者想法 本義 

                  果斷 

                  目標明確 

                  權力濫用 

 龍直接攻擊       黃河 

                  攻擊重點 

                  不猶豫 

                  一件蠢事 

 

 

 

直接進擊敵方的都城、巢穴  

 

 

直搗黃龍對受試者而言也屬於句式完整、句意明確的成語，其中有 9

位受試者皆能把握直接攻擊的重點，對此成語的大方向做了正確的聯想，

但一半以上的受試者都把黃龍當作主詞，顯示受試者對此成語還是並不完

全理解，還需要教師好好解釋。當然也有不少受試者由於將焦點放在黃龍

的黃字上，做了錯誤的聯想，例如：黃色指的是中國(人)，因此是在描寫

中國的果斷、中國人是富有行動力的、黃河、皇帝。還有受試者對此成語

做了普遍的勸說聯想如：不可冒然進攻、權力會導致權力的濫用，最後還

是免不了有部分受試者停留在母語的窠臼中，做了這樣的描述：如果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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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就會產生黃色的火海，與心智圖的德國龍特徵一致。 

    建議對於這種易聯想的成語，首先可以以受試者的聯想方式下手，將

此成語以完整的句子方式呈現，確定正確的主、受詞如：我們直接攻擊敵

人的巢穴。具體的教學建議為：先給一篇短文或對話使學生清楚此成語出

現的上下文、通常在什麼情境下會使用到此成語，再點出黃龍是古代的地

名；接著輔以例句加深學生印象。 

 

7. 攀龍附鳳: 攀(klettern)龍(Drache)附(haften)鳳(Phönix) 

 學過(2 人) 

無 

 

 沒學過(30 人，有聯想的 22 人) 

A2. Immer stark wie ein Drache sein. 

總是像龍一樣強大 

A3. Wie Phönixe aus der Asche. 

像鳳凰從灰燼中重生般 

A4. Wenn der Drache klettert, haftet der Phönix an Drachen. Der Phönix kann 

nicht ohne den Drachen klettern. Jeder hilft jedem. 

如果龍攀爬，鳳凰就附著在牠身上。鳳凰沒有龍就不能攀爬了，大家都

應該互相幫助。 

A5. Der Drache steigt auf (entwickelt sich weiter), der Phönix bleibt stehen. 

龍往上升了(繼續發展)，鳳凰卻停留在原地。 

B1. Wenn jemand Glück hat, kann man das sehen. 

如果某人運氣好的話別人是看的到的。 

B2. Die Kraft des Anderen nutzen. 

利用別人的力量 

B3. Drachen sind selbstständig, Phönix nicht. 

龍是獨立自主的，而鳳凰卻不是(需要靠別人)。 

B5. Die Stärke anderer ausnutzen, um schneller ans Ziel zu kommen. Phönix 

nutzt den Drachen. 

利用別人的長處以便更快速地達成目標。鳳凰利用了龍。 

B6. An einem kletternden Drachen erkennt man einen Neubeginn. 

在一隻正在攀爬的龍身上看到一個新開始 

B7. Wenn sich ein Mann anstrengt, begehren ihn die Frauen. 

如果男人上進的話女人就會要他 

B8. Mit harter Arbeit erlangt man Erfolg. 

用勤奮工作獲得了成就 

B9. Drache und Phönix gehören zusammen, da sie Symbole für 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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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serpaar (heutzutage generell für Mann + Frau) sind 

龍和鳳是一體的，因為他們是皇帝及皇后的象徵，現今常指夫妻 

B10. Der Drache hält sich an den Phönix, damit er vom ihm getragen wird, 

wenn er fällt. (auf einem schweren Weg braucht man Freunde, die einem 

helfen.) 

龍為了怕自己摔下來所以靠在鳳凰的身上。(在艱困的路上，我們都需要

朋友的幫忙。) 

B11. Wer sich immer anstrengt, kann alles erreichen. 

努力的人一定會有收穫的 

B12. Der fleißige Drache (Mensch) macht den (Phönix, die schöne Frau) auf 

sich aufmerksam 

一條勤勞的龍(象徵人類)往往較能吸引鳳凰(美女)的注意 

B13. Vielleicht wer sich Mühe gibt und fleißig ist, wird Erfolg haben. 

也許一直很勤勞且努力不懈的人一定會成功的 

C1. Sich sehr anstrengen 

很努力 

C2. Jemanden um jeden Preis beeindrucken wollen 

不管付出什麼代價都想使別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C3. Nur an einem kletternden Drachen kann ein Phönix haften. 

鳳凰只能附著於正在攀爬的龍身上 

C4. Ein Drache, der klettert, fliegt nicht, er ist daher vom Phönix nicht so 

gefürchtet 

龍不飛反而攀爬，鳳凰就已經不那麼怕他了 

 

攀龍附鳳 

結構：述賓關係聯合式 

受試者想法 本義 

                    重生 

                    利用別人 

                    加深印象 

龍攀鳳或鳳攀龍      很努力 

                    勤勞有收穫 

                    新的開始 

                    工作有成就 

 

 

 

攀附權貴、巴結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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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兩位受試者認為攀龍附鳳是指利用別人的力量，還有另外四位受

試者也做出類似的聯想，對於附著一詞都寫下了是在借助他人的力量、旨

在說明人應該互相幫助，另有兩位受試者依照德諺常有的對比邏輯寫下了

龍和鳳的相互對比，例：龍是獨立自主的而鳳卻須依靠他人。亦有以對中

華文化的粗淺概念為答者，諸如：幸運或好的開始還是像龍一樣強大等；

另有認定龍是男性鳳是女性的聯想，例句如：一個男人努力追求一個女人，

一個勤勞的男人(龍)往往較能吸引美女(鳳)的注意等，還有將攀爬聯想為勤

勞一說者，其解釋如下：勤奮工作的人一定能成功、努力的人一定會有收

穫。以上為受試者各抓住某關鍵字所作的聯想，但最後還是有不能擺脫母

語窠臼者所做較偏母語的聯想如：像鳳凰從灰燼中重生般、如果龍不飛反

而攀爬時鳳凰就不那麼怕龍了。 

    如此看似簡單但卻較易聯想分歧的成語，首先我們必須以學生的聯想

關鍵字「攀」、「附」為主，直接清楚告知學生此成語描述的對象是人再引

導學生聯想會「攀」、「附」龍鳳的是什麼樣的人，他們覺得是正面的還是

負面的，之後再以對話或短文方式呈現成語的正確使用情境以進行教學。 

 

8. 人中之龍: 人(Leute)中(Mitte)之(von)龍(Drache) 

 學過 

無 

 

 沒學過(32 人，有聯想的 25 人) 

A1.Der Drache ist die Führerfigur und hat die Menschen, die ihm folgen, um 

sich wer Macht will, muss beliebt sein. 

龍就是領導，而他身邊有一群人跟隨，誰想要權力就必須受喜愛 

A2. Chinesen sind Drachenmenschen 

中國人就是龍人 

A3. Leute, die auf der Mitte von einem Drachen sitzen. 

一群坐在龍背上(中間)的人 

A4. Die Menschen sind in der Mitte des Drachen, weil der Drache sehr 

wichtig ist. 

龍中之人，因為龍非常重要 

A5. Chinesen haben Merkmale eines heiligen Drachen, da dieser eine Art 

Gott ist. 

中國人都有聖龍的標誌，因為龍是一種神 

B1. Harte Schale, weicher Kern. Auch der Mächtigste kocht nur mit Wasser. 

外強中乾，連最有權力者也只能用水煮飯。 

B2. Alleine unter unbekannten Menschen sein. 

一個單獨被陌生人包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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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In jeder Menschengruppe ist ein Drache(=tugendhafte Person) 

在每個人的團體中都有一條龍(品德高尚的人) 

B4. die Biene unter vielen. Der Auserwählte. Der Starke, der aus der Gruppe 

hervor tritt. 

群蜂之首、萬中選一的人。強者，與眾不同的人。 

B5. Der Mensch ist in der Mitte vom Drachen. Jeder hat die Kraft des 

Drachen in sich. 

龍群中的那個人。每個人的內在都擁有龍的力量。 

B6. Im Herzen der Menschen, wenn sie in ihrer Mitte sind, werde sie zum 

starken Drachen 

在人的心中，人會變成強大的龍，如果他們處於龍群中。 

B7. Die Leute aus dem Reich der Mitte (so nennt man China in Deutschland 

auch) stammen vom Drachen ab. Alle Chinesen sind weise und zum Führen 

geboren. 

世界中心之國(在德國人們也這樣稱呼中國)來的人是龍的後裔。中國人都

很有智慧而且是天生的領導人。 

B8. Die Leute der Mitte von dem Drachen. Das Volk des Drachen 

龍中之人，龍之族 

B9. Chinesen entstammen von einem mystischen Wesen (Drache) Gott? 

中國人是神祕生物(神)的後裔 

B10. Ein Aufruhr oder ein besonders begabter Mensch 

一場暴動或是特別有天份的人 

B11. In einer Gruppe von Menschen gibt es immer einen, der stärker ist als 

die anderen 

任何一個團體中一定會有那個比其他人更強的人 

B12. Der Drache ist in der Mitte der Menschen. 

龍在人群中 

B13. Der Kaiser wird vom Volk gestützt 

皇帝受人們的支持 

C1. Ein guter Mensch, der sich in einer Gruppe normaler Menschen aufhält. 

一個生活在一群普通人中的好人 

C2. Die Menschen sind die wichtigsten für die Oberen 

人民對居上位者來說是最重要的 

C3. In Sicherheit sein 

安全無虞 

C4. Menschen befinden sich in Mitte der Drachen 

人們在龍群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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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In Gefahr sein 

身陷危險 

C6. Jemand wird bewundert 

某人被讚美了 

C7. Starke Personlichkeit 

堅毅的人格特質 

 

人中之龍 

結構：偏正關係非聯合式 

受試者想法 本義 

                   團體中的德者 

                   強者 

                   有天分的人 

 龍中之人或        安全無虞 

 人中之龍          身陷危險 

                   被讚美了 

                   堅毅的 

 

 

 

人群中品格高逸、出類拔萃的人 

 

 

 

 

    人中之龍這類偏正形式的成語，較易造成學生的聯想分歧，到底是一

群龍中的一個人還是一群人中的一條龍，受試者有各自的理解，有 5 人只

將此成語做了合邏輯的翻譯如：一群坐在龍中間的人、龍中之人、龍在人

群中等。另有 6 人依據對中國文化的印象寫出相似的答案：中國人就是龍

人、中國人都有聖龍標誌因為龍是一種神、中國人就是龍族、神秘生物的

後裔等，顯示了受試者對龍的理解尚停留在表面，無法抓住此成語的視點

重心。還有幾位受試者對龍的理解僅停留在中國龍就是皇帝的象徵，並結

合個人文化普遍性的認知寫下如下答案：皇帝受人民的支持、人民對居上

位者來說是最重要的、龍是領導者，誰想要權力就必須受牠的喜愛。最後，

有三位受試者能成功掌握住此成語欲表達的意象，認為此成語描述的是一

個與眾不同的人、比他人更強或品德較高尚之人，顯示對德籍受試者而言

此成語雖不難聯想，但要能完全整握住其真義仍需教師指點。 

 

    對於此類型之成語，首先可以以受試者的聯想方式下手，將此成語以

完整的句子方式呈現，如：眾多人中的一條龍，再引導學生討論這是在形

容怎樣的一個人呢？是負面的還是正面的？具體的教學建議為：先給一篇

短文或對話使學生清楚此成語出現的上下文、通常在什麼情境下會使用到

此成語，再以討論引導方式加強學生此成語中龍的象徵意義，之後再給予

數個例句加深學生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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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乘龍快婿: 乘(steigen)龍(Drache)快(schnell)婿(Schwiegersohn) 

 學過 

無 

 

 沒學過(32 人，有聯想的 22 人) 

A1. Ein Drache ist beliebt bei Frauen und bekommt viele Kinder. 

龍受到女人們的愛戴因此有很多小孩 

A2. Wenn der Vater nach Hause kommmt, muss der Schwiegersohn schnell 

rein. 

岳父到家後女婿也得趕快跟著進門 

A3. Der Schwiegersohn ist so schnell wie ein Drache in die Luft steigt. 

女婿就像龍一樣快速地往天上飛 

A4.Wenn der Drache steigt ist der Mann als Schwiegersohn geeignet 

當龍往天上飛時，男人就適合當女婿了 

A5. Wer sich anstrengt Tugendhaft zu sein wird eine Frau erobern können 

誰具有高尚品德就能征服女性 

B1. Die Tochter sollte man schnell verheiraten, solange es noch 

vielversprechende Ehemänner für sie gibt. 

父親應該趁還有適合結婚的男人時趕快把女兒嫁出去 

B2. Wenn die Tochter im Jahr des Drachen geboren worden ist, bekommt sie 

schneller einen Mann. 

如果女兒是在龍年生的，比較容易找到老公 

B3. Ein aufsteigender Mensch (gesellschaftlich) kann/ sollte der eigene 

Schwiegersohn werden 

大家都會想找一路高升的男人當女婿 

B4. Der Schwiegersohn, der vor der Schwiegermutter aus Angst wie ein 

Drache davon fliegt-flüchtet 

怕岳母的女婿從岳母面前像龍一樣飛-逃走 

B5. Wer ein Drache ist, steigt schnell zum Schwiegersohn auf.→ Drache als 

Sternzeichen=Erfolg→ schnelle Fraufindung 

龍的話就能很快地晉升為女婿→ 龍指的是星座=成功→成功找到老婆 

B6. Hoffnung, dass der Schwiegersohn schnell aufsteigt, also zu einem 

starken Drachen wird 

希望女婿能飛上天，就是能變成強大的龍 

B7. Der Drache steigt schnell zum Schwiegersohn auf. Bist du als Drache 

geboren, musst du dich um eine Heirat nicht sorgen. 

龍迅速的升起變成女婿了。如果你生為龍就不用擔心結不了婚了。 

B8. Steige so schnell wie ein Drache, Schwiegersohn. Sei fleißig wie ein 



 

53 

 

Kaiser, Schwiegersohn 

女婿呀，要像龍一樣的飛上天，女婿呀，你要像皇帝一樣勤勞 

B9. Plane deine Zukunft 

好好計劃將來 

B10. Wenn man erfolgreich ist, ist man (plötzlich) auch beliebt 

人在成功的同時也會突然變得受歡迎 

B11. Ein guter Schwiegersohn sollte Erfolg haben 

一個好的女婿應該要成功 

B12. Ein aufsteigender Drache wird schnell zum Schwiegersohn 

一條向上飛的龍會很快地變成女婿 

C2. Erfolgreiche ergattern schnell Ehepartner 

找到成功的人，快速的找到配偶 

C3. Man wünscht sich schnell einen Schwiegersohn 

想要快點有一個女婿 

C4. Schwiegersohn soll Familie beschreiben 

女婿描寫的是家庭 

C5. Erfolgreiche Karriere= bessere Chance zu heiraten 

成功的事業=有好的結婚機會 

C6. Glauben, dass man Glück hat, wenn man einen Drachen steigen lässt, 

abergläubig sein. 

人們相信如果龍飛起來的話，就會有幸運的事發生，迷信 

 

乘龍快婿 

結構：偏正關係非聯合式 

受試者想法 本義 

                   如皇帝般勤勞 

                   女婿應該成功 

很快變成女婿       快速找到配偶 

     ＋            描寫家庭 

 龍飛起來了        好的結婚機會 

                   希望女婿成龍 

                   幸運的事 

 

 

貴盛、可愉快的女婿    

得到好女婿。 

 

 

 

    乘龍快婿對受試者而言屬於較不易聯想正確的成語，受試者無法對

「快」字產生正確的認知轉換，有 7 人抓住了關鍵字龍認為此成語是在描

述女婿的條件應該像龍一樣，如：高尚的品德、一路高升的地位、強大、

成功的人、有成功的事業等。還有 3 人認為龍指的是在龍年出生的人，認

為這樣的人比較容易找到老公或變成女婿、不用擔心結婚的事，顯示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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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未能對龍做背後象徵意義的聯想，對文化知識的瞭解只停留在龍是中國

十二生肖的一種。另有 4 人將視點放在龍飛起來的動作，認為這一現象代

表著會有幸運的事發生、男人就適合當女婿了或是這樣向上飛的龍會很快

變成女婿等。最後，其他受試者僅對此成語做了文化普遍性的聯想，如：

岳父到家後女婿也得趕快跟著進門、父親應趁著還有適合結婚的男人時趕

快嫁女兒、人在成功的同時也會突然變得受歡迎等。 

    對於此種成語教師應點明「快」的引申概念，提醒學生該成語或俗諺

中特殊的字義，再將該成語或俗諺搭配圖片做完整圖像的描述，如：一位

得意的男子，正高興地要飛上天了，就好像騎著龍飛翔一樣快樂，因為他

就要結婚了，成為別人的女婿；然後與引申義做連結，最後輔以小口訣或

誇張的方式，刺激學生記住該成語或俗諺所欲表達之重點。 

 

10. 車水馬龍: 車(Wagen)水(Wasser)馬(Pferd)龍(Drache) 

 學過 

無 

 

 沒學過(32 人，有聯想的 17 人) 

A1. Es ist sehr schwer, einen Wagen durch das Wasser zu ziehen. Durch die 

Herausforderung entwickelt sich der Wagen erst zum Pferd und dann zum 

mächtigen Drache. 

想讓車子越水而過是很困難的。經過這樣的挑戰車子才逐漸演變成馬了

最後演變成龍 

A2. Nur das tun, was man kann? Ein Wagen transportiert kein Wasser, ein 

Pferd wird nicht zum Drachen ? 

只做自己會做的事。車子無法運送水、馬也不能變成龍。 

A3. Um mit dem Wagen Wasser zu transpotieren, brauchst du ein Pferd und 

keinen Drachen. 

為了用車運水，你需要的是馬不是龍 

A4. Der Drache wacht darüber, dass die Wagen mit Wasser die von Pferden 

gezogen werden heil ankommen. 

龍在監看著由馬匹所拉著的載水車是否安然到達 

B1. Ein Schiff braucht einen stärkeren Motor als ein Wagen. 

船所需要的引擎比車子使用的更強大 

B3. Wenn man dem Pferd vor dem Wagen genug Wasser gibt, ist es stark wie 

ein Drache. 

如果人給拉車的馬匹足夠的飲水，那麼馬就會跟龍一樣有力 

B4. Der Wagen bleibt im Wasser, weil das Pferd zu schwach ist. Der Drache 

fliegt→ schneller sein als die and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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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子停陷在水裡，因為馬太虛弱了。龍在飛→ 比其他人更快 

B5. Ein Wagen bändigt ein Pferd und das Wasser bändigt den Drachen.→ 

Schmälerung der Kraft 

車子馴服了馬，水馴服了龍→力量被壓抑了 

B7. Der Wagen im Wasser, trägt den Drachen, auf dessen Rücken das Pferd 

reiet. Trage nur die Last auf deinen, die du auch selbst tragen kannst. 

車子在水裡，龍在車子上而馬又在龍的背上，照這樣的順序排列。只背

負自己能夠承擔的重量就可以了。 

B9. Verschiedene Möglichkeiten zu reisen 

有各種不同的旅行機會 

B11. Jeder hat andere Stärken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 

B12. Wagen gibt es wie Wasser, Pferde so selten wie Drachen. 

車子多如水，馬兒少如龍 

C1. Vielleicht schnell reisen? 

也許是很快去旅遊 

C2. Schuster, bleib bei deinen Leisten 

德諺：鞋匠們守著鞋楦吧!→ 人應該守本分 

C4. Drache sind nützlich 

龍很有用 

C5. Alles was man hat kann schnell vergehen (durch äußere Umstände) 

所有你現在擁有的一切很可能(因為外在環境)一下就不見了 

C6. Etwas ist ungeeignet 

有些東西是不合適的 

 

車水馬龍 

結構：聯合關係聯合式 

受試者想法 本義 

  

 

 

 

車如流水馬如遊龍   車馬往來繁華

熱鬧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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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水馬龍對受試者而言此句成語四字皆為名詞因此很難聯想，大部分

受試者僅能就表面做符合邏輯的句子拼湊，填答如：想讓車子越水而過是

很困難的，經過這樣的挑戰車子才逐漸演變成馬了最後演變成龍、為了用

車運水你需要的是馬不是龍、龍在監看著由馬匹所拉著的載水車是否安然

到達、船所需要的引擎比車子使用的更強大、有各種不同的旅行機會等。

還有六人對此成語做了文化普遍性的聯想，如：做自己會做的事就好、只

背負自己能夠承擔的重量就好、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人應該守本分、

現在所擁有的也可能一下就不見了。 

 

    建議對於這種較難聯想的成語，首先可以以受試者的聯想方式下手，

將此成語以完整的句子方式呈現，如：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再輔以適切的

圖片先讓同學討論，該成語所描述的大概是什麼樣的狀態，之後才公布答

案讓學生清楚該成語所描述的狀態是街景繁忙的樣子，以加深其印象，最

後再給予數個例句和練習鞏固相關知識。 

 

11. 來龍去脈: 來(kommen)龍(Drache)去(gehen)脈(Spur) 

 學過 

無 

 

 沒學過(32 人，有聯想的 21 人) 

A1. Ein mächtiger Mensch hat großen Einfluss auf das Leben eines andere 

und kann dessen Leben durcheinander bringen. 

有權者對其他人的生活有很大的影響力，也會把其他人的生活搞亂了 

A2. Alles hinterlässt Spuren, ob es kommt oder geht.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不論來或去 

A3. Der Drache hinterlässt Spuren, wenn er kommt und wenn er geht. 

龍的去留都留下了足跡 

A4. Mit Hilfe des Drachen findet man seinen Weg 

藉由龍的幫助，人們找到了自己的路 

A5. Eine große Macht lässt Spuren zurück, wenn zum Beispiel Mächtige 

heute in die Stadt kommen, gibt es Veränderung. 

強權改變了歷史軌跡，例如若有權者來到一個城市，必會改變這個城市 

B1. Am Anfang noch enthusiastisch/ gegen Ende frustriert. 

虎頭蛇尾 

B2. Eine Person ist sehr dominent 

一個強勢的人 

B3. Wenn der Drache (das Glück) zu einem gekommen ist, hinterlässt er 

immer eine Sp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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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龍(幸運)降臨在某人身上，必會留下痕跡 

B4. Wenn der Drache kommt, hinterlässt er eine Spur. → um Gedächtnis 

bleiben 

如果龍來了必會留下痕跡，為了日後當作紀念 

B5. Wenn Drachen kommen hinterlassen sie eine Spur. → Der Mensch wird 

wahrgenommen 

龍來時必會留下痕跡，這樣人們才能被察覺 

B6. Die Bahn, die der Drache einschlägt, ist vorgezeichnet 

龍要走的路線是預設好的 

B7. Kommt der Drache, so hinterlässt er beim Gehen eine Spur. Ein Drache in 

deinem Haus bringt dir Glück. 

龍走時必會留下痕跡，如果你家有龍就能帶來幸運 

B8. Der Drache kommt und geht in der Spur. Die Kaiser kommen und gehen. 

龍來去時皆有足跡可循，就像歷代皇帝的替換更迭 

B9. Nach erledigter Arbeit sind Ergebnisse vorhanden. 

工作完成後成敗立見 

B10. Wenn etwas Positives passiert/ man einen erfolgreichen Weg sieht, soll 

man ihm folgen. 

當好事發生或能看到成功之路時，就要朝著它邁進 

B11. Wo ein Wille ist, da ist auch einWeg. 

有志者事竟成 

B12. Ein kommender Drache geht in der Spur. 

龍循著足跡前來 

C3. Sobald der Drache kommt verliert er neue Spur. 

龍一旦出現就會失去新的足跡 

C4.Drachen kommen 

龍來了 

C5. Ein Drache hinterlässt Spuren. 

一條龍留下了足跡 

C6. sich verstehen 

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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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龍去脈 

結構：偏正關係聯合式 

受試者想法 本義 

                      強勢 

                      不言而喻 

                      志者竟成 

龍來去留下了痕跡      帶來幸運 

                      虎頭蛇尾 

                      成功之路 

                      紀念 

 

 

 

山勢的走向    一件事的前因後果 

 

 

 

 

對於此成語的聯想受試者的答案出現了很高的錯誤相似性，有一半的

受試者(11 人)皆寫下了相同答案，龍的來去都會留下痕跡，無法做出更正

確的聯想了。還有 5 人對此成語做了文化普遍性的聯想，答案如：有權者

對其他人的生活有很大的影響力，也會把其他人的生活搞亂了、強權改變

了歷史軌跡，例如有權者來到一個城市必會改變這個城市、虎頭蛇尾、工

作完成後成敗立見、有志者事竟成。 

 

    對於此類成語的教學重心應放在視點矯正，具體建議如下：可先請學

生對此成語做暖身聯想，接著再請學生推測其前因或後果大概是什麼，最

後可搭配圖片向學生解釋該成語或俗諺的視點重心，即引申意義如：重點

不在來去動作留下的痕跡，而是來去從頭到尾過程之詳細，就像葉子的紋

路一樣清晰可見，最後再給予數個例句和練習鞏固相關知識。 

 

12. 生龍活虎: 生(aktiv)龍(Drache)活(flink)虎(Tiger) 

 學過(1 人) 

B10. Bei bester Gesundheit 

健康情況最好 

 

 沒學過(31 人，有聯想的 20 人) 

A2. Jeder hat seine Talente.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 

A3. Drachen sind aktiv, Tiger sind flink. 

龍很有活力，虎很靈活 

A4. Wenn man aktiv wie ein Drache ist, wird man flink wie ein Tiger 

如果人和龍一樣有活力，就能像老虎一樣靈活 

B1. Quicklebendig sein. Man ist quietschfidel. 

人非常健康、反應敏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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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Eine Person ist sehr tüchtig. 

一個很厲害的人 

B3. Wer sein Glück auslebt, ist flink und geschickt. 

當人鴻運當頭時，他就可以很靈活 

B4. Aktiv wie ein Drache, schnell wie ein Tiger.→ Eine starke Person. 

像龍一樣有主動，像老虎一樣快→形容強者 

B5. Ein aktiver Drachen kann den flinken Tiger bändigen.→ Ein im Drachen 

geborener Mensch ist dem Tiger überlegen. 

一條主動的龍可以擊敗靈活的老虎→在龍中出生的人可以戰勝老虎 

B6. Der Drache ist stark, der Tiger (nur) schnell (zum Davonlaufen) 

龍是強大的，老虎只是快速的(為了逃亡) 

B7. Der Drache ist aktiv, der Tiger flink. Es gibt viele Möglichkeiten zu 

handeln, such dir aus, wer du sein willst. 

龍是主動的，老虎是靈活的。有許多行動的機會，找出你想成為的(龍或

老虎)。 

B8. Lebhafter Drache und dynamischer Tiger, volle Lebenkraft 

充滿生命力的龍和朝氣蓬勃的老虎，活力充沛 

B9. Jeder Mensch hat Vor- und Nachteile.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和短處 

B11. Ein Drache ist flink wie ein Tiger. 

龍像老虎一樣靈活 

B12. Ein aktiver Drache ist flink wie ein Tiger. 

一條有活力的龍就像老虎一樣靈活 

B13. Lebensfroher Mensch 

充滿生活喜悅的人 

C1. Ein Lob für begabte Person. 

對有天分的人的讚美 

C3. Der Drache hat ein aktives Gemüt, Tiger eher schüchtern 

龍的個性較主動，而老虎的個性較害羞 

C4. Drachen sind flink wie Tiger. 

龍像老虎一樣靈活 

C5. Jeder hat andere Eigenschaften. 

每個人有不同的個性 

C6. Emsig sein 

很勤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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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龍活虎 

結構：偏正關係聯合式 

受試者想法 本義 

                   很健康 

                   厲害的人 

                   鴻運當頭 

龍很有活力，       不同個性 

虎很靈活           活力充沛 

                   長處 vs短處 

                   主動 vs害羞 

 

 

像有活力的龍虎一般，比喻活潑勇

猛，生氣勃勃 

 

 

 

生龍活虎對受試者而言屬於較易產生聯想分歧的成語，在答案中出現

了受試者翻譯拼湊的句子，如：很有活力，虎很靈活、如果人和龍一樣有

活力，就能像老虎一樣靈活、像龍一樣主動，像老虎一樣快、充滿生命力

的龍和朝氣蓬勃的老虎、一條有活力的龍就像老虎一樣靈活、龍像老虎一

樣靈活。還有受試者較初級的聯想，如：人非常健康，反應敏捷、一個厲

害的人、強者、當人鴻運當頭時就可以很靈活、一條主動的龍可以擊敗靈

活的老虎、龍是強大的而老虎只是快速的。最後就是文化普遍性的聯想了，

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和短處、每個人有不

同的個性、對有天分的人的讚美等。 

 

    對於這種易造成聯想分歧的成語，首先我們必須以學生的聯想關鍵字

「生」、「活」為主，直接清楚告知學生此成語描述的對象是人再引導學生

聯想會「生」、「活」的是什麼樣的人，他們覺得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之

後再以對話或短文方式呈現成語的正確使用情境以進行教學，最後再給予

數個例句和練習鞏固相關知識。 

 

13. 龍潭虎穴: 龍(Drache)潭(Teich)虎(Tiger)穴(Höhle) 

 學過 

無 

 

 沒學過(32 人，有聯想的 20 人) 

A2. Jeder hat seine Art Dinge zu tun. 

每個人有自己做事的方式 

A3. Der Drache kommt aus dem Teich, der Tiger aus der Höhle. 

龍來自深淵，而虎自洞穴來 

A4. Wenn der Drache im Teich ist, ist der Tiger in der Höhle und dort ist es 

dann gefährl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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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龍在深淵、虎在洞穴時，那裡就是危險的地方 

A5. Wer stark und weise wie ein Drache ist, der hat es nicht nötig sich zu 

verstecken. 

像龍一樣強大而有智慧的人，就無須藏拙了 

B1. Sobald man sein Haus verlässt, ist man von Gefahren umringt. 

一旦離開房子，就身陷危險之中了 

B2. Situation nach einem Streit (angespannte Situation) 

大吵後的情況 (緊張的情況) 

B3. Man sollte in den für einen vorgesehenen Bedingnungen leben. 

人應該遵照命運安排的條件生活 

B4. Der Drache lebt im Teich, der Tiger in der Höhle.→ Jeder hat seine 

eigene Herkunft. 

龍生活在深淵中，老虎活在洞穴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出處。 

B5. Das Wasser sperrt den Drachen ein, die Höhle den Tiger. Die Natur ist 

stärker als die Lebewesen.→ Wir (die Lebewesen) sind Gast auf den Planet. 

龍被困水中，虎也被鎖在洞穴裡，說明了大自然的力量勝過任何生物。

我們人類(生物)只是地球的客人。 

B6. Der Drache wohnt in einem Teich, der Tiger versteckt sich in seiner 

Höhle 

龍住在深淵中，而虎藏在自己的洞穴裡。 

B7. Der Drache wohnt im Teich, der Tiger in der Höhle. Die Heimat ist da, 

wo das Herz ist. 

龍住在深淵中，虎在洞穴裡。心在哪裡家鄉就在哪裡。 

B8. Der Drache lebt am Teich, der Tiger in einer Höhle. 

龍住在深淵旁，老虎住在洞穴裡。 

B9. Sein Zuhause kann man sich nicht aussuchen. 

家是沒辦法自己選的 

B10. Alles/ jedes wo er/ es hingehört. 

那些萬物各有所歸屬的地方 

B11. Manche Menschen mögen die Ö ffentlichkeit, manche bleiben lieber zu 

Hause. 

有些人喜歡在大庭廣眾下，有些人則寧願自己一個人在家 

B12. Des Drachen Teich ist des Tigers Höhle. 

龍住的深潭就是老虎的洞穴 

C3. Drache wird auch mit Wasser in Verbindung gebracht. 

龍和水的關係密切 

C4. Drachen verstecken sich. 

龍把自己藏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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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Jeweiliges Gegenteil 

龍和虎互成反例 

C6. Einen festen Platz haben 

有一個固定的位子 

 

龍潭虎穴 

結構：偏正關係聯合式 

受試者想法 本義 

                   個人的做法 

                   危險的地方 

                   強者無須藏拙 

 龍在深淵，        萬物各有歸屬 

 虎在洞穴          家不能選 

                   互成反例 

                   有固定的位子 

 

 

龍潛居的深水坑，老虎藏身的巢

穴，比喻極險惡的地方 

 

 

 

    龍潭虎穴對受試者而言也屬於較易產生聯想分歧的成語，在答案中出

現了受試者翻譯拼湊的句子，如：龍來自深淵，而虎來自洞穴、如果龍在

深淵虎在洞穴時，那裡就是危險的地方、龍生活在深淵中，老虎活在洞穴

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出處、龍住在深淵中，而虎藏在自己的洞穴裡、龍

住在深淵中虎在洞穴裡，心在哪裡家就在哪裡等。還有受試者較初級的聯

想，如：像龍一樣強大而有智慧的人，就無需藏拙了、一旦離開房子就深

陷危險之中了、龍和水的關係密切、龍把自己藏了起來、龍和虎互成反例。

最後就是文化普遍性的聯想了，如：每個人有自己做事的方式、人應該遵

照命運安排的條件生活、大自然的力量勝過任何生物。 

 

    對於這種易造成聯想分歧的成語，首先我們必須以學生的聯想關鍵字

「潭」、「穴」為主，直接清楚告知學生此成語描述的對象是地點再引導學

生聯想「潭」、「穴」是什麼樣的地點，他們覺得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危

不危險，之後再以對話或短文方式呈現成語的正確使用情境以進行教學，

最後再給予數個例句和練習鞏固相關知識。 

 

14. 龍盤虎踞: 龍(Drache)盤(aufwickeln)虎(Tiger)踞(hocken) 

 學過 

無 

 

 沒學過(32 人，有聯想的 16 人) 

A2. Jeder hat siene eigene Art etwas zu t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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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有自己做事的方式 

A3. Sobald der Tiger hockt, wird er vom Drachen aufgewickelt. 

老虎一旦坐下就被龍纏住了 

A4. Der Drache beschützt die Menschen vor dem Tiger. 

龍保護人們不被老虎攻擊 

A5. Wer nicht stark wie ein Drache is,t muss ständig auf der Hut sein. 

不像龍一樣強大的人就應該一直戒慎恐懼 

B1. Schlafende Hunde sollte man nicht wecken. 

人不應該喚起熟睡中的狗 

B2. Eine Person unterdrückt durch seinen Charakter andere 

一個人因為自己的個性打壓他人 

B3. Beide beanspruchen möglichst wenig Platz(=Anerkennung) für sich, 

indem sie sich klein machen. 

龍和虎都藉由讓自己看起來渺小，而盡可能不占位子 

B5. Der Drache wickelt den hockenden Tiger auf. 

蹲著的老虎被龍纏住了 

B6. Der Drache windet sich elegant, der Tiger hockt 

龍優雅的盤旋，而老虎蹲著。 

B7. Der Drache kann den Tiger aufwickeln, auch wenn er hockt. Der Stärkere 

gewinnt. 

龍即使蹲著也可以纏住老虎，強者終會獲勝。 

B9. Jeder hat seine eigene Art sich auszuruhen. 

每個人有自己休息的方式 

B11. Ermuntern hilft anderen. 

鼓勵可以幫助他人 

B12. Ein Drache kann sich aufwickeln, ein Tiger muss sich hocken. 

龍可以捲曲身體，而老虎必須蹲坐 

C4. wachsam 

小心翼翼的 

C5. Jeder sitzt wie er es beqem findet. 

每個人都以自己覺得舒服的方式坐著 

C6. Jeder verhüllt sich so, wie es seiner Natur entspricht. 

每個人以自己最天生自然的方式保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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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盤虎踞 

結構：主謂關係聯合式 

受試者想法 本義 

                  個人的做法 

                  龍保護人們 

                  強勢打壓別人 

 龍盤著，         強者終會獲勝 

 虎蹲坐著         鼓勵能助人 

                  最自然的方式 

                  小心翼翼 

 

 

地勢像龍盤著，像虎蹲著 

雄偉險要 

 

 

 

    龍盤虎踞這類並列形式之成語對受試者而言屬於聯想易分歧之成語，

有一半的受試者僅以翻譯的方式拼湊出句子，如：老虎一旦坐下就被龍纏

住了、龍保護人們不被老虎攻擊、龍和虎都藉由讓自己看起來渺小，而盡

可能不占位子、蹲著的老虎被龍纏住了、龍優雅的盤旋，而老虎蹲著、龍

即使蹲著也可以纏住老虎，強者終究會獲勝、龍可以捲曲身體，而老虎必

須蹲坐。還有受試者較初級的聯想，如：一個人因為自己的個性打壓他人、

每個人有自己休息的方式、小心翼翼的、每個人都以自己覺得舒服的方式

坐著、每個人以自己最天生自然的方式保護自己。最後就是文化普遍性的

聯想了，如：每個人都有自己做事的方式、不像龍一樣強大的人就應該一

直戒慎恐懼、鼓勵可以幫助他人。 

 

    對於此類成語的教學重心應放在視點矯正，具體建議如下：可先請學

生對此成語做暖身聯想，給學生一點提示，此成語的重心不在「盤」、「踞」

的動作，而是其顯現的狀態，引導學生討論當龍和虎做這樣的動作時，像

不像某種地貌，最後可搭配圖片向學生解釋該成語或俗諺的視點重心，即

引申意義如：重點不在龍虎的動作，而是龍和虎「盤」、「踞」時的姿態就

像地勢一樣險峻宏偉，最後再給予數個例句和練習鞏固相關知識。 

 

15. 龍蛇混雜: 龍(Drache)蛇(Schlange)混(gemischt)雜(durcheinander) 

 學過 

無 

 

 沒學過(32 人，有聯想的 23 人) 

A1. Schlangen sind schlau und hinterhältig. Ein Drache, also ein mächtiger 

Mensch, muss aufpassen, sich nicht mit Schlangen einzulassen. 

蛇是陰險狡詐的，龍(有權者)必須注意不要和他們這種人來往 

A2. Man kann nicht immer Personen direkt zuordnen. Mischung v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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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önlichkeiten. 

我們無法直接將人歸類。各式各樣的人的混合。 

A3. Wenn man einen Drache mit einer Schlange mischt, gibt es Chaos. 

如果把龍和蛇放在一起，就會產生混亂。 

A4. Wenn man etwas miteinander mischt, was nicht zusammen passt gibt es 

ein Chaos. 

如果把不合的東西混在一起，就會產生混亂。 

A5. Jemand hat zwei Personlikeiten und man kann ihm nicht trauen. 

某人有著兩種性格，是不值得信任的人。 

B1. Ein bastardisiertes Produkt ist immer minderwertiger als die einzelnen 

Ausgangsprodukte. 

亂七八糟的合成商品，總是比不上原物料的價值 

B2. Sich in Menschen täuschen. 

對人看走眼了 

B3. Wenn man zwei Dinge vertauscht, entsteht schnell ein Durcheinander. 

當人把兩種東西互相交換了，馬上就會亂七八糟 

B4. Drachen und Schlangen werden gemischt in einer Gruppe.→ Eine aus 

verschiedenen Typen von Personen bestehende Gruppe 

龍和蛇被混合在一個團體中。→一個由不同類型的人組合成的團體 

B5. Der Drache ist eine Mischung aus verschiedenen Schlangen. 

龍是由不同品種的蛇雜交而生的 

B6. Man kann eine Schlange schlecht vom Drachen unterscheiden 

我們很難分辨龍和蛇 

B7. Drache und Schlange gemischt, bringt großes Durcheinander. Gebe dich 

nur mit jenen ab, die für dich bestimmt sind. 

龍和蛇被混在一起，產生了混亂。只和為你而存在的人交往吧！ 

B8. Drachen und Schlangen mischen sich durcheinander. 

龍和蛇混雜在一起 

B9. Erst das eine und dann das andere erledigen. 

一個接著一個慢慢處理 

B10. Gut nicht von böse unterscheiden können 

無法分辨善惡 

B11. Gute Menschen sind oft nicht von schlechten Menschen zu 

unterscheiden 

好人常常無法從惡人中分辨出來 

B12. Die Vorfahren der Schlangen sind die Drachen. 

蛇的祖先就是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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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Gute und schlechte Menschen leben zusammen. 

好人跟壞人生活在一起 

C2. Man soll unter sich bleiben, da sonst Chaos ausbricht 

人應該團結一致否則會產生混亂 

C3. Drachen und Schlangen kommen nicht gut miteinander aus 

龍和蛇彼此不和 

C4. Drachen wie Schlangen 

龍就像蛇 

C5. Wenn Drache und Schlange sich mischen, kommt man durcheinander. 

如果龍和蛇混在一起，人們就分不清了 

C6. Chaso 

混亂 

 

龍蛇混雜 

結構：主謂關係非聯合式 

受試者想法 本義 

                   各式各樣的人 

                   不合產生混亂 

                   雙重人格的人 

龍和蛇混在一起     亂七八糟 

                   無法分辨善惡 

                   人應該團結 

                   一個一個處理 

 

 

龍和蛇混在一起 

好人和壞人混在一起 

 

 

 

    龍蛇混雜對德籍受試者來說是完整且結構清楚的句子，因此很好理解。

大部分受試者皆能把握龍和蛇是兩種不同的動物，硬把他們放在一起產生

的不會是好結果這個宗旨，答案如：如果把龍和蛇放在一起就會產生混亂、

如果把不合的東西混在一起就會產生混亂、龍和蛇被混在一起產生了混亂、

龍和蛇彼此不合；其中亦有較中性的解釋：龍和蛇被混合在一個團體中指

一個由不同類型的人組合成的團體、龍是由不同品種的蛇雜交而生的、我

們很難分辨龍和蛇、龍和蛇混雜在一起、如果龍和蛇混在一起人們就分不

清了。另外就是受試者的初級聯想了：蛇是陰險狡詐的，龍(有權者)必須

注意不要和他們這種人來往、我們無法直接將人歸類、某人有者兩種性格，

是不值得信任的人、對人看走眼了、好人常常無法從惡人中分辨出來。 

    建議對於這種易聯想的成語，首先可以以受試者的聯想方式下手，將

此成語以完整的句子方式呈現，如：龍和蛇混在一起，再引導學生討論這

樣的情況會產生什麼結果。最後才以短文或對話告知學生該成語的正確意

思和使用情境，再輔以例句和練習鞏固相關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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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臥虎藏龍: 臥(liegend)虎(Tiger)藏(versteckt)龍(Drache) 

 學過(1 人) 

C1. Toller Film, verborgene Helden und Talente 

很棒的電影，未被發掘的英雄和天才 

 

 沒學過(31 人，有聯想的 19 人) 

A2. Der Dumme liegt im Freien, der Schlaue versteckt sich 

笨的人易見，而奸詐的人都藏起來了。 

A3. Der liegende Tiger zieht nicht den Drachen, der versteckt ist. 

臥虎不拉隱龍 

A4. Wenn der Tiger liegt, sieht man den Drachen nicht, weil er sich unter ihm 

versteckt. 

因為龍躲在老虎之下，如果老虎躺下就看不到龍了 

B1. Wer groß ist macht sich klein, wer klein scheint könnte groß sein. 

有能者大智若愚，看起來小的人也可能是大的 

B2. Eine Person, die ihre Fähigkeiten versteckt und deswegen leicht 

unterschätzt wird. 

有能者將自己的能力隱藏起來，因此很容易被小看。 

B3. Der Tiger zeigt sich liegend der Ö ffentlichkeit, während der Drache sich 

immerzu versteckt. 

臥虎顯現在眾人面前，而龍卻一直把自己隱藏起來。 

B4. Der sich hinlegende (klein machende) Tiger und der sich versteckende 

Drache.→ Angst haben 

正要躺下(變小)的老虎和正要隱藏的龍→ 害怕 

B5. Der liegende Tiger kann sich vor dem Drachen verstecken. Wer faul rum 

liegt, erreicht nichts. 

臥虎躲了起來讓龍看不到。偷懶的人永遠不會成功。 

B6. Der Tiger wartet liegend und versteckt auf Beute, der Drache auch 

龍和老虎都躲了起來等待獵物 

B7. Der liegende Tiger wird vom Drachen versteckt. Hinter einer großen 

Gefahr/ großen Glück, kann noch immer Gefahr lauern. 

臥虎被龍藏了起來。在極大的危險或幸運背後總潛藏著危險。 

B8. Der Tiger liegt, der Drache versteckt sich. 

老虎躺著，龍隱藏了自己。 

B10. Verborgene Stärke 

隱藏的實力 

B11. Traue keinem, plötzlich kann sich alles wenden. 

別相信任何人，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在一瞬間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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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 Ein liegender Tiger ist ein versteckter Drache. 

臥虎即藏龍 

B13. Film 

電影 

C2. Beschreibung für einen geschickten Kämpfer 

在描寫一個技藝高超的戰士 

C4. Verstecken sich  

隱藏自己 

C5. Beides gefährliche Situationen 

兩個都是危險的情況 

C6. Die Gefahr lauert, man erkennt sie nicht. 

危機潛藏而人未發現 

 

臥虎藏龍 

結構：偏正關係聯合式 

受試者想法 本義 

                      笨人易見 

                      大智若愚 

                      易被小看 

臥著的虎藏著的龍      害怕 

                      不行偷懶 

                      高超戰士 

                      危險的 

 

 

臥著的虎藏著的龍 

隱藏著未被發現的人才 

 

 

    臥虎藏龍對受試者而言也屬於較易產生聯想分歧的成語，在答案中出

現了受試者翻譯拼湊的句子，如：臥虎不拉隱龍、因為龍躲在老虎之下，

如果老虎躺下就看不到龍了、臥虎顯現在眾人面前，而龍卻一直把自己隱

藏起來、龍和老虎都躲了起來等待獵物、老虎躺著龍隱藏了自己、臥虎即

藏龍。還有受試者較初級的聯想，如：正要躺下的老虎和正要隱藏的龍形

容害怕、偷懶的人永遠不會成功、笨的人易見，而奸詐的人都藏起來了、

隱藏的實力、描寫一個技藝高超的戰士、隱藏自己、兩個都是危險的情況。

最後就是文化普遍性的聯想了，如：在極大的危險或幸運背後總潛藏著危

險、有能者大智若愚看起來小的人也可能是大的、有能者將自己的能力隱

藏起來因此容易被小看、別相信任何人，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在一瞬間改變、

危機潛藏而人未發現。 

 

    對於這種易造成聯想分歧的成語，首先我們必須以學生的聯想關鍵字

「臥」、「藏」為主，直接清楚告知學生此成語描述的對象是人再引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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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想會「臥」、「藏」的是什麼樣的人，他們覺得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之

後再以對話或短文方式呈現成語的正確使用情境以進行教學，最後再給予

數個例句和練習鞏固相關知識。 

 

17. 龍爭虎鬥: 龍(Drache)爭(streiten)虎(Tiger)鬥(kämpfen) 

 學過(1 人) 

B4. Es gibt eine Schlacht vieler, starker Parteien. 

一場許多強陣營間的戰役 

 

 沒學過(31 人，有聯想的 23 人) 

A1. Tiger benutzen körperliche Gewalt, aber die weisen und Mächtigen 

Drachen streiten sich mit Werten. Das schadet ihnen nicht. 

老虎憑藉自身的身體力量戰鬥，但睿智又有權力的龍爭的是價值，這個

對龍是沒有傷害的。 

A2. Drache kämpft mit Tiger. 

龍和老虎在爭鬥。 

A3. Ein Drache streitet, während ein Tiger kämpft. 

龍在爭鬥的同時，老虎也在戰鬥。 

A4. Wenn man sich mit dem Drachen streitet muss man mit dem Tiger 

kämpfen. 

如果和龍爭鬥(吵架)也必須和老虎戰鬥。 

A5. Wer weise ist hat, er nicht nötig mit Fäusten zu kämpfen. 

有智慧的人無須用拳頭戰鬥。 

B1. Ein Duell zweier ebenbürtiger Gegner. Ein spannender Kampf. 

兩個實力相當對手的對決，是一場緊張的戰鬥。 

B2. Mit jähzornigen Menschen streiten. 

與易怒的人爭吵。 

B3. Zwei unterschiedliche Positionen bekriegen sich . 

兩個不同的立場互相爭鬥。 

B5. Streitende Drachen kämpfen wie Tiger(=Kungfu Stil). Einzelkämpfer 

kämpfen Schonungslos. 

龍的戰爭就像老虎的爭鬥一般(功夫)。孤軍奮戰者毫無憐憫心的奮戰。 

B6. Der Tiger und der Drache streiten ständig um die Vormacht 

老虎和龍不停地在爭統治地位。 

B7. Während der Drache streitet, kämpft der Tiger schon. Wenn du weise sein 

willst, rede, bevor du kämpfst. 

而龍爭吵的同時，老虎已經在戰鬥了。如果你要展現智慧的話請在動武

前先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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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 Drachen und Tiger streiten und kämpfen. 

龍和老虎既爭又鬥 

B9. Jeder Mensch reagiert anders. 

每個人有不同的反應 

B10. Man kann sich nicht ändern. 

人無法改變自己 

B11. Zwei starke Charaktere streiten oft. 

兩個個性固執的人常常爭吵 

B12. Drachen streiten, Tiger kämpfen (Der Klügere gibt nach) 

龍在爭虎在鬥。聰明的人會先讓步。 

B13. Heftiger Kampf 

激烈的戰鬥。 

C1. Ein Konflikt zwischen begabten Leuten 

聰明人之間的衝突。 

C2. Vielleicht Beschreibung für einen kämpferischen Menschen 

描寫一個好戰之人 

C3. Mächtige Tiere 

孔武有力的動物 

C4. Drachen kämpfen mit Tigern 

龍在和老虎打鬥 

C5. Wenn der Drache streitet, muss der Tiger schon kämpfen. 

龍在爭吵時，老虎就必須戰鬥了。 

C6. Jeder verhält sich so, wie es seiner Natur entspricht. 

每個人會以最自然、天生的方式表現 

 

龍爭虎鬥 

結構：主謂關係聯合式 

受試者想法 本義 

 

 
 

    智者動腦 

    緊張戰鬥 

    與人爭吵 

好戰之人 

    不同反應 

    無法改變 

    自然方式 

 

 

 

龍在和老虎打鬥 

鬥爭或競賽很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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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爭虎鬥對受試者而言也屬於較易產生聯想分歧的成語，在答案中出

現了受試者翻譯拼湊的句子，如：龍和老虎在爭鬥、龍在爭鬥的同時，老

虎也在戰鬥、如果和龍爭鬥(吵架)也必須和老虎戰鬥、龍和老虎既爭又鬥、

龍在和老虎打鬥、龍在爭吵時老虎就必須戰鬥了。還有受試者較初級的聯

想，如：老虎憑藉著自身的身體力量戰鬥，但睿智又有權力的龍爭的是價

值，這個對龍是沒有傷害的、兩個實力相當對手的對決，是一場緊張的戰

鬥、與易怒的人爭吵、兩個不同的立場互相爭鬥、老虎和龍不停地在爭統

治地位、聰明人之間的衝突、孔武有力的動物。最後就是文化普遍性的聯

想了，如：有智慧的人無須用拳頭戰鬥、請在動武前先溝通、人無法改變

自己、聰明的人會先讓步。 

 

    對於這種易造成聯想分歧的成語，首先我們必須以學生的聯想關鍵字

「龍」、「虎」為主，直接清楚告知學生此成語描述的對象是狀態再引導學

生討論「龍」、「虎」誰比較強，爭鬥時誰會贏，他們覺得這樣的狀態是正

面的還是負面的，之後再以對話或短文方式呈現成語的正確使用情境以進

行教學，最後再給予數個例句和練習鞏固相關知識。 

 

18. 魚躍龍門: 魚(Karpfen)躍(springen)龍(Drache)門(Tür) 

 學過 

無 

 

 沒學過(32 人，有聯想的 17 人) 

A2. Ein Drache braucht nicht jagen zu gehen, die Beute springt ihm vor die 

Tür. 

龍無須自己外出狩獵，獵物會自動送上門。 

A3. Der Karpfen springt über das Drachentor. 

鯉魚躍過了龍門 

A4. Wenn der Karpfen springt steht das Glück vor der Tür. 

當鯉魚跳躍時，幸運就找上門了。 

B1. Wenn die Katze aus dem Haus ist, tanzen die Mäuse auf dem Tisch. 

如果貓不在屋內，老鼠就在桌子上跳舞。 

B2. Eine begabte Person, die sogar ohne Handeln große Leistungen 

vollbringt. 

一個有天份的人，甚至無須努力也可以締造佳績。 

B3. Wenn man sich bemüht (=springen), kann selbst eine kleine Person 

(Karpfen) etwas Großes erreichen (Drachentür). 

如果人努力(跳躍)，即使是小人物(鯉魚)也可以達成大目標(龍門)。 

B4. Karpfen springen wie Drachen durch das Tor. →  erfolgrei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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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indruckende Flucht aus einem Gefängnis. 

鯉魚像龍一樣越過門。一次成功且令人印象深刻地監獄逃亡。 

B5. Wenn die Karpfen springen, dann kommt der Drache durch die Tür. Wenn 

etwas Seltenes passiert, deutet das auf eine Veräderung hin. 

如果鯉魚跳躍，龍就會通過門前。如果稀有的事發生這意味著變動。 

B7. Der Karpfen springt dem Drachen durch die Tür davon. Es gibt großes 

Glück in deinem Haus. 

鯉魚躍過了龍前的門逃跑了。將有幸運的事降臨你家。 

B8. Die Karpfen springen, der Drache steht in der Tür. Das Volk ist dem 

Kaiser untergeben. 

鯉魚跳躍著，而龍就在門口。百姓臣服於國王。 

B9. Man soll seine Ziele hoch ansetzen. 

人必須有遠大的志向 

B11. Manchmal kommt Glück von ganz allein. 

有時幸運就這樣憑空而來 

B12. Springende Karpfen deuten auf die die Ankunft eines Drachen. 

跳躍的鯉魚指的是龍的到來。 

C1. Jemand, der begabt ist, wird später auch seinen passenden Lohn 

bekommen. 

有才之人日後必定會有相稱的報酬 

C2. Beschreibung für jemanden, der besonders „ambitious“ ist. 

是對特別有野心之人的描述。 

C5. Leben in anderen Elementen. 

生存於別的元素中(不得志鬱鬱寡歡，如魚得水的相反) 

C6. Fröhlich, ein Fest feiern 

高興的，慶祝慶典 

 

魚躍龍門 

結構：主謂關係非聯合式 

受試者想法 本義 

 

 

 

 

＋ 

 

 

  

 

 

 

   中舉、升官等 

   飛黃騰達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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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躍龍門對受試者而言雖為主謂清楚之成語，但部分受試者仍僅以翻

譯的方式拼湊出句子並做了初級的聯想，如：鯉魚越過了龍門、龍無須自

己外出狩獵，獵物會自動送上門、當鯉魚跳躍時幸運就找上門了、鯉魚像

龍一樣越過門，一次成功且令人印象深刻的監獄逃亡、如果鯉魚跳躍龍就

會通過門前，稀有的事發生意味著變動、鯉魚越過了龍前的門逃跑了，將

有幸運的事降臨你家、鯉魚跳躍著而龍就在門口，百姓臣服於國王、跳躍

的鯉魚指的是龍的到來。最後是受試者其他分歧的聯想：一個有天分的人

無須努力也可以締造佳績、生存於別的元素中，鬱鬱寡歡、有時幸運就這

樣憑空而來、有才之人日後必定會有相稱的報酬等，聯想皆較不正確。 

 

    對於此類成語的教學重心應放在視點矯正，具體建議如下：首先可以

以受試者的聯想方式下手，將此成語以完整的句子方式呈現，如：鯉魚越

過了一到很高的門後會變成什麼，視點重心應該放在結果而不是過程本身，

再引導學生討論這樣的結果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最後才以短文或對話告

知學生該成語的正確意思和使用情境，再輔以例句和練習鞏固相關知識。 

 

19. 神龍見首不見尾: 神(göttlich)龍(Drache)見(sehen)首(Kopf)不(nicht) 

見(sehen)尾(Schwanz) 

 沒學過(32 人，有聯想的 19 人) 

A1. Man weiß nicht viel über manche Menschen, da sie nur wenig von sich 

zeigen. 

我們無法了解那些很少在他人面表現出真實自我的人。 

A2. Wie ein Tausendfüßler sich beschäftigt. 

像蜈蚣一樣努力做事 

A3.Der göttliche Drache sieht mit dem Kopf, aber nicht dem Schwanz. 

Göttlichkeit ist unsichtbar. 

神龍只會露出頭看世界而非尾，神力是不可見的。 

A4. Der göttliche Drache schaut nach vorne, nicht zurück 

神龍只會向前看而非向後 

A5. Sich gut nach außen präsentieren 

只向世人展現自己好的一面 

B1. Göttliche Drachen sehen das Wichtige nicht das Unwichtige. 

神龍只會看重要之處，不會看不重要之處 

B2. Die Spitze vom Eisberg ist zu sehen, wobei 90％ des Eisberges nicht zu 

sehen sind→ Was auf den ersten Blick so scheint, kann ganz anders sein. 

冰山只看得見頂端一角，其餘的百分之九十都看不見。→ 第一眼印象其

實不完全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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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Bei einem göttlichen Drachen (=edel) sieht man nur den Kopf, nicht den 

Schwanz. 

人們只能看到神龍(貴族)的頭而非尾巴 

B4. Mächtige Menschen zeigen ihre Schwachen Seiten nicht. 

有權者不會讓別人看到他的弱點 

B5. Wenn man Macht hat sieht man nichts anderes mehr. 

人一旦掌權眼裡就看不到其他任何東西了 

B6. Sieht etwas besonders aus, achtet man nicht alles. Es ist nicht alles Gold, 

war glänzt. 

如果有些東西看起來很特別的話，我們就會忽略其他東西。並非所有會

發亮的東西都黃金。 

B7. Die gute Person (Drache) achtet nur auf das Positive (Kopf) und nicht auf 

das Negative (Schwanz). 

一個好人(龍)只會正向看待事情，不會看事情的負面。 

B8. Man sieht nur eine Seite, man hat nur eine Version. 

人只看得見事情的一個面向，人只有一個觀點。 

B9. Den Anfang, aber nicht das Ende sehen. 

只看到開始而非結局 

B11. Wenn man zu überheblich ist, kann man seine Fehler nicht sehen. 

當人太自大時，是看不見自己的錯誤的。 

B12. Der Weise widmet sich der Zukunft und nicht der Vergangenheit. 

智者專注於未來而非緬懷過去。 

C2. Göttliche Drachen sehen ihren Kopf, aber oft den Schwanz nicht. Wer zu 

überheblich ist, sieht seine eigenen Fehler nicht. 

神龍只看到自己的頭，卻常常看不到自己的尾巴。太自大的人，是看不

見自己的錯誤的。 

C5. Alles hat ein Ende nur die Wurst hat zwei. 

萬物皆只有一個結尾，唯有香腸有兩個 

C6. Man kann das nahe Liegende nicht sehen. 

人們往往看不見眼前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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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龍見首不見尾 

結構：主謂關係非聯合式 

受試者想法 本義 

                    單一觀點 

                    努力做事 

                    神力不可見 

神龍見首不見尾      展現長處 

                    正向看事情 

                    自大的人 

                    放眼未來 

 

 

 

神龍見首不見尾   神秘、高深莫測 

 

 

 

    受試者對於此俗諺的聯想雖較分歧，但大都能掌握頭、尾這兩個關鍵

字，只是對其的象徵意義理解不一而足，未出現能把握正確視點重心之受

試者，受試者答案大致可分為以下幾個觀點：一、只看到自己的頭代表這

個人很自大，看不見自己的缺點、二、人只看見事情的某一點而忽略了它

處、三、其他分歧的聯想如：神龍只會露出頭看世界而非尾，神力是不可

見的、神龍只會向前看而非向後看、神龍只會看重要之處，不會看不重要

之處、人們只能看到神龍(貴族)的頭而非尾巴、我們無法了解那些很少在

他人面前表現出真實自我的人、像蜈蚣一樣努力做事、一個好人(龍)只會

正向看待事情，不會看事情的負面、智者專注於未來而非緬懷過去等。 

 

    對於此類成語的教學重心應放在視點矯正，具體建議如下：首先可以

以受試者的聯想方式下手，將此成語以完整的句子方式呈現，如：我們看

不見神龍的頭只看見了尾巴，為什麼？再清楚告知學生此成語描述的對象

是人再引導學生聯想這樣的人會是什麼樣的人，他們覺得是正面的還是負

面的，之後再以對話或短文方式呈現成語的正確使用情境以進行教學，最

後再給予數個例句和練習鞏固相關知識。 

 

20. 龍游淺水遭蝦戲: 龍(Drache)游(schwimmen)淺(seicht)水(Wasser)遭

(durch)蝦(Garnele)戲(verspotten) 

 學過 

無 

 

 沒學過(32 人，有聯想的 21 人) 

A1. Die Garnele ist schwach, der Drache ist stark. Aber wenn der Drache in 

seichten Gewässern schwimmt, also leichte Aufgaben erledigt, die nicht für 

ihn bestimmt sind, sind ihm auch schwache Menschen überlegen. 

蝦是弱小的，龍是強大的。但是當龍在淺水游泳時，也就是處理簡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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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龍的任務時，就算是弱小的人也可以戰勝龍的。 

A2. Wenn jemand „Großes“ etwas für ihn Kleines tut, verspottet jemand 

kleines ihn, der selbst nie so etwas großes tun könnte, weil der 

Drache?Vorsicht bei Vorurteilen? 

如果強者做簡單的小事，會被那些無法做大事的弱小的人取笑，即便那

些弱者一輩都不能做如此的大事。因為龍會小心避免成見。 

A3.Wenn der Drache durch seichtes Wasser schwimmt, wird er von der 

Garnele verspottet. 

當龍在淺水裡游泳時，被小蝦取笑了。 

A4.Wenn man sich anderen unterwirft, muss man aufpassen, nicht verspottet 

und unterdrückt zu werden. 

如果你屈服於他人，要注意不可以被他人取笑或逼迫。 

B1. Außerhalb des eigenen Fachgebiets ist man anfällig für die Kritik selbst 

wiedriger stehender Leute. 

在自己的專業之外，人們容易被跟自己意見不合的人批評。 

B2. Man sollte nach seinen Fähigkeiten handeln und nicht versuchen, jemand 

zu sein, der man gar nicht ist. 

人應該做適合自己能力的事，而不是試著當別人。 

B3. Wenn man etwas tut, was nicht für einen angemassen ist (als Drache 

durch seites Wasser schwimmen), ist man von denen verspottet, die es besser 

können (Garnele). 

當人做不適合自己的事時(像龍在淺水游泳)，會被其他更有能力做這件事

的人(蝦子)取笑。 

B4. Die Drachen werden durch Garnele, die kleiner sind und deswegen besser 

schwimmen können, verspottet.→ Manchmal ist weniger besser/ wer zuletzt 

lacht, lacht am besten. 

龍被蝦子取笑了，因為蝦子身體小所以更適合在淺水裡游泳。有時少優

於多，最後笑的人笑得最開懷。 

B5. Ein Drache schwimmt seicht durchs Wasser, dafür verspottet die Garnele 

ihn.→ so ein mächtiges Tier ist selbst klein bei natürlichen Gewalten. 

淺游的龍遭到蝦子的取笑。像龍這麼強大的動物也必須要臣服於大自然

的力量之下。 

B6. Wenn ein Drache nur durch seichtes Wasser schwimmt (also sich nix 

zutraut), dann wird er sogar von den kleinen Garnele verspottet 

如果龍在淺水裡游泳(缺乏自信)，甚至就會被渺小的蝦子取笑。 

B7. Auch wenn der Drache seicht durchs Wasser schwimmt, wird er noch 

immer von der Garnele verspottet. Es gibt Dinge, in denen du gut sein kannst 

mit Ü bung, aber es wird immer Bessere als dich ge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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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龍在淺水裡游泳時也會被蝦子欺負。有些事是你熟練的，但是一

直都有人比你強。 

B8. Der Drache schwimmt durch seichtes Wasser und verspottet eine Garnele. 

龍游經淺水時戲弄了一隻蝦子。 

B9. Mann kann nicht alles meistern. 

人不可能什麼事都很會做。 

B10. Sich unter Weste verkaufen, unter seinen eigentlichen Fähigkeiten/ 

Möglichkeiten bleiben. 

浪費自己的才能，只做些小事，辜負了自身的能力。 

B11. Wenn man sich auf unbekannten Gebieten aufhält, können auch weniger 

gebildete Menschen einem etwas vormachen. 

人如果在不熟悉的領域做事，也可能被低教育水平的人戲弄。 

B12. Drachen schwimmen unbehäbig durchs Wasser und werden von 

Garnelen verspottet. 

龍從容的游經淺水被蝦子取笑了。 

C1. Ein begabter Mensch, der sich mit unbegabten Menschen vergleicht. 

一個有天份的人與沒天分的人相比較。 

C2. Läßt man sich zu etwas her, aber erntet man nur Spott. 

做自己不會做的事只會換來嘲笑。 

C3. Ein sanfter Drache wird verspottet. 

一條較溫順的龍被取笑了。 

C5. Wenn der Drache versucht zu schwimmen verspottet ihn die Garnele. 

龍如果試著游泳，被蝦子取笑了。 

C6. Sich über jemanden lustig machen, der grundlos Angst hat. 

嘲弄那種無故膽小的人。 

 

龍游淺水遭蝦戲 

結構：主謂關係非聯合式 

受試者想法 本義 

                    人外有人 

                    人非全能 

                    屈服於自然 

龍游淺水遭蝦戲     天才 vs常人 

                    缺乏自信 

                    辜負己才 

                    嘲弄膽小者 

 

 

龍游淺水遭蝦戲 

虎落平陽被犬欺(人不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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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諺語對德籍受試者來說是完整且結構清楚的句子，因此很好理解。

絕大部分受試者皆能把握龍是強者但淺游時卻被弱小的蝦取笑了的意思，

但仍有一些其他答案出現，如：如果你要屈服於他人，要注意不可以被他

人取笑或逼迫、在自己的專業外，人們容易被跟自己意見不合的人批評、

龍游經淺水時戲弄了一隻蝦子、人不可能什麼事都很會做、一條溫順的龍

被取笑了、嘲弄那種無故膽小的人。 

    對於這種學生一看就懂的俗諺不用特別教學，只要確認學生正確的理

解了該俗諺的意思即可，重點應放在使用練習，使學生清楚此成語出現的

上下文、通常在什麼情境下會使用到此成語等。 

 

小結： 

觀察德籍受試者對以上這二十個成語及俗諺之聯想結果後，筆者發現

會影響受試者聯想錯誤的原因大致可分為以下三項，分別為：一、結構：

也就是受試者對成語結構本身不了解所導致的；二、意義：指受試者無法

推測「龍」在特定成語中的寓意或無法跳脫成語之字面意義，對其背後真

正的引申意涵作正確之聯想所致；三、文化，即：受試者直接躍過對該成

語之字面意義推敲、翻譯，僅以自身經驗及其母語文化在其腦中搜尋相對

應之德諺或合適的解釋。 

一、結構： 

    有一半以上的受試者表示，其聯想成語的方法為先確定每個字的詞性、

位格，哪個當主詞或受詞等，再依個人邏輯拼湊成合理的句子，由此可知

受試者一旦一開始斷詞錯誤即會造成其聯想之方向錯誤，這也是致使各受

試者間答案分歧之主因，因為每個人對同一個成語的判斷並不相同。以人

中之龍為例，部分受試者之解讀為龍中之人，因此產生了以下之答案：一

群坐在龍背上(中間)的人、龍中之人，因為龍非常重要、龍群中的那個人，

每個人內在都具有龍的力量等。然而，大部分受試者對中華「龍」都有粗

淺的概念，即：中華「龍」有好的、重要的意思。因此大部分的受試者即

使對此成語的結構了解並不正確，卻依然能聯想到此成語大概是指不同於

普通人的特別的人，如：強者或品德高尚的人。 

    還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望子成龍了，由於由字面我們並看不出其

主語為何，因此受試者的作答不是省略主語就是自己隨便補個主語進去，

其中受試者自己補進的主語有我、你、他們、人們和父親等，因此在教學

上若遇到類此主謂語不明確之成語，也建議教師先將其恢復成主謂語明確

之完整句子，以進行教學，最後再補充其使用情境及例句即可。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筆者發現全體受試者的弱點在他們對於並列(聯

合式)和偏正形式的成語聯想較分歧、也較偏離成語的正確寓意，如：攀龍

附鳳、龍潭虎穴等，可能原因為較難分辨主、受詞和其背後寓意，因此各

受試者排列組合後的答案豐富。為使學生日後即使面對新的成語也能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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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做正確猜測、推敲，因此建議教師在教成語時也可帶入並列的觀念，以

利學生能舉一反三在課後也能自行學習成語。 

二、意義： 

此處亦符合文獻探討回顧之文獻，在研究各國學生成語之偏誤時發現

教師最應該且應先幫助學生的地方就是認知觀念上的轉換了，於此我們應

先說明中華「龍」一般所代表的意涵，即：由母語者的心智圖可看出，皇

帝、龍珠、金黃色、尊貴、龍袍、吉祥等應先向學生說明，並點出其與他

們母語文化中德國「龍」之相異處，請學生特別注意。再者，才個別說明

「龍」在每句成語的特定意義及該成語之使用情境、例句等，以加強學生

的印象；主要還是要照先激起學生之學習興趣再進行教學的步驟進行。以

望子成龍為例，雖然絕大多數的學生都認為此句成語是最容易理解的，但

觀其答案我們亦不難發現受試者其實並不完全了解這句成語的意涵；他們

大多還是停留在母語文化中對德國「龍」的認知上，寫下了希望兒子可以

變高變壯、變強大、無所畏懼等答案，與此句成語「龍」所欲表達的成功

之義還有些差距，甚至部分受試者還直接寫下希望兒子變成龍的答案，並

未對龍背後所欲表達之意涵做更深層的聯想。 

另外在聯想共通處上，我們可以發現，受試者的答案是符合其母語中

德諺的組成方式的，與筆者在探討中德語言形式上之差異相符，在有龍和

鳳同時出現的成語中，部分受試者皆有比較兩者強弱的傾向，當中又以鳳

為強者，龍偏弱者，因為鳳凰可以從灰燼中重生。對此，教師們在教學上

除了龍的象徵意外，還應帶入中華文化中鳳的正確意象，即：龍和鳳皆是

吉獸，並無強弱之分，也無從灰燼中重生一說。 

三、文化： 

    除了在德諺中也有所對應之中文成語外，如：龍生龍，鳳生鳳；觀察

受試者的表現似與其中文能力有絕對的關係，普遍而言基礎級受試者較難

擺脫母語限制，無法將對德國龍之認知正確轉換為中華「龍」，大多只能

就成語的字面意思勉強拼湊成一個符合自身思考邏輯的句子而已，未能對

成語的象徵意義作任何聯想。而越高級的受試者也越能看出成語的深層意

義，會從自身的母語資料庫中搜尋可能對應之德諺，或跳脫字面意義說出

某成語可能是一句警語告訴大家不可貿然進攻或是對什麼的描述、象徵等。

這說明了基礎級受試者對成語的特性並不夠了解，因此在教學上建議先將

成語的特性明確的講解清楚再進行教學。還有加強學生對學習成語的意識

可以告訴他們，成語不只對中文對話方面有幫助，其實在很多其他方面都

有幫助的，例如：讀報或看新聞，成語是和生活息息相關的重要詞彙。 

    還有一個普遍現象也根本的反映了中德文化價值觀的差異，也就是德

國人的價值觀還是以個人取向為主，這一點可以從受試者在面對任何帶有

不只「龍」這一動物的成語時，如：龍盤虎踞、攀龍附鳳、臥虎藏龍等，

明明是不同的受試者卻常常寫出一個共同的答案：做自己會做的事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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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應該做適合自己能力的事，可以得到充分的證明，這同時也為

Hofstede(1993)提出的國家文化構面說，下了最好的註解。 

 

    總言之，結構、意義和文化這三者是環環相扣、互相影響的，學習者

對成語表面結構之不理解，不但會造成其在對成語意義理解上的困難，亦

會造成他們在認知觀念轉換上的障礙和偏差，而與此同時其母語文化背景

所帶來之影響亦不可小覷，這即是較深層、存在於學習者腦海中我們看不

到的造成其學習困難的主因；這點透過台德受試者心智圖的描繪及比較，

才得以正確呈現，教師亦可當作教學的有效方法之一，直接將心智圖結果

呈現於黑板上，減少學生自己原地打轉摸索的時間。 

    綜合以上分析，對學生而言成語可分為三類：一、易聯想之成語二、

聯想易分歧之成語三、較不易聯想之成語，因此筆者建議成語教學還是以

簡明為主就好，重點應放在情境的輸入、視點重心的矯正和使用練習，對

成語本身的來源、典故或字義講解可以不必著墨過多。 

 

表 四-3 成語理解難易分類表 

1.易聯想 1.望子成龍 3.群龍無首 5.龍生龍，鳳生鳳 6.直搗黃龍 8.人中之

龍 15.龍蛇混雜 19.神龍見首不見尾 20.龍游淺水遭蝦戲 

2.易分歧 2.龍飛鳳舞 4.畫龍點睛 7.攀龍附鳳 12.生龍活虎 

13.龍潭虎穴 14.龍盤虎踞 16.臥虎藏龍 17.龍爭虎鬥 18.魚躍龍門 

3.不易想 

 

9.乘龍快婿 10.車水馬龍 11.來龍去脈 

第四節 教學評估 

一、 學生基本資料 

    筆者於德國 M 大學漢學系教授的文化課為期 12 周，每周一次、一堂

課為九十分鐘，課程安排為首先以十二生肖故事為主軸來介紹成語，其課

堂數為 4 次，於課程開始的第一周到四周進行，其後的 8 堂課則為節日之

介紹，如：端午節、過年、元宵節與書法、剪紙、中國結教學等；學生共

27 人，皆為德籍學生且母語為德語之人士，其中一年級學生有 10 人、二

年級學生 6 人、三年級學生 8 人及碩士級旁聽生 3 人；此文化課為選修課，

凡有意願者皆可修課，因此此班學生各程度皆有，每位學生於上半學期開

始時皆填寫過筆者前述之問卷，只有部分學生未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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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堂測驗結果與流程 

    為使測驗結果更具效力而非學生之短期記憶成效，此成語選填測驗於

第十二周即該學期的最後一堂課進行，測驗時間為九十分鐘整，允許學生

提早交卷並詢問關於題目中不懂之生詞所對應之德語，如：操心(sorgen)、

才女(Talente)、提拔(jn im Rang erhöhen)等。測驗題目如下： 

 

第一大題 

 

(a) 龍生龍，鳳生鳳    (b) 群龍無首    (c) 乘龍快婿 

(d) 畫龍點睛   (e) 龍飛鳳舞  (f) 生龍活虎 

(g) 車水馬龍   (h) 來龍去脈  (i) 望子成龍    (j) 人中之龍 

 

1. 我喜歡鄉下的寧靜，勝過於都市的_____。 

2. 這篇書法寫得真是_____，每個字都有自己的特色，真令人佩服！ 

3. 他生病在家休息兩天後，終於恢復_____的樣子了！ 

4. 她為女兒操心多年，現在總算得到一位_____，親友都為她感到高興。 

5. 你的爸媽要求你的學業成績是很正常的，因為所有父母都_____。 

6. 「_____」，他們本來就是俊男美女，所以生的孩子也不可能太難看。 

7. 他在演講時常會引用幾個小故事，真有_____的效果。 

8. 張經理離開後，整個部門_____，大家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9. 她是有名的才女，如果不是_____，怎麼配得上她！ 

10. 你應該解釋清楚整件事情的_____，我們才能幫你。 

 

第二大題 

 

(a) 魚躍龍門   (b) 龍蛇混雜    (c) 臥虎藏龍 

(d) 龍蟠虎踞   (e) 直搗黃龍    (f) 攀龍附鳳 

(g) 龍爭虎鬥   (h) 龍潭虎穴    (i) 神龍見首不見尾 

(j) 龍游淺水遭蝦戲 

 

11. 這裡的地形_____，很適合修築像長城一樣的屏障保衛我們的城市。 

12. 這兩個人實力相當，因此這一次的比賽，免不了又是一場_____。 

13. 身為特務就應該像 007 一樣，_____的完成各種任務。 

14. 現在越來越多年輕人不努力工作，只想_____，藉此得到好的職位。 

15. 這所大學_____什麼樣的人才都有，所以得過很多大獎。 

16. 警察為了掃蕩黑幫，所以既使是_____，也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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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這名服務員因為做事認真，被老闆提拔成經理，就這樣_____成功了。 

18. 美國對恐怖攻擊的制裁是_____，直接進攻伊拉克。 

19. 像張經理這樣有能力的管理人才，竟然被派去當服務員，真是___呀！ 

20. 都市裡_____，什麼樣的人都有，不像鄉村那樣單純。 

 

答題正確率統計結果： 

 

圖 四-5 課後測驗答題正確率統計圖 

 

小結：根據本文問卷調查顯示，不論是基礎級學習者還是初級學習者有 75

％的學生都對成語很感興趣，且又於教學後的成語測驗結果中發現即使是

基礎級學習者之答題正確率亦達 70％，與初級學習者及中級學習者相較無

異，可見成語的學習對於基礎級學習者而言也是可行的。華語教師大多認

為由於成語的結構、功能特殊只適合中級以上的學生學習，卻忽略了學生

的興趣，其實只要有興趣再搭配適當的教學，讓學生覺得學習成語並不困

難反而是有趣的，他們會更願意主動學習並使用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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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教學應用 

    根據第四章的分析結果，此章將成語分為三類教授，第一節為對德籍

學生而言是易聯想之成語，以主謂結構之成語為主，即受試者見到該類成

語即可大致把握住其意思者、作答相似性高，如：望子成龍、群龍無首等、

第二節是聯想易分歧之成語，以並列和偏正結構之成語為主，即受試者對

從字面理解該成語雖無障礙，但答案並不一致有些還相去甚遠、第三節則

是較不易聯想之成語，即受試者出現對該成語的字面與實際涵意不能連結

且理解不易之現象，導致答案不盡相同，對此所列之具體教學應用如下： 

  

第一節 易聯想之成語 

情境輸入要點 

1. 先以受試者的聯想方式下手，將此成語以完整的句子方式呈現， 

如：父母希望孩子像龍一樣成功。 

2. 清楚告知學生該成語或俗諺要描述的對象為何(人、事或狀態) 

3. 告知學生該成語或俗諺到底是褒義(positiv-)還是貶義(negativ+) 

4. 給予學生相關情境，以對話或填空練習方式呈現其功能用法 

 

人 

望子成龍 (+) 

 

 「望子成龍」(+) 功能—描述父母希望孩子能成功 

很多父母都望子成龍，從小就開始注意孩子的成績，希望孩子能考上有名

的大學，給他們很大的壓力，也讓他們的書包越背越重。 

 

例句： 

1. 現代的父母誰不望子成龍，希望孩子比自己更好。 

2. 王媽媽望子成龍，想辦法把兒子送出國留學了。 

3. 望子成龍是所有父母的願望，要他們放棄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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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魚躍龍門 (+) 

 

 「魚躍龍門」(+) 功能—描述某人舉業成功或地位高升 

他從小就成績平平，父母和老師對他的期望都不高，沒想到大學畢業後就

考取了人人稱羨的公職，魚躍龍門的他從此成了令人羨慕的對象。 

 

例句： 

1.誰不希望自己能魚躍龍門，有更好的生活呢！ 

2.魚躍龍門的際遇是可遇不可求的，我們能做的只有努力了。 

3.別只看見他魚躍龍門的那天，其實為了這天他在背後做了很多努力。 

 

 

 

 

 

 

 

 

 

第二節 聯想易分歧之成語 

情境輸入要點 

1. 清楚告知學生該成語或俗諺要描述的對象為何(人、事或狀態) 

2. 再以學生的聯想關鍵字為主，引導學生思考符合此關鍵的對象狀態 

2. 告知學生該成語或俗諺到底是褒義(positiv+)還是貶義(negativ-) 

3. 給予學生相關情境，以對話或填空練習方式呈現其功能用法 

補習班文化~ 

你知道嗎？臺灣很多學生放學以後，第一件事不是馬上回家，

而是去補習班繼續上課。補什麼呢？什麼都可以補，國文、英

文、數學、鋼琴、跳舞。因為每個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小孩能比

別人厲害，也就是望子成龍的心態。 

考試文化~會讀書的小孩最棒! 

台灣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很會念書、考試都能考一百分，

因為他們相信只有這樣小孩才能有美好的未來。會考試才能上

好的大學，能上好的大學將來才會有好的工作，有好的工作才

能賺大錢，有魚躍龍門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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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生龍活虎 (+) 

 

 「生龍活虎」(+) 功能—描述一個人精神充沛的樣子 

小美︰你今天精神很好嘛！昨天睡了多久呀？ 

大強︰整整 8 個小時，終於休息夠了。 

小美︰難怪你一副生龍活虎的樣子，那等下我們一起去逛街吧！ 

大強︰那有什麼問題。 

 

 

事 

畫龍點睛 (+) 

 

 「畫龍點睛」 (+) 功能—描述一件做了會有加分效果的事 

大強︰小美妳今天的報告很精采喔！ 

小美︰真的嗎！謝謝你的誇獎。 

大強︰如果再加上幾個例子，還能有畫龍點睛的效果喔。 

小美︰你說的有道理，這樣我的主題就會更明顯了。 

 

 

第三節 較不易聯想之成語 

一、 引申概念輸入要點 

1. 提醒學生該成語或俗諺中特殊的字義或視點 

2. 將該成語或俗諺做完整圖像的描述，並與引申義做連結 

3. 以小口訣或誇張的方式，刺激學生記住該成語或俗諺所欲表達之重點 

 

人 

乘龍快婿 (＋) 

 

 乘龍快婿 (+) 

快：是愉快、快樂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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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ndaa.com/article/gy/200609/article_492.html 

描述︰ 

一位得意的男子，正高興地要飛

上天了，就好像騎著龍飛翔一樣快

樂，因為他就要結婚了，成為別人的

女婿。 

 

功能—恭喜別人很快就會有一位不

錯的女婿(Schwiegersohn)了，像史瑞

克 

 

二、 因果解釋之輸入要點 

1. 先請學生對未學過的成語或俗諺做暖身聯想 

2. 再請學生推測其前因或後果大概是什麼 

3. 向學生解釋該成語或俗諺的視點重心，即引申意義 

 

狀態 

車水馬龍 (＋) 

 

 車水馬龍 (+) 

視點：車如流水，馬如遊龍 

 

描述︰ 

 

車子像流水那樣不停地駛去，馬

匹往來不絕，好像一條遊龍。 

 

 

功能—形容繁華熱鬧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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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來龍去脈 (±) 

 

 來龍去脈 (±) 

http://big5.wallcoo.com/nature/Vista_plants_wallpapers_pack_13/html/wallpaper20.html 

 

視點重心矯正︰ 

重點不在來去動作留下

的痕跡，而是山勢的走向

綿延，一脈接一脈。 

 

 

功能—描述一件事的詳

細過程 

第四節 課堂練習活動設計 

一、 成語大聲公 

活動的目的為確認學生是否掌握成語的意義和用法。要求學生找出答

案後要把整個句子念出來，不只讓他們了解成語的意義和用法、而且還訓

練口語完整表達的能力。 

活動內容：教師將班上學生分成兩組(一下稱為 A 組和 B)，發給 A 組成語

的字卡， 給B組這些成語的例句卡片(句子裡面成語的位置以空格來代替)。

每人一張，每張一句。每個例句只有一個符合的答案。 

    A 組的一個學生唸一個成語，B 組學生要立即找出可以跟那個成語結

合的句子，並把全唸出來。接著 B 組學生唸一個句，A 組學生要馬上找出

適合的成語來完成句子。 

    例如：A 組同學唸「如虎添翼」，B 組的同學要找出適合用這條成語

的例句並把全句唸出來，如：「自從本屆棋王加入後，我們棋社如虎添翼，

聲勢更加壯大了」。   

    輪到 B 組時，一個學生念出一個例句「他在演講時常會引用幾個小故

http://big5.wallcoo.com/nature/Vista_plants_wallpapers_pack_13/html/wallpaper21.html


 

88 

 

事，真有        的效果。」A 組學生聽要從詞卡上找出可以填空的成語：

「畫龍點睛」，並把全句唸出來。這樣輪流進行下去，直到詞卡用完為止。 

二、 成語猜猜猜 

(1) 讓學生看圖畫猜一個成語，把答案寫在下面：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老師解答：虎頭蛇尾、畫龍點睛、羊入虎口、九牛二虎、狐假虎威) 

 

 

(2) 讓學生用以上的五個成語填空: 

1. 小明費了__________之力才把大石頭搬走。 

2. 就因為他__________的做事態度，不知害苦了多少人？ 

3. 你明明知道有危險，還一個人去赴約，豈不是__________？ 

4. 哼！他以為有個總經理岳父，就可以__________亂欺負人？ 

5. 他在演講時常會引用幾個小故事，真有__________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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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現在的研究大多注重理論與教學的結合，以學生為導向的研究就更是

現代的趨勢了，身為教師如果能以學生的立場出發，不但了解其母語更要

了解其思考邏輯和文化背景，以適合學生的學習方式教學，更能幫助學生

快速學習且不容易學了又忘。成語雖然是中華文化的特殊產物，有一定的

文化特殊性，但不可忽視的是只要是文化也有一定的文化普遍性存在的，

若我們以文化普遍性出發，將學生舊有的認知和部分的新知相結合，而不

是直接教學生新的東西告訴他們這就是成語，絕對會事半功倍的！ 

 

    華語教師大多認為由於成語的結構、功能特殊只適合中級以上的學生

學習，卻忽略了學生的興趣，只要有興趣也就是學習動機其實學習任何東

西都是有可能的，對在非目的語國家的學生亦然，因為就算教師不教，學

生們在一般日常生活中也都能接觸到不少成語，與語伴交談也都需要用到

成語，為避免學生學習到錯誤的語境或以自己的理解做錯誤的使用，還不

如由教師帶給他們正確的觀念，同時也能增加他們學習中文的興趣，也給

欲前往目的語國家的學生適當的先備知識。 

 

    成語教學其實可以很簡單，不一定只能以成語故事的方式教給學生，

因為很多學生常常像是在讀故事一般讀過就忘，故事裡的新詞、難詞也會

帶給學生多餘的學習負擔，常常失了焦將學習新生詞變成了主要任務，也

只把成語當成普通詞彙學習，造成學習者學了卻不會用或亂用的窘境，未

達教學成效。根據本文研究結果，對學生而言成語可分為三類：一、易聯

想之成語二、聯想易分歧之成語三、較不易聯想之成語，因此筆者建議成

語教學還是以簡明為主就好，重點應放在情境的輸入、視點重心的矯正和

使用練習，對成語本身的來源、典故或字義講解可以不必著墨過多。 

 

    以下為針對此三類成語提出的相關教學建議： 

一、易聯想之成語 

1. 先以受試者的聯想方式下手，將此成語以完整的句子方式呈現， 

如：父母希望孩子像龍一樣成功。 

2. 清楚告知學生該成語或俗諺要描述的對象為何(人、事或狀態) 

3. 告知學生該成語或俗諺到底是褒義(positiv+)還是貶義(negativ-) 

4. 給予學生相關情境，以對話或填空練習方式呈現其功能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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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聯想易分歧之成語 

情境概念輸入： 

1. 清楚告知學生該成語或俗諺要描述的對象為何(人、事或狀態) 

2. 再以學生的聯想關鍵字為主，引導學生思考符合此關鍵的對象狀態 

3. 告知學生該成語或俗諺到底是褒義(positiv+)還是貶義(negativ-) 

4. 給予學生相關情境，以對話或填空練習方式呈現其功能用法 

 

三、較不易聯想之成語 

引申概念輸入： 

1. 提醒學生該成語或俗諺中特殊的字義或視點 

2. 將該成語或俗諺做完整圖像的描述，並與引申義做連結 

3. 以小口訣或誇張的方式，刺激學生記住該成語或俗諺所欲表達之重點 

 

因果解釋輸入： 

1. 先請學生對未學過的成語或俗諺做暖身聯想 

2. 再請學生推測其前因或後果大概是什麼 

3. 向學生解釋該成語或俗諺的視點重心，即引申意義 

第二節 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對於有意從事相關成語文化教學研究之教師，筆者提出以下兩點建議：

1. 為使教學更全面，研究者可針對十二生肖中全部的十二種動物，進行相

關分析研究，或是擴大研究範圍，改以研究中德成語、諺語中最常出現之

動物為研究選取範圍，以利學生面對相關具有動物隱喻概念之成語時，能

更容易舉一反三從對話內容或上下文中推敲出成語之意思及用法。 

2.為使教學更具針對性、加強學生在與母語者對話時的臨場應對能力，使

學生覺得學到的每句成語都是用得到且實用的，建議研究者可先對母語者

做詳細的問卷調查區分出口語常用成語與書面常用成語，再做相關的教學

設計與規劃，一定能使教學更完善。 

 

 

 

 

 



 

91 

 

參考文獻 

網路資源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纂（1997）。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2009

年 12 月 13 日，http://dict.revised.moe.edu.tw/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製（2005）。教育部成語典。2009 年 12 月 20 日， 

http://140.111.34.46/chengyu/ 

維基百科。2010 年 1 月 9 日， 

http://zh.wikipedia.org/zh-tw/Wikipedia:%E9%A6%96%E9%A1%B5 

http://www.bkes.tpc.edu.tw/~yahui/93/w.files/frame.htm 

 

中文 

李泉(2005)。對外漢語教學理論思考。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 

李曉琪(2006)主編。對外漢語文化教學研究。商務印書館出版。 

李福印(2008)。認知語言學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 

周思源(1997)主編。對外漢語教學與研究。北京語言大學。 

胡明揚(1993)。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文化因素。語言教學與研究，第 4 期。 

崔永華(2008)。對外漢語教學設計導論。北京語言大學。 

張占一(1990)。試議知識文化與教際文化。語言教學與研究，第 3 期，15-31。 

張占一(1992)。交際文化瑣談。語言教學與研究，第 4 期，97-113。 

趙賢州(1992)。關於文化導入再思考。語言教學與研究，第 3 期，31-39。 

趙賢州(1994)。對外漢語文化科教學芻議。載於：李曉琪(2006)主編。對外

漢語文化教學研究。商務印書館出版，314-323。 

趙艷芳(2000)。認知語言學概論。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41-51。 

鄭啟耀(1992)。中國神話的思維結構。重慶出版社。 

林承穎(2013)。華裔短期研習班之華語課中的文化教學案例分析與探討。

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陳怡卉(2012)。初級華語教材行為文化研究－以問後語及讚美語與對為例。

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陳申(2001)。語言文化教學策略研究。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 

陳光磊(1997)。關於對外漢語課中的文化教學問題。語言文字應用，第 21

期，23-26。 

陳彥希(2009)。12 生肖漢德成語翻譯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德國語文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許紫星(2000)。從味覺詞的語義聯想看味覺詞的語義延伸。台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費寧(1999)。中英顏色詞語語意概念的差異及其對理解顏色詞語的影響。

http://www.bkes.tpc.edu.tw/~yahui/93/w.files/frame.htm


 

92 

 

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徐毓珮(2010)。華語四字格成語教材設計。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黃麗貞(2013)。漢語四字格教學初探。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重岡美都子(2010)。文化教學的現況分析以及教學設計－以日本京都各大

學中文系學生為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臺北。 

王莉(2008)。十二生肖詞彙英漢概念隱喻的文化異同。成功(教育)，6，

88-89。 

毛學勤(2004)。趣談動物在漢、德俗語中的異同。德語學習，6，28-29。 

呂洪年(1983)。試論民間俗語。民間文學論壇，2。 

忻捷(2006)。中英德有關動物文化聯想意義的比較—從十二生肖談起。東

華大學學報，6(1)，61-64。 

胡壯麟(2004)。認知隱喻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張君松(2005)。泰國學生學習中文成語的困難及教學補救策略研究。台灣

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張曉青(2001)。從動物詞彙文化形象看中德文化差異。天津外國語學院學

報，1，73-76。 

張戴揚，張才堯，常克強(2008)。德語成語辭典。北京：外語教學語研究。 

楊秀梅，包通法(2009)。認知隱喻—詩歌英譯中的意境鑒賞和傳輸載體。

學術論叢，9，128-130。 

楊又樺(2009)。超越西方語法研究流派：以漢語成語的對外華語教學為例。

輔仁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劉月秋、範育新、許振生(1992)。成語熟語辭典。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劉珣主編(2000)。對外漢語教語學引論。北京：北京語言大學。 

劉珣主編(2002)。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簡論。北京：北京語言大學。 

蔡蓉芝(2001)。從台華諺語看語言與文化。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蔡智敏(2001)。學習中文四字格成語的困難及教學補救策略──以印尼學

生為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謝菁玉(2006)。德語情感表達用語的文化觀：以動、植物固定語式為例。

真理大學國際文化研究，2(1)，01-23。 

蘇以文(2006)。隱喻與認知。臺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譚淵(1998)。德語中的動物形象。德語學習，6，33-36。 

譚達先(1988)。中國神話研究。台灣商務印書館。 

鍾宗憲(2006)。中國神話的基礎研究。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茅盾(1929)。神話雜論。世界書局。 



 

93 

 

西文 

Brown, H. D.(2007). Principles of Language and Teaching (5
th

 Edition). New 

York: Longman. 

Brown, P., & Levinson, S.C.(1987).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amen, L.(1987). Culture Learning: The fifth Dimension in the language 

Classroom. Reading, Massachuseets: Addison- 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Inc. 

Drosdowski, G. (1996). Duden Deutsches Universalwörterbuch A-Z. 3., neu 

bearbeitete Auflage. Mannheim/Leipzig/Wien/Zürich: Dudenverlag,.  

Krome, Sabine Dr., Hartmann, Heiko Dr., Hünsch, Ulrike Dr, Mingers, Dr. 

Oliver (2005). Deutsches Wörterbuch. München: Wissen Media Verlag 

GmbH. 

Hsieh, Shelley Ching-yu (2001). Tiermetaphern im modernen Chinesischen 

und Deutschen: Eine vergleichende semantische und soziolinguistische Studie. 

Doctoral Dissertation. Fakultät für Kulturwissenschaft, Tübingen University, 

Germany. 

Hsieh, Shelley Ching-yu (2005). Vogelmetaphern in Taiwan: Sprache und was 

dahinter steht [Bird Metaphors in Taiwan and What’s Behind Them]. Taiwan Papers 

No. 6, 1-33. 

Hammerly, Hector.(1982).Synthesi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Blaine, WA: 

Second Language Publication. 

Kramsch, C.(1995).The Culture Component of Language Teaching. Language, 

Culture and Curriculum, v8 n2 p83-92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obert Lado. 1957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Richards, J.C. & Rodgers, T.S.(1995). 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eelye, H.N.(1997). Teaching Culture Strategies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National Textbook Company. 

Stern, H.H.(1992).Issues and Options in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4 

 

附錄 

附錄一 龍的成語及俗諺使用頻率調查 

 

非常常用 常用 普通 不常用 非常不常用 

雲從龍, 風從虎 1 1.67% 4 6.67% 12 20.00% 14 23.33% 29 48.33% 

一龍一蛇 0 0.00% 1 1.67% 5 8.33% 13 21.67% 41 68.33% 

尸居龍見 0 0.00% 0 0.00% 0 0.00% 5 8.33% 55 91.67% 

一龍一豬 0 0.00% 0 0.00% 0 0.00% 5 8.33% 55 91.67% 

亢龍有悔 0 0.00% 10 16.67% 12 20.00% 15 25.00% 23 38.33% 

5 望子成龍 48 80.00% 8 13.33% 3 5.00% 1 1.67% 0 0.00% 

7 龍飛鳳舞 46 76.67% 11 18.33% 2 3.33% 0 0.00% 1 1.67% 

元龍高臥 0 0.00% 2 3.33% 6 10.00% 15 25.00% 37 61.67% 

文炳雕龍 0 0.00% 4 6.67% 6 10.00% 19 31.67% 31 51.67% 

10 群龍無首 37 61.67% 14 23.33% 7 11.67% 1 1.67% 1 1.67% 

6 畫龍點睛 48 80.00% 8 13.33% 3 5.00% 0 0.00% 1 1.67% 

打鳳牢龍 0 0.00% 5 8.33% 9 15.00% 8 13.33% 38 63.33% 

8 龍生龍, 鳳生鳳 40 66.67% 10 16.67% 6 10.00% 2 3.33% 2 3.33% 

白龍魚服 0 0.00% 0 0.00% 1 1.67% 7 11.67% 52 86.67% 

16 直搗黃龍 31 51.67% 15 25.00% 10 16.67% 2 3.33% 2 3.33% 

11 攀龍附鳳 37 61.67% 12 20.00% 6 10.00% 3 5.00% 2 3.33% 

伏龍鳳雛 2 3.33% 2 3.33% 13 21.67% 13 21.67% 30 50.00% 

17 人中之龍 31 51.67% 20 33.33% 5 8.33% 3 5.00% 1 1.67% 

百龍之智 3 5.00% 7 11.67% 12 20.00% 10 16.67% 28 46.67% 

老態龍鍾 17 28.33% 23 38.33% 16 26.67% 1 1.67% 3 5.00% 

9 乘龍快婿 38 63.33% 9 15.00% 8 13.33% 4 6.67% 1 1.67% 

龍行虎步 1 1.67% 4 6.67% 18 30.00% 17 28.33% 20 33.33% 

虎嘯龍吟 3 5.00% 14 23.33% 24 40.00% 11 18.33% 8 13.33% 

3 車水馬龍 50 83.33% 8 13.33% 1 1.67% 0 0.00% 1 1.67% 

虎擲龍拿 0 0.00% 1 1.67% 0 0.00% 6 10.00% 53 88.33% 

1 來龍去脈 52 86.67% 6 10.00% 1 1.67% 0 0.00% 1 1.67% 

2 生龍活虎 52 86.67% 5 8.33% 2 3.33% 0 0.00% 1 1.67% 

匣裡龍吟 0 0.00% 1 1.67% 1 1.67% 8 13.33% 50 83.33% 

歲在龍蛇 1 1.67% 5 8.33% 8 13.33% 14 23.33% 32 53.33% 

宛若游龍 1 1.67% 5 8.33% 10 16.67% 21 35.00% 23 38.33% 



 

95 

 

18 龍潭虎穴 31 51.67% 13 21.67% 12 20.00% 3 5.00% 1 1.67% 

炙鳳烹龍 0 0.00% 1 1.67% 4 6.67% 18 30.00% 37 61.67% 

狐裘龍茸 0 0.00% 0 0.00% 0 0.00% 9 15.00% 51 85.00% 

19 龍盤虎踞 27 45.00% 13 21.67% 13 21.67% 6 10.00% 1 1.67% 

炮龍烹鳳 0 0.00% 2 3.33% 5 8.33% 14 23.33% 39 65.00% 

風虎雲龍 1 1.67% 3 5.00% 9 15.00% 18 30.00% 29 48.33% 

12 龍蛇混雜 37 61.67% 13 21.67% 6 10.00% 3 5.00% 1 1.67% 

飛燕游龍 0 0.00% 3 5.00% 1 1.67% 20 33.33% 36 60.00% 

飛龍在天 13 21.67% 8 13.33% 18 30.00% 9 15.00% 12 20.00% 

魚質龍文 0 0.00% 1 1.67% 6 10.00% 13 21.67% 40 66.67% 

4 臥虎藏龍 49 81.67% 8 13.33% 1 1.67% 2 3.33% 0 0.00% 

魚龍漫衍 0 0.00% 0 0.00% 2 3.33% 15 25.00% 43 71.67% 

屠龍之技 0 0.00% 5 8.33% 6 10.00% 16 26.67% 33 55.00% 

痛飲黃龍 0 0.00% 8 13.33% 11 18.33% 9 15.00% 32 53.33% 

13 龍爭虎鬥 35 58.33% 14 23.33% 3 5.00% 4 6.67% 4 6.67% 

14神龍見首不見尾 34 56.67% 14 23.33% 8 13.33% 3 5.00% 1 1.67% 

筆走龍蛇 2 3.33% 13 21.67% 15 25.00% 11 18.33% 19 31.67% 

荀龍薛鳳 0 0.00% 0 0.00% 2 3.33% 11 18.33% 47 78.33% 

15 魚躍龍門 32 53.33% 15 25.00% 9 15.00% 2 3.33% 2 3.33% 

雲起龍驤 0 0.00% 0 0.00% 3 5.00% 12 20.00% 45 75.00% 

強龍不壓地頭蛇 13 21.67% 16 26.67% 10 16.67% 16 26.67% 5 8.33% 

蛟龍得水 2 3.33% 2 3.33% 9 15.00% 25 41.67% 22 36.67% 

跨鳳乘龍 2 3.33% 5 8.33% 2 3.33% 21 35.00% 30 50.00% 

潛龍伏虎 0 0.00% 4 6.67% 10 16.67% 15 25.00% 31 51.67% 

葉公好龍 2 3.33% 9 15.00% 21 35.00% 10 16.67% 18 30.00% 

20龍游淺水遭蝦戲 23 38.33% 17 28.33% 11 18.33% 5 8.33% 4 6.67% 

龍山落帽 0 0.00% 1 1.67% 1 1.67% 16 26.67% 42 70.00% 

龍生九子 4 6.67% 6 10.00% 16 26.67% 11 18.33% 23 38.33% 

擒龍縛虎 1 1.67% 3 5.00% 12 20.00% 16 26.67% 28 46.67% 

龍肝豹胎 0 0.00% 0 0.00% 2 3.33% 15 25.00% 43 71.67% 

神龍失勢 0 0.00% 1 1.67% 3 5.00% 12 20.00% 44 73.33% 

飛龍乘雲 1 1.67% 2 3.33% 2 3.33% 12 20.00% 43 71.67% 

龍肝鳳髓 0 0.00% 2 3.33% 0 0.00% 15 25.00% 43 71.67% 

慶衍龍孫 1 1.67% 0 0.00% 4 6.67% 8 13.33% 47 78.33% 

鳳翥龍翔 0 0.00% 2 3.33% 0 0.00% 5 8.33% 53 88.33% 

潛龍勿用 1 1.67% 4 6.67% 4 6.67% 6 10.00% 45 75.00% 

龍門扶風 0 0.00% 0 0.00% 2 3.33% 8 13.33% 50 83.33% 

龍門點額 0 0.00% 0 0.00% 0 0.00% 9 15.00% 51 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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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眉鳳目 1 1.67% 2 3.33% 9 15.00% 16 26.67% 32 53.33% 

龍馬精神 11 18.33% 16 26.67% 22 36.67% 4 6.67% 7 11.67% 

龍章鳳姿 0 0.00% 1 1.67% 10 16.67% 12 20.00% 37 61.67% 

龍跳虎臥 1 1.67% 0 0.00% 4 6.67% 10 16.67% 45 75.00% 

龍蛇飛動 1 1.67% 2 3.33% 10 16.67% 12 20.00% 35 58.33% 

龍鳳之姿 2 3.33% 7 11.67% 22 36.67% 14 23.33% 15 25.00% 

龍鳳呈祥 19 31.67% 17 28.33% 20 33.33% 2 3.33% 2 3.33% 

龍章鳳篆 0 0.00% 2 3.33% 5 8.33% 9 15.00% 44 73.33% 

龍駒鳳雛 0 0.00% 0 0.00% 3 5.00% 7 11.67% 50 83.33% 

龍驤虎視 0 0.00% 0 0.00% 3 5.00% 8 13.33% 49 81.67% 

龍蟠鳳逸 0 0.00% 0 0.00% 3 5.00% 8 13.33% 49 81.67% 

龍騰虎躍 8 13.33% 24 40.00% 16 26.67% 8 13.33% 4 6.67% 

龍躍鳳鳴 1 1.67% 1 1.67% 4 6.67% 15 25.00% 39 65.00% 

龍驤虎步 0 0.00% 0 0.00% 5 8.33% 12 20.00% 43 71.67% 

龍鍾潦倒 0 0.00% 2 3.33% 8 13.33% 11 18.33% 39 65.00% 

龜龍麟鳳 0 0.00% 0 0.00% 7 11.67% 11 18.33% 42 70.00% 

矯首游龍 1 1.67% 3 5.00% 2 3.33% 12 20.00% 42 70.00% 

攀龍附驥 2 3.33% 2 3.33% 11 18.33% 9 15.00% 36 60.00% 

繡虎雕龍 0 0.00% 0 0.00% 2 3.33% 9 15.00% 49 81.67% 

矯若驚龍 0 0.00% 0 0.00% 3 5.00% 11 18.33% 46 76.67% 

曝鰓龍門 1 1.67% 0 0.00% 5 8.33% 6 10.00% 48 80.00% 

夔龍禮樂 0 0.00% 0 0.00% 1 1.67% 2 3.33% 57 95.00% 

驥子龍文 0 0.00% 0 0.00% 0 0.00% 7 11.67% 53 88.33% 

矯若遊龍 0 0.00% 6 10.00% 7 11.67% 10 16.67% 37 61.67% 

龍韜虎略 1 1.67% 5 8.33% 9 15.00% 11 18.33% 34 56.67% 

擺龍門陣 8 13.33% 15 25.00% 8 13.33% 10 16.67% 19 31.67% 

龍蛇雜處 20 33.33% 14 23.33% 17 28.33% 7 11.67% 2 3.33% 

魚龍變化 2 3.33% 0 0.00% 5 8.33% 10 16.67% 43 7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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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德籍受試者問卷 

 

 

親愛的先生 / 女士您好： 

 

本問卷是為了瞭解德籍人士對「動物的聯想」，比較德籍人士和本地人對動

物的理解是否會因文化差異而有所不同，您的寶貴意見對本研究將有很大幫

助。 

 

本問卷分兩大部份，包含基本資料和開放式問題。  

      

本問卷僅做研究用途，請放心作答。 

      

非常感謝您的耐心填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白季耘 敬上 

2013 年 05 月 

 

第一部份 A. 基本資料 

                                            填表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1.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國籍：_____________ 

3.性別： □ 男  □  女                         4.年齡：_____________ 

5.學習華語多久？___________            6.華語程度： □初  □中  □高 

7.母語︰_________________ 

8.住處使用語言的情況： 

  是否使用國語／普通話：  □是               使用對象：  ________ 

                          □否 

 

  是否使用其他語言：   □是  __________語    使用對象：  ________ 

                       □否 

9.是否到過華語地區？地區名：__________，停留時間一共：_________年 

10.目前會說的語言：(請依照流利度填寫說得最好的寫 1 其次寫 2 依此類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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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幾歲開始學中文？ ____________歲 

12.在哪裡學過中文，各學多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上過文化課／與中國文化相關的課程？ □是   □否 

   相關文化課程名稱及評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除了在華語課堂上，每天是否有其他機會練習說華語？ □是  □否 

14.學習中文的動機︰ □家庭  □工作  □興趣  □學術研究  □其他 

15.你學習華語用過什麽教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你現在用什麽教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你學過什麽華語的成語/諺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老師怎麽教你這些成語/諺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你會用這些成語/諺語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你覺得中國/臺灣人對「龍」有什麽看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與成語相關的問題 

(一) 基本意見 

1.你對成語有興趣嗎? 

 

□很有興趣 □有興趣   □普通 □不太有興趣 □沒興趣 

 

2.要學好中文應不應該學成語? 

 

□非常應該 □應該   □都可以 □沒有意見 □不應該 

 

3.你認為成語對你學中文有幫助? 

   很有幫助  有幫助  普通 不太有幫助 沒有幫助 

3.1 加強聽力      �  �  �  �  � 

3.2 加強口語表達能力    �  �  �  �  � 

3.3 加強閱讀能力     �  �  �  �  � 

3.4 加強寫作能力     �  �  �  �  � 

3.5 增加對中國文化與思想的瞭解  �  �  �  �  � 

3.6 其他_______________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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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平常在德國你會說德文的俗諺嗎? 

□非常常說 □常常  □普通  □偶爾 □不使用 

 

5. 日常生活中，你在哪些場合會接觸(聽/看)到成語？(可複選) 

□課堂上  □看電視或聽廣播 □與朋友或別人交談時 □看報紙  

□都不會接觸到 □ 其他_______________ 

 

6. 跟台灣人交談時，你常聽到他們說成語嗎？ 

□非常常聽到 □常常  □普通  □偶爾  □沒聽過 

 

7. 你在哪些場合使用到成語？(可複選) 

□課堂上   □與朋友或別人交談時 

□寫作業或書信  □都不會使用到  

 

8. 你對會說成語的人有何想法？ 

□很有學問           □沒有感覺  

□想學好成語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當你不瞭解對方所使用的成語，你有何感受？(可復選) 

□ 想請他解釋成語的意義 

□ 讓你覺得這場溝通有困難 

□ 不想跟那個人談話 

□ 無感受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對成語教學的意見 

10. 你覺得學成語難不難? 

□很難   □難  □普通     □不太難  □不難 

 

11. 你認為有甚麼因素影響你學習中文成語有困難? 

    有影響-------------------沒有影響 

□成語很長,不像一般的生詞     1  2  3  4  5 

□字面意義難懂           1  2  3  4  5 

□因成語是比喻語言而難懂     1  2  3  4  5 

□成語有典故        1  2  3  4  5 

□不知道如何正確使用     1  2  3  4  5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0 

 

12. 請你回想一下，大概什麼時候才開始學成語? 

□ 從開始學中文，就學成語了。 

□ 學了_______年_______月的中文才開始學。 

 

13. 你現在所認識的中文成語大部分是在哪裡學到的? (可複選) 

□教材內容   □課堂上(老師補充)           

□課堂外(自行閱讀)   □課堂外(會話接觸) 

 

14. 如果你從教材內容學到中文成語,請問是那一本教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 你在課堂上學到的成語，你常聽別人說嗎？ 

□非常常聽到  □常常  □普通  □偶爾  □沒聽過 

 

16. 接上題，如果是已經學過的成語，你自己會使用嗎？ 

□非常常用    □常常  □普通  □偶爾  □不使用 

 

17. 你覺得應該甚麼時候開始學成語? 

□一年級( 0 -12個月)  □二年級(1 年-2 年)   □三年級(2 年以上) 

 

18. 如果該成語在德文裡有對應，你認為對你學該成語有幫助嗎? 

□很有幫助 □有幫助 □普通   □不太有幫助□沒有幫助 

 

19. 你覺得成語及俗諺適合作為文化課中的一個單元來學習嗎? 

□很適合 □適合   □普通   □不太適合  □不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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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德國「龍」的心智圖 

請依下列範例，於次頁繪製出德國「龍」的心智圖 

 

 

範例：以「心」為聯想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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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成語理解測試 

你是否學過下列這些中文成語或俗諺，如果是，請寫你知道的意思；如果否，請

你盡量猜。 

 

  是  否 

1.        望子成龍：望(erwarten)，子(Sohn)，成(werden)，龍(Drach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龍飛鳳舞：龍(Drache)，飛(fliegen)，鳳(Phönix)，舞(tanze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群龍無首：群(Gruppe)，龍(Drache)，無(ohne)，首(Kop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畫龍點睛：畫(zeichnen)，龍(Drache)，點(punktieren)，睛(Aug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龍生龍，鳳生鳳：龍(Drache)，生(gebären)，鳳(Phöni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直搗黃龍：直(direkt)，搗(stürmen)，黃(gelb)，龍(Drach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攀龍附鳳：攀(klettern)，龍(Drache)，附(haften)，鳳(Phöni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人中之龍：人(Leute)，中(Mitte)，之(von)，龍(Drach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乘龍快婿：乘(steigen)，龍(Drache)，快(schnell)，婿(Schwiegersoh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車水馬龍：車(Wagen)，水(Wasser)，馬(Pferd)，龍(Drach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來龍去脈：來(kommen)，龍(Drache)，去(gehen)，脈(Spu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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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生龍活虎：生(aktiv)，龍(Drache)，活(flink)，虎(Tig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龍潭虎穴：龍(Drache)，潭(Teich)，虎(Tiger)，穴(Höh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龍蟠虎踞：龍(Drache)，盤(aufwickeln)，虎(Tiger)，踞(hocke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       龍蛇混雜：龍(Drache)，蛇(Schlange)，混(gemischt)，雜

(durcheinand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臥虎藏龍：臥(liegend)，虎(Tiger)，藏(versteckt)，龍(Drach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        龍爭虎鬥：龍(Drache) ，爭(streiten)，虎(Tiger)， 鬥(kampfe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        魚躍龍門：魚(Karpfen)，躍(springen)，龍(Drache)，門(Tü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        神龍見首不見尾：神(göttlich)，龍(Drache)，見(sehen)，首(Kopf)，

不(nicht)，見(sehen)，尾(Schwanz)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        龍游淺水遭蝦戲：龍(Drache)，遊(schwimmen)，淺(seicht)，水

(Wasser)，遭(durch)，蝦(Garnele)，戲(verspotte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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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心智圖聯想結果 

德籍受試者之第一層聯想          台籍受試者之第一層聯想 

聯想詞 人數 聯想詞 人數 

火 16 皇帝 10 

神話 12 蛇 7 

巨大的 10 龍珠 6 

危險 10 鳳 5 

恐龍 8 金黃色 5 

邪惡的 8 尊貴 5 

恐懼 6 神話 5 

威脅 6 形象 5 

中國 6 顏色 5 

騎士 5 象徵 5 

中世紀 5 龍生九子 4 

童話 5 青龍 4 

翅膀 5 海龍王 4 

紅 4 虎 4 

綠 4 廟宇 4 

無敵的 4 水 4 

強大的 4 海 3 

憤怒的 4 神獸 3 

幻想 4 新年 3 

動物 4 龍的傳人 3 

洞穴 4 神聖 3 

電影 4 吉祥 3 

寶藏 4 權力 3 

飛 4 權威 3 

諺語 3 生肖 3 

魔法 3 騰雲駕霧 3 

外貌 3 帝王 2 

老女人 3 天子 2 

諺語 3 黃色 2 

神秘 3 青色 2 

中國星座 3 龍舟 2 

怪物 3 西遊記 2 

爬蟲類 2 飛龍在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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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者 2 九五之尊 2 

永生 2 舞龍舞獅 2 

Tabaluga 2 龍袍 2 

Grisu 2 潛龍 2 

齊格飛 2 神秘 2 

聖喬治 2 華麗 2 

威力 2 蜥 2 

力量 2 鱗 2 

傳說 2 蛟 2 

老的 2 男性的 2 

鱗片 2 象形字 2 

龍岩 2 性格 2 

幻想中生物 2 雲 2 

Lindwurm 2 爪 2 

危險的 1 情感 2 

有攻擊性的 1 中國 2 

流行文化 1 長 2 

愛睡的 1 君王 1 

有力的 1 東西方 1 

飢餓的 1 綠鱗 1 

寶藏守護者 1 鱗光四射 1 

龍血 1 呼風喚雨 1 

黃眼 1 金光 1 

童話英雄 1 彩色 1 

龍舟 1 傳說 1 

智龍 1 易經 1 

尼伯龍之歌 1 有關動物 1 

古老怪物 1 老殘遊記 1 

蛇狀 1 雲從龍 1 

人類祭品 1 榮耀 1 

屠龍者 1 強大 1 

吃人的 1 奔騰 1 

血 1 才華 1 

處女 1 門環 1 

吐火 1 東方七宿 1 

本性 1 逆鱗 1 

書籍 1 亢龍 1 

Michael 1 神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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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章 1 應龍 1 

依修塔爾門 1 臥龍 1 

日耳曼 1 龍馬 1 

紋章上的動物 1 文化意義 1 

比喻 1 特質 1 

遊戲 1 特徵 1 

守護黃金 1 身體構造 1 

哈利波特 1 民俗文化 1 

有智慧的 1 龍蝦 1 

龍舟賽 1 麒麟 1 

蜥蜴 1 藝術品 1 

文學 1 震懾 1 

特質 1 人名 1 

戰鬥 1 地名 1 

萬里長城 1 地域 1 

龍舞 1 外觀 1 

空氣 1 外表 1 

嘉年華 1 樣貌 1 

被綁架的公主 1 台灣 1 

冒險 1 台北 1 

「龍」 1 傳說動物 1 

風 1 八卦 1 

  強者 1 

  虹 1 

  鮫 1 

  鱷 1 

  龜 1 

  角 1 

  文物 1 

  天氣 1 

  功能 1 

  能力 1 

  體型 1 

  面部 1 

  品種 1 

  龍虎兄弟 1 

  神隱少女 1 

  龍年寶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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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 1 

  身體 1 

  仁慈 1 

  動物 1 

  服飾 1 

  裝飾 1 

  圖騰 1 

  民族性 1 

  建築 1 

  歷史 1 

  信仰 1 

  中西 1 

  姓氏 1 

  風雲雷電 1 

  九曲橋 1 

  龍眼 1 

  龍應台 1 

  小龍女 1 

  聯想 1 

  聯想來源 1 

  祥瑞之氣 1 

  龍鬚麵 1 

  魚躍龍門 1 

  狂雷 1 

  花木蘭 1 

  龍潭虎穴 1 

  莊嚴 1 

  不可觸怒 1 

  婚禮 1 

  玉珮 1 

  玉璽 1 

  高空 1 

  深海 1 

  龍息 1 

  刺青 1 

  現實中 

不存在的動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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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籍受試者之第二層聯想          台籍受試者之第二層聯想 

聯想詞 人數 聯想詞 人數 

巨大的 8 龍袍 8 

騎士 7 吉祥 7 

尼伯龍之歌 7 尊貴 6 

強大 6 長 5 

吐火 6 生肖 5 

翅膀 5 角 5 

城堡 5 鬚 5 

紅 5 帝王 4 

死亡 5 西遊記 4 

飛 4 神聖 4 

火 4 爪 4 

恐懼 4 鱗 4 

邪惡的 4 皇帝 3 

童話 4 天子 3 

危險 4 白龍 3 

魔法 3 端午節 3 

危險的 3 廟宇 3 

熱 3 敬畏 3 

爪子 3 神話 3 

處女 3 山海經 3 

鱗片 3 海龍王 3 

暗的 3 龍宮 3 

齊格飛 3 海 3 

戰鬥 3 雲 3 

Jiim Knopf 3 白虎 3 

Dragonheart 3 青龍 3 

Unendliche 

Geschichten 

3 鱗片 3 

童年 2 七龍珠 3 

蜥蜴 2 紅 3 

中國 2 黃 3 

利齒 2 綠 3 

皇帝 2 君王 2 

幻想 2 寺廟 2 

力量 2 有翅 2 

Derkleine Hobbit 2 無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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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波特 2 東方 2 

Eragon 2 西方 2 

幸運 2 邪惡 2 

負面的 2 噴火龍 2 

動物 2 鯉魚 2 

怪物 2 蛟 2 

智慧 2 龍體 2 

有智慧的 2 聖獸 2 

中國 2 神獸 2 

童書 1 傳說 2 

吃人利齒 1 崇拜 2 

小說 1 靈動 2 

珠寶首飾 1 降雨 2 

鑽石 1 男性 2 

黃金 1 朱雀 2 

窄的 1 玄武 2 

馬 1 龍椅 2 

明亮 1 金庸 2 

神奇的 1 尊者 2 

貴族 1 地龍 2 

卑鄙的 1 水龍 2 

白馬王子 1 龍珠 2 

太陽 1 龍的傳人 2 

服裝 1 神秘 2 

慶祝 1 金黃色 2 

傳統 1 黃色 2 

英雄救美 1 神龍見首不見尾 2 

中世紀 1 舞龍舞獅 2 

存在 1 至高無上 2 

毀滅 1 九五之尊 2 

元素 1 神通廣大 2 

鳥 1 五行 1 

神秘 1 神格 1 

鱷魚 1 外表 1 

Walter Mores 1 白馬 1 

孩童 1 屋宇 1 

編造 1 人化龍 1 

溫暖 1 彎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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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龍 1 霸氣 1 

幸運物 1 天地 1 

龍舟節 1 遭蝦戲 1 

春節 1 刺青 1 

侍女 1 逍遙 1 

安靜 1 正直 1 

黃眼 1 帥氣 1 

劍 1 勇敢 1 

有力的牙齒 1 青綠 1 

被騎士打倒 1 大紅 1 

紀律 1 並列 1 

成功 1 童話 1 

煙火 1 飛翔 1 

森林火災 1 藻綠 1 

日曆 1 天象 1 

好的未來 1 划龍舟 1 

我 1 昇龍拳 1 

樹 1 成對 1 

兔子 1 四不像 1 

屠龍者齊格飛 1 發光 1 

老女人 1 帝后 1 

好壞龍 1 悟空 1 

4 條河=4 條龍 1 雕刻品 1 

祭品 1 花燈 1 

屠龍者 1 龍山寺 1 

彩虹 1 方國龍 1 

看守 1 言承旭(暴龍) 1 

野性的 1 楹柱 1 

殘暴的 1 盤繞 1 

強奪 1 會飛 1 

詛咒 1 甲骨文 1 

尋寶者 1 長壽 1 

寶藏 1 氣 1 

龍血 1 溫和 1 

龍鱗 1 暴烈 1 

聖喬治 1 裁判 1 

超能 1 無情 1 

遠古時代 1 怪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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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蛇 1 多棲 1 

惡魔 1 顏色 1 

原罪 1 玉 1 

長尾 1 衣 1 

醜陋的 1 圖 1 

控制欲 1 建物 1 

英雄屠龍 1 攻擊 1 

聰明 1 防衛 1 

火龍 1 龐大 1 

房子 1 瞳孔大 1 

重 1 鼻孔大 1 

顏色 1 天龍 1 

海綿寶寶 1 火龍 1 

快樂 1 金龍 1 

母老虎 1 國運 1 

疼痛 1 威嚴 1 

分岔的舌頭 1 聖物 1 

皮 1 王力宏 1 

冒險 1 電影 1 

Dragonball 1 火車 1 

書籍 1 地盤 1 

榜樣 1 魚 1 

聖像 1 兇 1 

朋友 1 法力 1 

敵人 1 飛翔 1 

綠 1 守護者 1 

威力 1 生子 1 

燃燒 1 種類 1 

到處 1 兇狠 1 

龍心 1 殘暴 1 

神奇寶貝 1 權貴 1 

勇敢 1 迷信 1 

龍騎士 1 文化 1 

Loch Ness 1 皇權 1 

自然科學 1 皇位 1 

節慶 1 宮殿 1 

致命的 1 蛇狀 1 

無盡的 1 花木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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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1 門神 1 

清新 1 雕刻 1 

鳳 1 快速 1 

Game of Thrones 1 進龍門 1 

Herrschaft des 

Feuers 

1 出虎口 1 

Drachenzähnen 

leicht gemacht 

1 麒麟 1 

Herr der Ringe 1 鹿 1 

見者皆死因此無

法描述龍的樣貌 

1 鳳雛 1 

  珍寶 1 

  高雄 1 

  它 1 

  爬行 1 

  龔 1 

  姓源 1 

  斷尾 1 

  龍眼乾 1 

  水果 1 

  熱炒 1 

  王 1 

  小說 1 

  陳妍希 1 

  廟會 1 

  慶典 1 

  神明 1 

  貴族 1 

  富豪 1 

  人才 1 

  傑士 1 

  古今 1 

  祥瑞 1 

  動漫 1 

  古典 1 

  青空 1 

  抽象 1 

  綿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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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渺遠 1 

  雲端 1 

  水 1 

  龍繡紋 1 

  嚮往 1 

  想像 1 

  龍鳳胎 1 

  龍子 1 

  服飾 1 

  小龍女 1 

  建築 1 

  乘龍 1 

  圖像 1 

  雨神 1 

  易經 1 

  虹 1 

  雨 1 

  屬水 1 

  掌降雨 1 

  求雨 1 

  司雨 1 

  能降雨露 1 

  雲行雨施 1 

  中國人 1 

  中國文化 1 

  雄性 1 

  鹿角 1 

  有角有鬚 1 

  長鬚 1 

  有爪及觸鬚 1 

  左青龍 1 

  右白虎 1 

  南朱雀 1 

  北玄武 1 

  龍爪 1 

  五爪金龍 1 

  鳳爪 1 

  一鱗豐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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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鱗 1 

  海洋 1 

  龍脈 1 

  金黃 1 

  青色 1 

  金 1 

  龍爭虎鬥 1 

  養生進補 1 

  無始無終 1 

  鋒利牙齒 1 

  望子成龍 1 

  不可侵犯 1 

  騰雲駕霧 1 

  變幻莫測 1 

  龍馬精神 1 

  吉祥圖騰 1 

  龍鳳呈祥 1 

  杯弓蛇影 1 

  龍蛇混雜 1 

  呼風喚雨 1 

  畫龍點睛 1 

  皇宮裝飾 1 

  葉公好龍 1 

  以黃為尊 1 

  神的使者 1 

  喜好遊樂 1 

  尊貴之人 1 

  文學批評 1 

  潛龍勿用 1 

  亢龍有悔 1 

  上古時代 1 

  人中之龍 1 

  東方甲乙木 1 

  突起的織布 1 

  亞洲四小龍 1 

  相對之異性 1 

  閃閃發亮貌 1 

  中華五千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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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像的產物 1 

  能化為雲霧 1 

  各類建築裝飾 1 

  黃帝和蚩尤之戰 1 

  花花綠綠的顏色 1 

  先民崇拜的符號 1 

  流傳了幾千年的

想像 

1 

 

德籍受試者之第三層聯想          台籍受試者之第三層聯想 

聯想詞 人數 聯想詞 人數 

火 3 白虎 2 

老的 3 朱雀 2 

劍 3 玄武 2 

熱 3 神明 2 

盔甲 3 屈原 2 

疼痛 3 恐龍 2 

死亡 3 木 1 

逃亡 3 雨神 1 

恐龍 3 騰雲駕霧 1 

翅膀 3 鳳爪 1 

尼伯龍之歌 3 鹿角 1 

危險的 3 蛇身 1 

邪惡的 3 白馬 1 

危險 2 龍王 1 

城堡 2 海龍王 1 

巫師 2 蝦兵蟹將 1 

紅 2 作惡 1 

強大 2 龍門 1 

朋友 2 雙龍 1 

夏天 2 畫龍點睛 1 

龍騎士 2 天下 1 

毀滅 2 乾坤 1 

旅遊 2 皇宮 1 

巨大的 2 高手雲集 1 

魔法 2 位置 1 

爬蟲類 2 姿態 1 

燃燒 2 意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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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 2 屬龍的性格 1 

Lindwurm 2 龍騰虎躍 1 

智慧 2 龍吟虎嘯 1 

洞穴 2 敬畏 1 

哈利波特 2 龍袍加身 1 

童話 2 權力 1 

齊格飛 2 中國人 1 

榮譽 1 山海經 1 

蛋 1 傳說 1 

鳥 1 蒲島太郎 1 

昆明 1 西遊記 1 

風箏 1 廟會 1 

漢語 1 龍環 1 

拯救 1 龍珠 1 

惡龍怪物 1 合作 1 

吃人的 1 溜冰鞋 1 

蛇 1 長長的 1 

女巫 1 棒子 1 

施魔法 1 龍年 1 

電影 1 人中之龍 1 

公主 1 港龍航空 1 

One little victory 1 龍馬精神 1 

牙齒 1 龍鳳呈祥 1 

崇高 1 男性 1 

飛 1 總統 1 

期末考 1 新加坡 1 

彩色 1 韓國 1 

酒 1 日本 1 

茶 1 龍鳳胎 1 

古老生物 1 吉祥含意 1 

生活在陸地上 1 長壽意象 1 

硬皮 1 無翅卻能飛 1 

黃金 1 在天空游泳 1 

巴比倫 1 天空 1 

侍女 1 有爪可行 1 

幻想中的生物 1 會游泳 1 

鳳 1 小時多為綠色 1 

爪子 1 長大後什麼顏色 1 



 

118 

 

都有 

負面的 1 刮大風 1 

殺人 1 噴火 1 

戰鬥 1 水中襲擊 1 

緊急 1 撕裂獵物 1 

太陽 1 堅硬鱗片 1 

旗幟 1 靈活飛翔 1 

長命 1 笨重 1 

人們 1 輕盈 1 

家人 1 河神 1 

血 1 張惠妹 1 

玩具 1 重男輕女 1 

貓 1 臥虎藏龍 1 

狗 1 鯉魚躍龍門 1 

春節 1 權威 1 

黑龍江 1 中國大陸 1 

神秘的 1 龍的傳人 1 

土壤 1 家天下 1 

空氣 1 金色 1 

水 1 天界 1 

科學 1 騰雲 1 

梅林 1 吉祥 1 

勇敢 1 吉兆 1 

幻想 1 原始先民 1 

神秘傳說 1 青龍 1 

溫暖 1 飛龍 1 

面具 1 禁忌 1 

盾牌 1 民間故事 1 

驕傲 1 至高無上 1 

發光 1 望女成鳳 1 

Herr der Ringe 1 電影 1 

Derkleine Hobbit 1 顏元叔 1 

Unendliche 

Geschichten 

1 虎 1 

  哪吒 1 

  風水 1 

  冒險犯難 1 

  積極進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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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祥之兆 1 

  白龍 1 

  人才 1 

  地頭蛇 1 

  蜜餞 1 

  動漫 1 

  東海 1 

  秦 1 

  龍心大悅 1 

  龍椅 1 

  粽子 1 

  武俠 1 

  花燈 1 

  煙火 1 

  高行健 1 

  尸 1 

  沒有翅膀 1 

  爪子和階級有關 1 

  神獸 1 

  可能有翅膀 1 

  會噴火 1 

  喜歡寶物 1 

  尊貴 1 

  神聖 1 

  權貴 1 

  雍容華貴 1 

  謀反 1 

  他心 1 

  踰越身分 1 

  龍袍 1 

  建築 1 

  龍舟 1 

  配件 1 

  布紋 1 

  七龍珠 1 

  故事 1 

  九 1 

  成語典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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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來天子形

象 

1 

  長狀物冠「龍」

字:人龍 

1 

 

德籍受試者之第四層聯想          台籍受試者之第四層聯想 

聯想詞 人數 聯想詞 人數 

幸運 2 西遊記 2 

邪惡的 2 天之驕子 2 

中世紀 1 獨裁 1 

舒服 1 皇帝 1 

溫暖 1 象徵 1 

享受 1 敬畏 1 

孩童 1 蛟 1 

吐火 1 海龍王 1 

美麗公主 1 龍子 1 

健康 1 高富帥 1 

魔法生物 1 烏龜 1 

慶祝 1 明清小說 1 

人們 1 防火 1 

泰迪玩具 1 防水 1 

飛機 1 防風 1 

汽車 1 指甲堅利 1 

水 1 牙齒鋒利 1 

文化 1 眼光神準 1 

朋友 1 章子怡 1 

大學 1 環境汙染 1 

亞瑟王 1 望子成龍 1 

冰 1 神話 1 

空閒時間 1 臥虎藏龍 1 

秘密 1 浪 1 

笑容 1 倚天屠龍 1 

春天 1 爪子的數量 1 

冒險 1 衣飾顏色 1 

秋天 1 葉公好龍 1 

聖經 1 龍生九子 1 

友善的 1 詩經 1 

預兆 1 天神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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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籍受試者之第五層聯想          台籍受試者之第五層聯想 

聯想詞 人數 聯想詞 人數 

英雄和戰爭 1 掌權者 1 

強大 1 浪裡白條 1 

朋友 1 張無忌 1 

世界 1 趙敏 1 

音樂 1 開天闢地 1 

吃的 1 汪峰 1 

長 1 周潤發 1 

興奮 1 出生率成長 1 

尼羅河 1 婦嬰用品大賣 1 

家人 1   

電影 1   

書籍 1   

故事 1   

 

德籍受試者之第六層聯想          台籍受試者之第六層聯想 

聯想詞 人數 聯想詞 人數 

吵鬧 1 國家天下 1 

新 1 水滸傳 1 

  賭神 1 

 

德籍受試者之第七層聯想          台籍受試者之第七層聯想 

聯想詞 人數 聯想詞 人數 

高興 1   

旅遊 1   

亞洲 1   

 

 

 

 

 

 

 

 

 

 



 

122 

 

附錄四 M 大學使用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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