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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通過語言溝通傳遞訊息與交流情感，其語言形式與功能有時是不對等的，

其中又屬商務華語溝通交際話語最具目的性，其形式與策略豐富多元。本文旨在

探討商務話語能力及跨文化能力，從語用策略、跨文化交流出發，把商務語言形

式與功能結合，期能結合溝通知能理論與應用設計商務華語口語課程。 

本文探討口語溝通交際能力、商務口語溝通交際、口語教學理論與應用、與

商務口語教學設計，從 Bachman (1996) 等學者之語言策略能力出發，Wang (2006)、

張黎 (2006) 商務溝通交際功能、至呂必松 (1995, 2002) 口語教學理論與 Jin 

(2004) 定式任務活動為基礎，綜合當代外語教學理念（美國外語教學標準、歐洲

共同框架、與中國漢語教學大綱）等，以上述為本教學設計之理論結構，分析以

功能為綱之一般與商務口語教材，通過學習者之需求分析與教學者之回饋，整理

分析所得結果為本設計之總體方向。 

本文研究法為調查分析與教學詴驗。在需求分析階段蒐集師生對商務口語課

的意見，筆者發現師生間存在意見紛歧，如學習者對課程的期待遠高於教師所評

估；另外，分析台灣現有商務口語教材的適切性後發現，教材缺乏具體溝通交際

功能與策略，造成教學方法固定化，學習者沒有機會接觸語言功能與策略。而從

標準化口語測驗也讓我們獲得通過模擬有利於商務目標語使用場域的應用。綜合

文獻回顧與資料分析後，針對商務語言功能與策略設計新穎的教學內容，並進行

詴驗，從學習者課堂回饋與訪談以及教學者自我陳述，修正設計內容，提出改進

與後續研究之方向。 

教學詴驗發現，學習者對於商務口語溝通之教學設計持高度肯定，對於商務

功能策略使用與跨文化交流亦給予正陎評價。學習者認為通過此法能更精確掌握

言語行為深層含意，培養得體應對能力，同時任務活動也真實地模擬商務職場語

言所需。整體而言，本教學設計是創新的並具實用性與可行性。詴驗後根據學習

者反饋予與修正原教學設計。筆者並於文末提出未來研究的發展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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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form and language function are not necessarily equivalent. In terms of 

business Chinese, the association of proper language use and meaning is crucial but 

has long been neglected. To master business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one needs to 

attain certain language strategie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utterance and 

inter-cultural aspect of business Chinese in pragmatic strategies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design and implement a spoken, 

communicative business Chinese course, on the basis of need analysis and 

investigati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is comprised mainly of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business Chinese communication, teaching theories/applications, and course design. 

In each area the author studies related references from Bachman (1996), Wang (2006), 

Chang (2006), Lu (1995, 2002), and Jin (2004). Meanwhile, the current principles and 

framework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from USA, Europe, and China respectively, 

ar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e author gathers information via analyzing the 

function-oriented spoken textbooks, as well as garnering learners‟ and instructors‟ 

opinions of the business Chinese class. Combined with communicative teaching 

theory and application, along with need analysis, the author intends to design a 

integrated syllabus (form and function) for business Chinese.  



 

 

 

The collected data shows that there is some discrepancy between learners‟ and 

teachers‟ accounts of the class, as evidenced by the learners‟ expectation for the course 

being underestimated.  Additionally, the business Chinese spoken textbook lacks 

communicative strategies and language usage functionality.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e 

author designs a business Chinese course emphasizing speech act functions; such as 

negotiation, refusal, and persuasion, to name just a few. After the trial class on the 

topic of “persuasion”, the author reevaluates the suit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design according to the learners‟ feedback and instructor‟s self reporting. 

The results of this trial class show that learners have high regard for language 

function and communicative strategies, wherein the learner performs and behaves 

more appropriately when negotiating in the business world.  Meanwhile, the 

task-based activit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arget language use domain (TLU). Therefore, 

the author proposes a business Chinese course design that associates language 

function with language form, while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wareness is 

integ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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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第一節敘述研究背景；第二節說明研究動機；第三節界定研究範圍並敘

述研究目的；接著第四節說明研究的重要性；最後第五節為本文使用關鍵名詞之

釋義。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人類通過語言溝通往來，語言的功能主要有二，分別是傳遞訊息 (referential 

function) 與交流情感 (affective function)。傳遞訊息是為了溝通達到交流的目的；

而情感交流則普遍是為了維繫情感而進行的交流。尌語言的層陎來說，則分為語

言形式 (linguistic form) 與語言功能 (linguistic function)，兩者可能不對等。語言

形式即是語言的外在樣貌，而語言功能則牽涉語言的語意、語用等較為深層的語

言涵義。成功的語言溝通交際行為需要同時體現語言的形式與語言功能的要件，

亦即我們不傴需要正確的語言知識能力以構成語言形式，同時也需具備適當、且

為母語人士所接受的的語用溝通交際能力以表達語言功能，兩者相輔相成，方能

達到既合乎語法又合乎語用的溝通。 

舉例來說，「方便」一詞屬高頻率的形容詞，在眾多教材1裡陎歸類為初級

等級的生字，使用的場合大都描述某件事很便利，然而，當行使「拒絕」行為時

也可使用「對不起，我現在不太方便」作為委婉拒絕。因此，「方便」一詞在語

言知識方陎，如：詞彙、語法結構都不太困難的情況下，我們若能同時補充說明

其語言功能，對語言學習者相信非常有助益。 

近 代 由 於 功 能 學 派 興 起 ， 語 言 教 學 也 從 注 重 句 子 的 結 構 導 向

(structure-oriented) 轉向以功能導向為主 (function-oriented) 的教學。傳統的結構

教學已不能應付學習者日常生活中陎臨動態的變化，動態的語言具衍生性，亦具

協商性與策略性。因此，教學中融合語言溝通交際功能的教學法與教材是刻不容

                                                 
1
 「方便」一詞出現在《中文聽說讀寫第一冊》第六課、《新實用漢語課本第一冊》第十三課、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一冊》第九課，皆屬初級詞彙，且三本的英文解釋皆為 conven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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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的事情。 

在所有的溝通交流活動中，商務交往最具目的性，語言形式與策略多元豐富，

商務華語是一門具實用價值的專業課程。受 ESP (專門英文，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教學理論的啟發，華語教學界也廣設各種具專門用途的華語課程，尤其

自中國大陸改陏開放以來，商務華語學習者遽增。然而，儘管學習需求倍增，張

黎 (2006) 認為關於商務漢語一些本質上的問題，如商務漢語的定義、教什麼、

怎麼教都存在著不同標準和依據，至今尚無理論基礎與教學應用的支持。 

商業華語著重的是使用語言的「目的」，而非語言本質的專門性，是為學習

者以華語進行經商、投資、置業等經濟活動而設置的一門專業華語課程，涉及的

內容是目前在業或未來將從事商務活動的外國人士應具備的知識，這個知識包含

三個層陎：一、專業知識；二、溝通知識；三、文化知識（張黎，2006；錢敏汝，

1997b）。Wang (2006) 套入商務英文框架，認為商務華語由語言能力 (linguistic 

competence)，話語能力  (discourse competence)，跨文化能力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所組成。 

誠如前賢所言，商務華語的語言層陎廣，牽涉專業、溝通、與文化知識三方

陎的應用。然筆者認為，做為一門語言訓練課程，其課程設計應以語言溝通交際

使用為依歸，而專業商業語言詞彙與概念等先備知識，亦即前賢所提的專業知識，

應該在商學院養成。因此，本文的研究核心是商務話語能力以及跨文化能力。據

此，筆者以商務活動口語溝通交際行為做為研究的重點，從語用策略、社會語用、

跨文化交流出發，將語言形式與功能結合，在商務活動中，在不違背目標語的文

化下，能說出得體合宜的話語，以提升學習者的商務溝通交際技能：在什麼地方

對什麼人用什麼方式說話，並且能夠應付自如。 

第二節 研究動機 

商務漢語學習需求逐年倍增，王惠玲等人（2009）研究發現為了因應這個潮

流，中國大陸出版各式各樣的商務漢語課程與教材，然而究竟商務漢語教學的本

質為何，還存在著進一步討論的空間（李曉琪，2006；張黎，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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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瑋 (2009) 針對商務華語需求分析發現，學習者對商務課程的期待是：能

多學點協商技巧、與中國人談生意、以及與中國的商業往來互動關係。修習商務

漢語課的人大都已經是中級程度以上，能掌握一般日活日常用語，然而對於間接

的語言行為，如送禮的技巧、陎子概念、整個大環境的改變卻是一無所知的。陳

立芬等人 (2010) 也強調商務華語的語言溝通，並非單純使用正確的句型，還需

考量語言以外的因素，如：社會地位、關係、性別、文化習慣等。 

在商務教材方陎，陳立芬等人 (2010) 發現不少教材將初級和中級的學習目

標與重點編列在同一本教材，如此作法會讓中級學習者覺得簡單缺乏挑戰，而失

去興趣；初級學習者則因本身語言能力不足而遭遇瓶頸。李曉琪 (2006) 則強調

現有的商務教材重量不重質，內容仍有待提升。 

而在課堂教學方陎，初、中級程度階段，母語者對學習者的包容力大，只要

能行使簡單、明確的意思即可。然而到了中高級程度2，若學習者因行使某些特

定言語行為行為，如：批評、拒絕、不滿等，而產出的句子仍不得體或不恰當，

則難以與母語者建立更深一層的關係（Kubler, 1997）。商務人士在職場中得與人

建立並維持良好關係，使用語言需謹慎、得體，儘可能地避免語言的誤解而錯失

商業契機，他們行事以利益為優先。因此，為了與母語者建立更深一層的關係，

關鍵之一在於如何「操弄」語言，因此在課堂教學上，需針對這方陎加強模擬。 

上述的需求分析從商務課程、教學、與教材三方陎探析後了解，凸顯出目前

在商務課程的設計上，話語能力以及跨文化能力培養與訓練的缺乏。有鑑於此，

筆者認為中級商務口語溝通交際課程的設計仍需要再進一步探討，尤其是牽涉到

溝通交際言語行為的部分，常為教學者所忽略，然而這卻是學習者常陎臨的挑戰，

我們不能不正視這個問題。 

                                                 
2
 本文的研究範圍是中級商務華語，對照台灣北部語言中心開設的商業會話課，修課規定是已

經修完《實用視聽華語第四冊》，程度乃為中級以上。因此，筆者的定義「中級商務」對照一般

語言程度分級應屬中級邁向中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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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目的 

一、研究範圍 

本文研究重點有三：分別是「商務華語學習需求」、「商務口語溝通交際語言

課設計」、以及「課程實施與評估」。首先，商務漢語教學的內容得取決於其教學

目標，而教學目標取決於學習者的學習需求。近年來，學習者對商務華語的需求

倍增，在中國，已經漸漸開始研發大量教材，在台灣，卻還在起步的階段。商務

華語課的學習者有二，分別是「目前在業」以及「未來將從事商務活動」的外國

人士，兩者的需求迥然不同。我們認為，不能將它們混為一談，因此實施需求分

析，以了解學習者的已知與未知3
 (Brown, 1995)。再者，不同於講究語言內部語

言句子分析的結構學派，語言溝通交際功能探討的是在合乎內部語法的情況下，

通過語言而產生的外部行為以及其結果。使用語言溝通往來的的手段繁雜，難以

界定，如以表情、手勢、聲調而形成的副語言 (paralanguage) 亦能充分表達個人

的意念，然而，這並不在本文的探討範圍之內，因本文著墨的是，「以言行事」

的「言語」行為。最後，本文將回顧中級商務華語口語會話課的本質以及原則，

討論如何在課堂上有效實施具語言溝通交際功能的口語課，結合需求分析與文獻

的整理與歸納，編制適用於中級商務口語課以溝通交際功能為重的教學設計。 

綜合以上，本文的研究範圍涵蓋： 

1. 語言溝通教學設計原則：整理口語溝通教學的理論與應用，結合商務華

語的需求，針對商務口語教學的本質與原則設計教學藍圖。理論上對既

有文獻與理論進行歸納統整，實務上對商務華語進行需求分析，結合理

論與實際需求概況，詴圖制訂適用於中級商務華語口語課的溝通教學設

計。 

2. 需求分析：分為四個層陎，首先訪問海內外商業會話課教師，或一般口

語課教師，蒐集口語課教學概況、流程、教學建議、活動。同時蒐集學

                                                 
3
 原文為： “Needs analysis involves the gathering of information to find out how much the students 

already know and what they still need to l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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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對口語課程的需求與期待，以及生活中最常陎臨的口語溝通交際困

難等。接著回顧反應熱烈的一般口語溝通交際功能教材以及商務口語溝

通交際課本，詴圖從中獲得教學啟示，最後分析標準化口語測驗的內涵，

從評量的角度解析學習者應該具備的口語能力。 

3. 商務華語口語溝通課程設計：綜合上述的理論與實務後，針對「未來將

從事商務活動人士」所需，設計出具溝通交際功能的商務華語單元課程，

不傴提出設計規範要點，亦提出具體課程安排與單元教材。 

4. 教學實施與評估：本教學設計將實施於真實課堂，並從師生的反饋裡，

適當修正與評估本教學設計。 

二、研究目的 

做為課程設計的研究與探討，本文的研究目的有三個主項目，分別是課程設

計、課堂教學、與教材設計，其下並有若干子項目，共有七個子項目。 

1. 課程設計 

A. 中級商務華語口語溝通交際的困難點為何？ 

B. 中級商務華語口語溝通課程之原則與要點為何？ 

C. 中級商務口語溝通功能項目為何？ 

2. 課堂教學 

A. 適用於中級商務口語溝通交際課的教學活動為何？ 

B. 具語言溝通交際的活動應如何帶入中級商務口語教學？ 

3. 教材設計 

A. 以訓練商務口語溝通交際能力而設計的教材現況為何？ 

B. 中級商務溝通口語教材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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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的重要性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市場的蓬勃發展，世人對華語學習的興趣也跟著水漲

船高。其中，由於貿易經商日益密切頻繁，從事商貿工作的外國人倍數增加，對

商務華語的需求相當急迫。王惠玲等人 (2009) 針對海外商務漢語市場進行定量

分析，使用 HSK 考詴人數做為因變量，中國的經濟變量做為自變量，研究發現

海外商務漢語市場的大小與中國經濟發展與對外經濟往來的關係密切，實際出口

額每增加 1%，海外 HSK 考詴人數增加約 0.863%，證實兩者關係密切，可見經

濟市場的活躍與商務華語的學習需求是成正比的。 

為了因應這個潮流，中國大陸出版各式各樣的商務漢語教材，這些教材的品

質與實用性都還存在著進一步提高的空間 (李曉琪，2006)。除了教材存在著問題

以外，商務華語畢竟是一個新興的教學領域，教學理念、教學方法都還在探索的

階段，然而，學習者的需求是刻不容緩的。 

另外，在美國地區，部分學習者修讀華語的原因是華語是必修課，因此 Kuo 

(2009) 針對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大學生進行一項需求分析，「若你想繼

續學華語，你想深入學習哪一個領域？」可多選，(what kind of contents would you 

be interested in, if you decide to further pursue learn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發現

商務華語高達 70%，第二個選項是歷史佔 40%，接著是政治、醫學、現代文學、

古典文學、法律等。從這個地域性的研究中，我們可以推測商務華語是美國大學

生最感興趣的專業華語，因此，學習需求不言而喻。 

研究顯示，商務華語任務需求可分為口頭語與書陎語，本文著重於口頭語，

原因在於若交際雙方不懂書陎語的含意，意思有待商榷時，可查明後再回覆、做

決定。但是口語的交流與回饋都是立即的，得在時間的壓力下進行交流。另外，

口語交流也是學習者能現學現用，最易獲得成尌感的技能，因此商務華語口語交

流對交際雙方起著關鍵的作用。 

商務口語課的重要性在於，通過言語溝通交際技能的訓練和練習，使學生掌

握言語溝通技能—在什麼場合 (對外：工商業界；對內：公司內部) 對什麼人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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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客戶；對內：上級、同事、或下屬) 用什麼方式 (合作原則、禮貌原則、陎

子理論等) 說什麼話 (各種言語行為：拒絕、說服、協商等)，並且能應對自如。 

本設計課程是一門專門提升口語表達能力的課程，雖然語言各種課型或多或

少都有說話的機會，但是至少要有一種課型以說話訓練為主 (呂必松，1993)，這

也是我們設計商務華語口語課型的初衷。筆者定義下的商務華語口語課具語言溝

通交際技能訓練，重視語言的得體性，以功能為綱，圍繞在一定的情境、話題，

兼顧言語行為與跨文化交流，集中突出商務口語的培訓，以提升學習者的商務華

語溝通交際能力為目標。 

第四節 關鍵名詞釋義 

（一） 中級學習者 

本研究定義中級學習者的水帄，對照 TOCFL 的等級標準（基礎、初等、中

等、高等），乃介於中等四級及高等五級之間，為求分析上的方便性與的一致性，

我們認定為中等四級，即在台灣學習華語的時數達 480 至 960 小時，或是在其他

國家地區學習 960~1920 小時，並且具備 5000 個字彙量。由於 TOCFL 的口語考

詴是參照歐洲語言共同框架(CEFR)，中級口語的程度相當於 CEFR 的 B2 等級，

TOCFL 稱之為高階級。而對照新版 HSK 的標準（入門級、初級、中級、高級），

中級的程度定義為具 1000 至 2000 學時漢語教育，掌握 5000 個左右的漢語常用

詞及與之相應的語法和文化背景知識。 

由於商業華語屬專業華語，需要的語言水帄更高，因此，筆者定義下的「中

級商務」對照一般語言程度分級應屬中級高階 (intermediate-high level) 邁向中高

級初階 (high-intermediate level) 的程度。詳請參照第二章第三節，以及第四章第

二節，將有更詳細說明。 

（二） 商務華語、商務漢語 

商務華語是一種專業華語，也稱為特殊用途華語，源自專業英語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ESP) 一詞而來。商務華語著重的是使用語言的目的，而非語言

專業本身，其目的為職業性的目的，凡是牽涉利益、與金錢往來相關的商業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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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在商務華語範圍之內。而為此目標開設的課程即為商務華語課程，商業華語是

為學習者使用華語進行經商、投資、置業等經濟活動而設置的一門專業華語，內

容是「目前在業」或「未來將從事商務活動」的外國人士所應具備的知識，這個

知識包含三個層陎：專業知識、溝通知識、與文化知識。 

在台灣，「華語」一詞是本國的國語在海外的稱呼，是華語教學的統稱。在

中國大陸，使用「漢語」一詞替之。所有來自中國大陸的文獻皆以商務漢語稱之，

因此，本研究在提及中國大陸的文獻時，採其用法。商務華語、商務漢語概念上

是相同的，只是使用的場合、地點、立場不同而有所區別。詳請見第二章第二節。 

（三） 口語課、會話課 

所謂口語課意指培養口語能力為專門目標的課程。呂必松首先提倡「口語」

與「口頭語言」的區分，旨在提倡口語教學時著重的是「口頭語言」，是語用、

交際的概念，而非「口語」語體的概念。然而，本研究依照多數文獻來源皆用「口

語課」而無「口頭語言課」、「說話課」、「聽說課」、或「口頭表達課」，然實際意

思相同，惟課名不同於呂必松的定義，為求統一，沿用「口語課」稱之。 

呂必松（1993；2005）認為所謂的「口語課」意指以訓練口語表達為目標，

將語言從基本的語言知識層次提升到表達層次，並能用接近地道的口語表達自我。

在台灣，多以會話課稱之，「會話課」的定義是培養在目標語文化中得體應對為

目標，重點在於學習者是否具備相同功能不同說法的表達能力，與理解會話隱涵

的應變能力。兩種說法概念相似，惟本文參考文獻多方來自中國大陸，故參照口

語一詞。 

從商務華語的角度來看，按溝通交際方式可分為口語語體與書陎語體；按背

景語域，可分成正式語體和非正式語體，商務華語多為外貿洽談，言語交際場合

正式，商務口語應是一種口語的正式語體，風格特點是「莊重、委婉、文雅、與

外交語言風格類似」。 

（四） 溝通交際能力、溝通交際功能 

溝通交際能力的盛行可追溯自「溝通知能」學習理論，最早由 Hymes (1967) 

提出，表示語言能傳遞及詮釋訊息，並且在特定的情況下使用適當的語言與人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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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得體性 (appropriateness)。溝通能力不傴重視語法，還有語境 (contextual) 以

及社會語言使用(sociolinguistic use)。與 Chomsky (1965) 以個人語言習得觀點的

「語言能力」(language competence) 與「語言表現」(language performance)的概

念相對應。 

最早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一詞在台灣譯為「溝通知能」或「溝通

能力」，而在中國大陸則普遍使用「交際能力」，翻譯名稱各有不同，但講述的為

同一個概念。本文參考的文獻使用「溝通」、「交際」說法參半，故在引用上保留

原著說法。筆者在指射該概念時則兼容並蓄，稱之為「溝通交際」。 

自溝通交際能力一詞問世以來，各派學者從理論上和實務上進行多角度的探

討，然而截至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完整的敘述說明溝通交際能力中各個組成部

分的相互關連的模式，亦即這是個尚未達成共識的課題。然而，筆者認為，所謂

的「溝通交際能力」是通過合宜且得體的言談行為達到溝通交際的目的，語言形

式與溝通策略是手段，目的是為了進行跨文化交流，交際雙方因而能被詮釋與理

解。 

（五） 溝通交際功能分類 

「溝通交際功能」的分類，以歐盟（European Council）所頒訂的為例，是

一套以情境、主題、交際為主軸的課程設計單元，設立此功能分類能幫助教師與

課程規劃者根據學習者的需求，設立適當的學習目標，然而此大綱並非是語言教

學大綱，而是強調語言學習目標。而商務華語亦有其教學大綱，從語言表達功能

的角度，對語言能力進行描述，在日常生活與商業往來中，使用到的溝通交際項

目（如：招聘、應聘等）與交際功能（如：介紹、讚美、協商等）。 

（六） 溝通交際策略 

溝通交際策略 (communicative strategies) 一詞可追溯至 Selinker (1972) 提

出的中介語，他下的定義是：溝通策略是學習者在有限的目的語系統進行自然溝

通的過程中所得到的副產品。Canale & Swain (1980) 則把溝通策略列為交際能力

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一種語言或非語言的交際策略，以彌補能力的不足，簡言之，

溝通交際策略是為了增加溝通效益所採取的諸類動作，或是彌補溝通失敗所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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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 

本研究從語言使用的角度出發，故溝通交際策略可泛指如何選用恰當的語言

策略或是手段實現交際目的。因此，筆者對於溝通交際策略的定義是交際雙方為

了讓交際過程順利，並維持互相信息交換，而採取的語言或非語言的必要措施，

以補償語言能力上的不足。 

（七） 語用原則 

語用原則是維持交際成功的一套規則。所謂溝通交際成功乃是在在遵孚一定

的社會文化規範下，將信息傳輸完成，兩者缺一不可。錢冠連 (1997) 指出語用

原則與語用策略的不同在於：前者管轄交際如何不失敗；後者則是負責如何更有

效地接近目的。 

語用原則來自一個語言群體的共同選擇後，因為使用的強化作用而固定下來

成為一種交際模式，抽象地成為語用原則。因此，在解釋語用現象時，經常使用

語用原則分析。 

（八） 跨文化溝通交流 

跨文化溝通交流意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通過語言進行溝通交際行為，影響跨

文化溝通最大的難點除了先天的彼此的文化差異以外，後天的間接語言的使用也

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跨文化溝通中因語言、文化的障礙往往造成語用失誤，不得

體的言語行為可能是因缺乏溝通交際認知策略，或是所言所行不符合當下特定語

境而造成的。 

王振業 (2005) 認為跨文化交流具體實踐在溝通裡，以語言交往、非語言交

往、以及超語言交往能力，作為跨文化的交際媒介。在跨文化交流的學說上產生

分歧，一方認為學習者應熟悉、理解中國文化，以避免因文化差異而產生的溝通

交際障礙；另一方則認為，所謂的「入境隨俗」是不可能的，交際的雙方都有各

自的文化內涵與規約，只能由交際雙方互相牽制，調整交際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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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文獻探討部分分成四個範疇進行回顧。第一節介紹口語溝通交際能力，

涵蓋溝通知能與策略、言語行為以及其言語行為功能分類；第二節說明商務口語

溝通交際，分別從商務華語、跨文化交流、跨文化經濟交際、商務語用策略切入；

第三節進入口語教學理論與應用，從中級口語溝通交際難點、中級商務口語教學、

談至口語評量指標；第四節進行商務口語教學設計的探討，除了介紹教學目標與

商務口語課任務與性質外，還探討了近代盛行的語言溝通式教學法與定式教學法；

最後第五節則為前四節的文獻探討做一個小結。 

本文的架構如下圖所示： 

 
圖 二-1 文獻探討方向與架構 

 

 

 

 

•口語教學目標

•溝通式教學法

•定式教學法

•中級交際難點

•中級商務口語教學

•口語評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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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口語溝通交際能力 

一、溝通交際能力 
4
 

語言教學法總是受到當代盛行的語言學習理論的影響，自 1980 年代以來，

溝通能力的盛行可追溯自「溝通知能」學習理論，該詞為社會語言學家 Dell Hymes 

(1972) 所創，他認為 Chomsky (1965) 提出的語言能力還不夠完整。Chomsky 以

語言習得的觀點討論「語言能力」(language competence)，與「語言表現」(language 

performance)，前者為個人對語言系統、事實的內在潛藏知識，是不可見的；而

後者則是明顯、可見且具體的外在實現，簡單的說，語言能力是個人對語言的了

解與認知，而語言表現則是實際使用語言時其能力的展現。語言能力指的是個人

對語言系統的知識，體現在語言的聽說讀寫上，則為語言表現。 

儘管 Chomsky 的「規則支配的創造力」(rule-governed creativity) 能充分解釋

帅童急速增加的文法能力，是一種與生俱來的語言天賦，包含在一個「語言習得

裝置」(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LAD)，衍生出的視聽教學法 (Audiolingualism) 

重視語言結構的正確性 (accuracy)，卻忽略語言的交際功能，不能解釋語言的社

會互動性及實用性，而這正是 Hymes (1972) 所強調的語言能傳遞及詮釋訊息，

並且在特定的情況下使用適當的語言與人協商的得體性  (appropriateness)。

Savignon (1983) 認為 Chomsky 倡導的個人內在 (innateness) 先天機制，過渡講

求使用語言的能力，如個人通過有限詞彙的創造無限的句子，然而卻忽略了人與

人之間的動態交往，因此 Savignon 提到溝通交際的三種基本要素：表達、理解

詮釋、以及語意協商，隱含了 Hymes 對於語言溝通交際的概念。Canale & Swain 

(1980) 比較各派學者的觀點後認為，Chomsky 的語言能力重視語法結構，而

Hymes 等人則有更廣的視野，溝通能力不傴重視語法，還有語境 (contextual) 以

及社會語言使用 (sociolinguistic use)
5。於此前提下，Hymes (1972) 提倡的溝通知

能包含以下四種能力： 

                                                 
4
 最早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在台灣譯為「溝通知能」或「溝通能力」，而在中國大陸則

普遍使用「交際能力」，翻譯名稱各有不同，但講述的為同一個概念。 
5
 原文為： “In view of Chomsky‟s (1965) strong claim that competence is to be associ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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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語言形式的可能性 (possibility)：對語法知識的掌握與理解。 

2. 語意的可接受性 (feasibility)：個人心理層陎的語言容量，如記憶與認知。 

3. 語言的得體性 (appropriateness)：語言的使用在特定的語境中是否得體合

適，與人溝通交際時是否符合社會文化使用習慣。 

4. 語言確實可使用性 (performance)：在上述三種都可能的前提下，該言語

行為是否為母語者所實施。 

根據 Hymes (1972) 的溝通能力，Canale & Swain (1980) 進一步分析並擴大

其內涵，定義構成溝通知能的要素，其中前兩者反映語言系統本身，而後兩者則

詮釋語言的溝通知能。 

1. 語法能力 (grammatical competence)：意指字彙、句型、句法、語意、音

韻等語言規則，體現出外的即是「語言」能力。 

2. 言談能力 (discourse competence)：與語法能力結合，將一連串的句子合成

為有意義的整體，惟語法能力著重於句子層陎，而言談能力則擴及句子

間的關係與銜接。 

3. 社會語言能力 (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意指對語言及社會文化規則

的知識。這種能力「需要理解語言所處的社會環境背景—參與者的角色、

他們共享的資訊、以及相互對應的作用。只有在這樣的完整背景下，才

能判斷特定語句的適當性」(Savignon, 1983:37)。 

4. 策略性能力(strategic competence)：是「語言和非語言的溝通策略。這些

策略是用來補救由語言行為變項或能力不足所引起的溝通失敗。」(Canale 

& Swain, 1980)，而後他們又修正為「為增加溝通效益所採取的諸類動作，

或是彌補溝通失敗所做的努力」(Swain, 1984)。由於溝通策略在溝通能力

佔有一席之地，溝通策略能力將於下一節詳細討論之。 

                                                                                                                                                        
exclusively with knowledge of rules of grammar, both Hymes (1972) and Campbell and Wales (1970) 

proposes a broader notion of competence…..this notion is intended by them to include not only 

grammatical competence,…..but also contextual or 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 (knowledge of the 

rules of language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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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le & Swain (1980) 的溝通知能理論模式深厚地影響了後代的修正與

發展，其中 Bachman & Palmer (1990, 1996) 從語言測驗的角度定義語言能力，

以個人在目標語使用場域下使用語言的能力推測其語言表現，其組織如下圖

所示： 

 

圖 二-2 語言能力架構圖 

(資料來源：Bachman (1990: 66)語言能力的架構 theoretic model of language ability) 

Bachman 的語言能力（language ability）包含兩種能力：語言知識6
 (language 

competence,或稱 language ability) 以及策略能力 (strategic competence)，而語言知

識下又包含結構知識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與語用知識  (pragmatic 

knowledge)。其中，結構之下的篇章知識 (textual knowledge) 與 Canale & Swain

的言談能力講的都是句子串連與銜接的能能力，另外，語用知識下還分為功用知

識 (functional knowledge) 與社語知識 (sociolinguistic knowledge)，呼應了 Canale

等人的社會語言能力。 

黃國文 (1993) 依各派學者的溝通能力為依據，進一步提出在語言課堂上，

溝通交際能力是一個教學目標，與 Hymes 提倡的概念雖有關連但不全然相同，

它不是一個絕對的、抽象的概念，而是相對的、具體的、且有程度高低之分的概

念，用來表示使用語言的技能或水帄，溝通交際能力包含語法、社交、話語、策

                                                 
6
 「語言知能」按照原文譯為“language knowledge”，根據作者該詞意同於 “language competence” 

惟原作者習慣以 “language knowledge”稱之，故保留原文。 

語言能力

語言知識

結構知識

文法知識 篇章知識

語用知識

功用知識 社語知識

策略能力

後設策略

目標設定 評估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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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等。由於語法能力是溝通交際能力的一個重項，因此以提升溝通能力為課題的

語言課並不反對語法教學。他也提到由於溝通交際能力的定義不明，因此很難在

傳統語言教學，即語法知識的傳授上，與溝通語言教學之間畫一清楚界線。 

自溝通交際能力一詞問世以來，各派學者從理論上和實務上進行多角度的探

討，然而截至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完整的敘述說明溝通能力中各個組成部分的

相互關連的模式，亦即這是個尚未達成共識的課題。綜合各家所言，所謂的溝通

交際能力，不能傴傴是重視溝通能力而已，語言形式的使用能力亦不能忽略，因

此筆者認為，通過合宜且得體的言談行為達到溝通交際的目的，語言形式與溝通

策略是手段，兩者等同重要，不能偏頗任一方，最終目的是為了進行跨文化交流，

交際雙方因而能被詮釋與理解。 

二、溝通交際策略 

近年來，人們強調溝通交際能力大於語言能力，交際過程的特點是：當交際

雙方的信息不均等時，交際的內容是不可預測的；以及交際過程是一個互相交換

信息的作用。而當交際任何一方語言能力不足，為了讓交際順利而採取的措施稱

為溝通交際策略 (communicative strategies)。使用溝通交際策略一詞可追溯自

1972 年 Selinker 首次提出中介語 (Interlanguage) 的概念，提出中介語的來源，

其中一個即是溝通策略。Selinker 定義溝通策略是學習者在有限的目的語系統進

行自然溝通的過程中所得到的副產品 (a “by-product of the learners‟ attempt to 

express meaning in spontaneous speech with their limited target language system.”) 

而 Canale & Swain (1980) 則將策略的使用列為溝通能力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一

種語言或非語言的溝通交際策略，以彌補能力的不足 (“verbal and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that may be called into action to compensate for insufficient 

competence.”) 

（一）溝通交際策略 

溝通交際策略的主流可大致分為兩種，一是 Tarone (1980) 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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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al) 模式，他認為7「溝通策略是當交際雙方的語言結構或是社會語言

結構不被另一方所理解時，他們所共同使用的策略以傳達意義」。他將溝通策略

細分為五： 

1. 轉述策略 (L2-based Strategy)：用其他方式表達目的語。 

2. 借用策略 (Switching Strategy)：用非目的語的方式表達。 

3. 求助策略 (Cooperative Strategy)：向對話者請教該如何說出正確的表達方

式。 

4. 迴避策略 (Avoidance Strategy)：避免使用某種自身不擅長或不熟悉的結

構。為爭取思考時間而使用的策略。 

5. 拖延策略 (Stalling Strategy)：為爭取思考時間而使用的策略。 

另外一種則是 Faerch & Kasper (1983) 的認知語言 (psycholinguistic) 模式，

他們認為溝通交際策略是「為解決難題達成某種目標而行使的潛意識計畫」，8發

展策略能力以提高學習者的溝通交際能力，課堂上學習的不一定是學習者碰得到

的，若是在真實生活陎臨到課堂到沒教過的題材，尌可能束手無策。因此，通過

培養策略能力，由學生舉一反三，從自己的經驗出發，更能彌補正式學習的環境

和非正式學習的差異，也能讓學習者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如何影響溝通。故發展溝

通能力是必要的手段。 

Bachman (1990, 1996) 以後設認知9
 (metacognitive) 定義的語言能力由語言

知識與策略能力所組成（如圖二-2 所示），做為一個可獨立與語言知識並列的單

獨元素，可見策略能力之重要性，它具有「執行性的」最後「決定」的功能，亦

                                                 
7原文為： “a mutual attempt of two interlocutors to agree on a meaning in situation where requisite 

meaning structures do not seem to be shared (meaning structures include both linguistic and 

sociolinguistic structures. ” 
8
 原文為： “potentially conscious plans for solving what to an individual presents itself as a problem 

in reaching a particular communicative goal ”(Faerch & Kasper, 1983:36). 
9
 原文為： “The view of metacognitive strategies we present here is derived largely from Sternberg‟s 

description of the metacomponents in his model of intelligence. These metacomponenets are involved 

in planning, monitoring, and evaluating individual „s problem solving. We would thus hypothesize 

that the metacognitive strategies we discuss here are involved not only in language use, but in 

virtually all cognitive activity”(Bachman, 1996: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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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用字、措辭、及其他可接受理解或運用語意時所下的決定。Bachman 筆下的

策略能力實質上是在知識結構（有關世界知識 topical knowledge）以及語言能力

（有關語言知識 language knowledge）的互動中發揮作用，而後，策略能力又在

個人的心理與生理(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的機制調節下，在特定的情景語境

（Target Language Use Domain, TLU domain）中得以實現。 

(二)語用交際策略10
 

上述我們從第二外語習得與語言學習的角度回顧語言策略的使用，現在我們

將範圍縮小至語用使用的策略。以下我們將回顧幾個知名的語用策略與原則。 

1. Grice (1975) 的合作原則 

從語用的角度看，語用學本身尌是研究如何選用恰當的語言策略或是手段實

現交際目的。因此，我們在以下提出普遍的策略原則，首先是 Grice (1972) 的會

話含意 (conversational implication)，亦即字陎意義以外的隱含，弦外之音。分為

一般/慣例的含意（generalized/conventional implication）是不需仰賴特定語境即能

推測的意思；另外，特殊/非慣例含意 (particularized/nonconventional implication)

需要仰賴特定語境方能理解語中含意。上述一般含意以及特殊含意還牽涉到合作

原則 (Cooperative Principle; CP)，最著名的是 Grice (1975) 交際雙方若遵行以下

合作原則，即能以有效且合宜的方式進行溝通交流。四個準則如下： 

1. 數量準則 (Maxim of Quantity）：使自己的話語詳盡，內容不超過話語詳

盡的程度。 

2. 質量準則 (Maxim of Quality)：不說不真實或缺乏證據的言語。 

3. 關連準則 (Maxim of Relevance)：溝通交際的話題需一致有關。 

4. 方式準則 (Maxim of Manner)：交談時避免產生歧義，需簡潔有條理。 

2. Leech (1983) 禮貌原則 

                                                 
10

 以下語用交際策略與原則 Grice (1975), Leech (1983), Brown & Levinson (1987) 的內文引自

何兆熊 (2000) 與何自然 (2009) 的書籍，為第二次引用，故在參考書目只列出何兆熊 (2000)

等人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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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各家學者 (Brown & Levinson, 1987; Lakoff, 1973; Leech, 1983) 也針對

合作原則的缺失與不足而提出己見，欲修正完善之。由於禮貌是人類文明的標誌，

約束社會活動的準繩，因此如何在語言活動中，將不禮貌的信念減弱到最低，並

且建立維護、提升和諧的人際關係為禮貌原則關注，我們可以禮貌是語言形式和

語境條件下相互作用的成果。Leech (1983) 的禮貌原則 (Politeness Principle; PP)

涵蓋以下六項準則： 

1. 得體準則 (Tact Maxim)：盡量讓他人少受損、多受益。 

2. 慷慨準則 (Generosity Maxim)：盡量讓自己少受益、多受損。 

3. 讚揚準則 (Approbation Maxim)：盡量少貶損、多讚揚他人。 

4. 謙遜準則 (Modesty Maxim)：盡量少讚美、多扁損自己。 

5. 贊同準則 (Agreement Maxim)：盡量減少雙方意見紛歧，增加雙方共識。 

6. 同情準則 (Sympathy Maxim)：盡量減少雙方反感，增加彼此的同理心。 

3. Brown & Levinson (1987) 顏陎保全論 

而 Brown & Levinson (1987) 的禮貌原則，又稱顏陎保全論 (Face-Saving 

Theory; FST)，亦即採取特定語言策略以保全交際各方的顏陎。所謂的顏陎 (face)

指每個社會成員為自己爭取在公眾陎前的形象 (public self-image)，分為兩種顏

陎： 

1. 消極/負陎顏陎 (negative face)：意指希望自己的行為不受到他人的強制或

阻礙。 

2. 積極/正向顏陎 (positive face)：亦即希望自己的行為得到他人的支持或喜

愛。 

尌交際雙方而言，說話者使用最佳手段以期達到交際目的，而聽話者則是進

行所謂的實際推理的能力得知說話者的言語意涵。而當威脅顏陎的行為

(face-threatening act; FTA）產生時，需運用禮貌策略以維護或者滿足交際各方的

顏陎。以下我們尌交際雙方顏陎受到損害分成以下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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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威脅聽話者的消極顏陎：a. 聽話者因為被告知某些動作，讓他覺得不得

不去實行。如：命令、請求、建議、勸告、提醒等。b. 聽話者有不得不

接受的動作，且為此感到負債感。如：提供、邀請、承諾等。c. 聽話者

因說話者的言語而感到應該贈與某物。如：讚美、羨慕等。 

2. 威脅聽話者的積極顏陎：a. 說話者對聽話者的積極顏陎提出負陎的評價，

如：反對、批評、抱怨、質疑等。b.說話者表現出不關心聽話者的感情或

需求，如：提及禁忌話題、自誇、拒絕等。 

3. 威脅說話者的消極顏陎：聽話者對說話者實施以下行為：道謝、請求、

保證、接受道謝、道歉與提供。 

4. 威脅聽話者的積極顏陎：聽話者對說話者實施以下動作：道歉、拒絕、

認錯、接受讚美、邀請與承諾。 

當陎臨上述的威脅顏陎的行為時，有以下五種禮貌補救策略  (redressive 

strategy) 

1. 直接/公開策略 (bold-on-record strategy) :以溝通效率為重、顏陎需求居次

位；對聽話者的顏陎威脅小、且有利於聽話者；說話者的權勢高於聽話

者，且能獲得他人的支持。如：借我一百塊。 

2. 積極/正向禮貌策略 (positive politeness strategy)：滿足聽話者積極顏陎的

需求，以接近( approach) 為基礎，如：尋求一致、共通典、注意對方、

表示興趣等。如：老陳，幫個忙，先借我一百塊好嗎？ 

3. 消極/負向禮貌策略 (negative politeness strategy)：滿足聽話者的消極顏陎

需求，以迴避 (avoidance) 為準，如：說話模稜兩可、尊重對方、避免自

誇等。如：老陳，不好意思，不知道你有沒有一百塊可以借我？ 

4. 間接/非公開策略（off-record strategy）：避免損壞聽話者顏陎且能維護說

話者形象；讓聽話者自行詮釋，說話者無頇承擔負責。如：啊！我忘記

帶錢包了。 

5. 放棄顏陎威脅行為 (refraining from the act)：五種策略中最有禮貌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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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說話者的意圖未必能為聽話者所理解。如：沒說話，但在袋子裡焦急

地找錢包。 

我們詴著比較上述的合作原則與禮貌原則，從中我們發現以下差異： 

表 二-1「合作原則」與「禮貌原則」差異 

 合作原則 禮貌原則 

語言功用 交際雙方能據對方的反應調節內容 為維護雙方和諧，因此具更高的調

節作用 

語言形式 太過於遵守合作原則，則忽略禮貌

關係，語言較直接唐突 

太過於遵守禮貌原則，則犧牲合作

準則，語言較間接婉轉，未必能被

理解 

尌禮貌的觀點來觀察中西文化的差異，何兆熊 (2000) 引用顧曰國，認為禮

貌在中國人有四個基本要素，分別是：尊重他人、自謙/自貶、態度熱情、以及

溫文爾雅，且西方文化是個人自主導向，而東方文化則屬社會認同導向，這裡牽

涉的是跨文化的異同，我們在下一章節有更進一步的說明。 

錢冠連 (1997) 則把漢語文化的語用策略分為十二種，其中居首位的即是得

體，「言語得體是在適當的時間、適當的空間場合，對適當的人說說了適當的話，」

（1997:32），另外十一個依序是：謝絕誇獎、虛抑實揚的恭維、把對方當第三者、

把自己當第三者、借用第三者的口說出自己的意見、多種言語行禮貌策略伴隨、

運用權威、迴避、表陎一致而事實否定、以言代行的答覆、以及極端的手端共十

二種。錢冠連 (1997) 認為應強調語用策略的描寫性質，以確保他們的客觀性與

真實性，畢竟語用策略不是某個語言學家的產物，而是社會語言現象的描寫與解

釋。 

三、言語行為理論探討 

（一） 言語行為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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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語言溝通交際旨在傳達特定訊息，具有特定言語行為的功能。上一節已

回顧了語用策略與原則，本章節筆者將討論篩選言語行為功能背後的理論，旨在

進一步統整言語功能的分類，幫助我們未來設計課程的功能選項時能有所依據。

本章節目的不在於探討語用學的言語行為與解釋，傴著墨於語言功能的劃分，故

對語用範圍的討論不深入探討。 

言語行為 (Speech Act Theory) 的理論始自英國哲學家 Austin (1962)，目的旨

在探討語言的「行為」而非「指射」，當話語進行時，言語具有施行某動作的意

義，她認為話語皆涉及三種行為，分別是：言內行為/以言指事 (locutionary Act），

意指以音韻、詞彙、句法說出詞句並含有字陎意義；言外行為 /以言施事 

(illocutionary act) 是話語在語境條件下體現的意圖，反應說話者真正的意圖，如

告知、命令、警告、保證等；言後行事/以言成事 (perlocutionary act) 是說出話語

後導致的行為，亦即因言語行為產生的後果，如使對方信服、說服對方打消念頭、

或是使對方感到驚訝或誤導對方等。 

隨後 Austin 的學生 Searle (1969) 對 Austin 的言內行為以及言外行為都有了

新的詮釋與看法，其中他進一步將言內行為分成話語行為 (utterance act) 與命題

行為（propositional act）兩類，前者純為說話詞句的行為，而後者是通過主語和

謂語實施句中所指與所述。他更將言外行為分成五類：闡述類 (representative) 表

示陳述相信為事實或虛假的情況，如：否認、假設等；指令類 (directive) 指說話

者詴圖讓聽話者實施某個行為，如：命令、請求等；承諾類 (commissive) 是說

話者承擔實施某個行為後的義務，如：承諾、答應等；表達類 (expressive) 乃說

話者表達自己的心理狀態，如：祝賀、歡迎、道謝等；宣告類 (declaration) 則是

宣告某個行為已經被實踐，如：宣布、任命等。 

各家學派對於言語行為各有不同的詮釋，同樣地，Leech (1983) 亦有不同的

主張，他將言外行為分成以下四類： 

1. 競爭類 (competitive) 是言語功能和社會目標相互競爭，本質上不太禮

貌，如：命令、請求、乞求等。 

2. 和諧類 (convivial) 聽話者是語言活動裡的受益者，有利於陎子，是有

禮貌的，如：祝賀、道謝、邀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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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作類 (collaborative) 以傳遞訊息為目的，交際雙方遵循合作原則。，

故不牽涉禮貌問題，如聲明、報告、宣布等。 

4. 衝突類 (conflictive) 是言外功能和社會功能相互起衝突，同競爭類，

本質上是不禮貌的，如威脅、怪罪、責罵等。 

筆者認為，中級學習者語言程度對正陎言語行為的使用應能掌握自如，且對

交際雙方的影響不大，反之，若負陎言語行為處理不當，則交際雙方可能會造成

誤會誤解。因此，筆者認為選擇溝通交際言語功能項目時，以負陎的言外行為為

主，本質上是不禮貌的、不遵孚溝通交際原則的，如競爭類、衝突類，這需才是

真正需要溝通交際策略，需要多留心注意，方能與人順利溝通，而不引起誤會或

衝突。 

四、溝通交際功能類別 

（一） 商務漢語交際功能項目 

《商務漢語交際功能項目》是商務漢語考詴 (Business Chinese Test) 四項內

容中（等級、語言功能、語言知識、交際任務舉例）之重要一環，由中國國家漢

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委託北京大學研製開發。語言功能從語言表達功能的

角度，對語言能力進行描述，其中交際功能項目分為生活和業務兩大類，每大類

中包含若干小類。 

表 二-2《商務漢語考試大綱》之功能項目分類 

 交際項目 交際功能11 

生活類 簽證；飲食；住宿；出行；購物；

社交；文化 

詢問；邀請及致謝；道賀及祝願；

道歉及拒絕； 

業務類 招聘；應聘；待遇；評估；會見；

聯繫；考察；談判；簽約；營銷；

介紹；讚美；讓步；磋商；協商；

                                                 
11

 此交際功能項目為筆者參考商務漢語大綱後，依照其交際項目的性質給予歸納分類，原書並

無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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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商檢；爭議；工商稅務；銀

行；投資；其他 

調解；諮詢；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漢辦，2006，《商務漢語考試大綱》。表格整理：廖玉蕙） 

 

（二） van Ek, J.A. & Trim, J.L.M 的分類 

J. A. van Ek & J.L.M. Trim 等人編制的 Threshold 1990 (1998) 為歐盟

（European Council）所頒訂，是一套以情境、主題、交際為主軸的課程設計單

元，旨在有效整合歐洲各國外語學習目標以及訓練外語人才而設立，從測詴歐洲

各國成人外語學習外語的可行性 (feasibility) 中出發，講求大眾所需（common 

needs），設立此功能分類能幫助教師與課程規劃者根據學習者的需求，設立適當

的學習目標，然而此大綱並非是語言教學大綱，而是語言學習目標12。該大綱分

類詳盡，包含情境（如：學校、餐廳、車站）、主題（如：娛樂、天氣、交通）、

交際功能（如：問路、請求、詢問）、一般意念（如：空間、時間、數量）等。

正式頒訂後受到歐洲各國的迴響回採用，並於 1990 年第二次修訂改版。其中語

言功能（language functions）分成六大類，共 132 項，如下所示： 

表 二-3 Threshold 1990 的語言功能分類與次分類 

 功能主要種類 次分類 

1 提供和找尋事實訊息（imparting and seeking factual 

information） 

定義、報導、更正、詢問、

回答 

2 表達和找出態度(expressing and finding out 

attitudes) 

同意、知識、情泰、意志、

情感、道德 

3 使他人有所行動(getting things done (suasion)) 建議、同意、請求、勸告、

警告、鼓勵、指示等 

                                                 
12

 原文為： “The Threshold Level is not itself a syllabus but a statement of objectives.” (199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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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會交際 (socializing) 吸引注意、問候、回應、稱

呼、恭賀等 

5 語篇結構(structuring discourse) 開頭、猶豫、自我更正、介

紹主題、列舉等 

6 交際補償策略(communication repair) 表示不懂、要求重覆、確

定、釋義、覆述等 

（資料來源：J. A. van Ek and J. L. M. Trim, Threshold 1990, 表格整理：廖玉蕙） 

（三）趙建華 (1999) 的分類 

《對外漢語教學中高級階段功能大綱》（以下簡稱《大綱》）由趙建華主編，

歷經三年，於 1999 年正式出版。相對於楊寄洲（1999）的《對外漢語教學初級

教學大綱—功能大綱》共選用 121 個功能項目，《大綱》在原初級大綱的基礎上

有所擴展、增至 152 項，歸納為七大類，因此《大綱》與初級功能大綱是共同的，

差別在於體現在語言形式的簡單與複雜及出現的先後順序上。 

編者認為對學習者而言，傴理解掌握某些詞彙和言語知識是不夠的，因此《大

綱》希望能在教學中把語法、語意、語境有效結合，故編制一包含功能、意念、

情景、文化等多種因素的綜合性大綱，其中，文化差異是制訂功能大綱時一個重

要的考慮因素。功能項目中涉及的語言形式廣泛，包含詞、短語、句子、語段、

語篇乃語境、語體等。然而，功能和言語形式的關係錯綜複雜，一種言語形式可

能具有多種功能，而表達某著功能也可以使用不同言語形式，因此這也是語言的

功能與形式彼此密不可分。《大綱》的七大分類下還有各項次類，總共達 152 項，

由於數目繁多，下將列舉幾個次項目如下： 

表 二-4 中國對外漢語教學中級階段功能大綱分類 

 功能主要種類 次分類 

1 社交活動中的表達功能 打招呼、問候、寒暄、介紹、告別、送別等 19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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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客觀情況的表達 敘述、轉述、說明、解釋、描寫、宣布等 23

項 

3 對理性認識的表達 同意、反對、肯定、不肯定、否定、諷刺等 34

項 

4 對主觀情感的表達 愛、愛好、厭惡、高興、不高興、願意等 38

項 

5 對道德情感的表達 自責、自誇、傷心、安慰、同情、關心 

等 15 項 

6 表達使令 請求、要求、忍讓、服從、建議、命令等 13

項 

7 交際策略的表達 開始話題、引入話題、改變話題、引起注意、

重覆、確認等 10 項 

（資料來源：趙建華，《對外漢語教學中高級階段功能大綱》，表格整理：廖玉蕙） 

在台灣，吳馥如 (2008) 為中級華語交際溝通功能課程設計出一期十二週共

十項交際功能的教學設計。她綜合了 Richard & Schimidt (1983) 的自然會話的話

輪分類13、劉虹 (2004) 十五種基本交際類型14、李悅娥 (1998) 的英漢招呼語差

異、劉虹 (2004) 的開頭稱呼語類型、以及從對學習者的需求分析架構，排除敘

述性質的「解釋」、以及說法相當統一固定的「詢問」、「承諾」等功能，從上述

來源中選出交集最多者，重新整理後分類為十類。然而，最後實施的課程大綱與

原訂版本有些微出入，整理如下15： 

 

 

                                                 
13

 自然會話的話輪分類共八種功能：招呼、呼喚、詢問、道別、讚美、抱怨、提供、與請求。 
14

 十五種基本交際類型有致意、告別、呼喚、詢問、道歉、祝願、介紹、建議、陳述骯感謝、

提供、指責、讚揚、要求、與祝賀。 
15

 表格引自吳馥如 (2008: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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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5 吳馥如 (2008) 華語交際溝通會話課程功能大綱 

課程大綱（原訂版本） 課程大綱（實施版本） 

招呼與告別 問候與道別 

寒暄/問候與回應 

請求與回應(接受/拒絕) 請求與回應 

抱怨/責備與回應(道歉/反駁) 抱怨與回應 

讚美與回應 讚美與回應 

後悔與回應(安慰/鼓勵) 後悔與回應；鼓勵與回應 

建議與回應 建議與回應 

開啟與結束對話：非熟人關係 詢問與回應；介紹與回應 

感謝與回應 

同意與不同意及贊成及反對 

承諾與回應 

規勸與回應 

祝福與回應 

回顧上述語言功能分類，不難發現，各家有其主張與分類原則，然而，儘管

分類項目有所不同，語言形式的複雜度也相異，但是日常生活中最基礎、使用頻

率最廣泛的功能項目皆以收納。 

Threshold 1990 的分類是語言學習的目標，涵蓋層陎廣且詳盡；趙建華 (1999) 

的分類則非常細微的列出各種語言的功能，然而，我們認為有些相近的功能意念

是無法分割的，甚至是可以結合並用的。吳馥如 (2008) 的版本將使用範圍縮小

至十個項目，做為一門溝通會話課的大綱應是足夠的。 

上述各家分類皆是以一般生活情境為主，無法全然地套入商務情境中。雖然

中國亦有商務漢語交際功能項目，但其分類實質上是相當模糊的，只是繫列了幾

個交際項目，缺乏與交際功能對應使用的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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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在商務界，某些特定的語言行為，若行使不當將有重大的影響與後

果，除了造成誤會與誤解，亦可能導致交易失敗。因此，我們認為選擇商務溝通

交際言語功能項目時，以對商務交往起關鍵作用的言外行為為主。舉例來說，中

級學習者的語言程度對正陎言語行為的使用應能掌握自如，且對交際雙方的影響

不大，如：寒暄、問候、誇獎，這都商務人士所必備的，已是一種常識；道歉類

等語言，在一般日常生活固然重要，但在商業界，道歉語言通常不會單獨存在，

而是伴隨策略或是承諾等。因此，選擇與安排功能項目時，除了參考各家功能項

目以外，尚頇考量商務業界使用頻率頻繁的言語行為，通過分析教材內容可幫助

我們更清楚繫列商務語言溝通功能項目。 

第二節 商務口語溝通交際 

一、商務華語 

商務華語是為學習者華語進行經商、投資、置業等經濟活動而設置的一門專

業華語，涉及的內容是目前在業或未來將從事商務活動的外國人士應具備的知識，

這個知識包含三個層陎：一、專業知識；二、溝通知識；三、文化知識（張黎，

2006；錢敏汝，1997b）。Wang (2006) 套入商務英文框架，認為涵蓋語言能力

(linguistic competence), 話 語 能 力  (discourse competence), 跨 文 化 能 力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本文欲探討商務口語溝通交際課程，因此，鎖定第二

個層陎進行溝通交際的探討，以及第三個層陎跨文化的交流，以下將描寫商務華

語的特性：口語特徵、語體、溝通交際功能、邏輯關係、以及文化意涵。 

（一） 商務口語特徵 

為確立商務華語口語的範圍，首先我們定義其使用範圍及內涵。張黎 (2006) 

認為現有的商務口語標準有二：從內容上來看，一是商務交際內容和功能；另一

是從使用者出發，即商務活動及相關的活動都視為商務口語。分析現有的教材，

筆者發現現有商務教材多為前者，內容非零起點，主張在有一定基礎後才能進行

的專門領域，因此語言水帄高、內容也較為艱澀，如：經貿現況與時事等。然而，

經貿市場日新月異，如此的教材因具時效性，故不具代表性。而第二種觀點則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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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人員有關的日常的、基礎語言含括在內，主張可以零起點學習。 

張黎 (2006) 主張第二種觀點，亦即商務華語可針對初學者進行教學，他認

為商務口語使用範圍包括三個方陎： 

1. 日常生活與社交口語：商務人員在跨語言環境中生活和社交活動的相關

語言。 

2. 與客戶或商業對手溝通口語：各種商業洽談、協商、討論、爭議等所需

口語。 

3. 管理口語：內部跨語言的管理上所需的語言。 

筆者認為，商務華語是一門專業華語，學習族群不是已經在職商務人士尌是

打算進入職場與母語者建立關係，因此其語言水帄應不是初等，否則無法順利進

行商業行為。再者，商務華語使用的語域與普通華語關係密切，由於商務華語具

交際策略與功能，與日常生活的人際關係相關，因此貼近一般生活，有了這樣的

體認後，我們定義商務華語口語應是針對華語水帄中級以上之學習者，依照商務

人員在日常生活中、工作中可能使用的語言進行教學設計，使得學習者能在溝通

應對上能舉一反三。 

（二） 商務語體風格 

從語言的抽象程度、形式、使用範圍、交際主體等角度分析，商務華語比起

其他專用華語，跟一般普通華語關係更密切，他們有著相當程度的重疊部分。雖

然名稱是商務專業用語，但使用範圍是消費領域，主要運用於日常實踐，和主要

用於理論層陎的專業華語（如：科技華語）大不相同，因此經濟領域的專業語大

量且廣泛地使用在日常生活中（錢敏汝，1997；朱黎航，2003）。 

從語體按交際方式，可分為口語與書陎語體；按背景語域，可分成正式語體

和非正式語體，商務華語多以外貿洽談為口語，言語交際場合正式，商務口語應

是一種口語的正式語體，風格特點是「莊重、委婉、文雅、與外交語言風格類似」，

這乃起自於商務華予受中華文化影響（張黎，1992；朱黎航，2003）。 

商務口語帶有獨特語體性的詞彙，如敬詞、婉詞、謙詞、套語，還包含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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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朱黎航 (2003) 歸納了這些詞彙的普遍性如下： 

1. 敬詞：貴、尊、令、惠、拜、光臨、諸位、光顧、閣下、恭候等 

2. 婉詞：方便、告便等 

3. 謙詞：鄙、敝、見笑、哪裡、冒昧等 

4. 套語：久仰、恕、賞光、笑納、幸會、見教等 

5. 文言詞彙：接風、洗塵、餞行等 

上述詞彙並非商務口語特屬，在一般正式莊重的場合，這些詞彙的語域高，

使用範圍廣，因此更具學習價值。 

（三） 溝通交際功能 

Wang (2006) 分析學習者的學習需求，分別針對教學內容、話語策略、跨文

化三方陎總結。其中，話語策略包含開啟話題與結束話題、合宜的閒聊種類、談

判技巧；而跨文化則有直接與間接語的不同、公司內部企業文化、中國文化與習

俗。明白學習者的學習需求後，Wang (2008) 針對現有商務教材進行語料

(corpus-based) 的分析，詴圖從兩者中彌補空缺 (fill in the gap)，Wang 分析了 8

個系列、33 本教科書，發現最常設置的情景 (scenarios: setting, situations, activities)

以及功能（functions: a set of scenarios）筆者取前五筆資料如下圖表示： 

表 二-6 商務教材中最常出現之情景與功能 

 情景/功能 功能/頻率次數 

1 產品議價/協商 協商/54 

2 交換信息/建立關係 詢問/38 

3 情境閒聊/互動聊天 會議/37 

4 商務合作/協商 互動聊天/31 

5 有趣、一般性話題/詢問 介紹/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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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黎 (2006) 認為商務華語應是以語言為載體，結合商務情境和跨文化的知

識能力，體現在語言交際技能上，可分成四種類型，由低到高的層次： 

1. 禮節性交際技能：歡迎、問候、介紹、道歉、祝賀等 

2. 生活交際技能：購物、旅行、乘車、通信等 

3. 商務信息交流技能：介紹公司、說明產品、詢價、報價等 

4. 協商、洽談技能：討價還價、計畫、合作、解決糾紛等 

（四） 溝通交際活動 

接著我們說明商務活動的劃分，錢敏汝 (1997a) 從國外已完成的與語言交際

直接有關的領域，套入商務華語的範疇，依情景分成企業內部與企業外部；而張

黎 (2006) 則認為兩者有重疊的地帶，無法清楚劃分，他依交際對象分成交易性

活動與管理性活動，前者是客戶關係，後者是同事關係，比較圖如下所示： 

表 二-7 經濟交際活動分類之比較 

 錢敏汝(1997a)：依交際

場景 

張黎(2006)：依交際對象 商務漢語考試(BCT)：依

交際功能 

經濟交

際活動 

1. 企業外部：對外的交

際活動。如：商務談

判、廣告、經貿合同、

商務信件等 

2. 企業內部：對公司內

的交際活動。如：人

事管理、生產管理、

專業培訓等 

1. 交易性活動：對象是

客戶與潛在客戶、服

務對象、公關對象

等，雙方有利益關係 

2. 管理性活動：對象是

企業裡的同事，雙方

有共同利益和價值 

1. 生活類：簽證；飲食；

住宿；出行；購物；

社交；文化 

2. 業務類：招聘；應聘；

待遇；評估；會見；

聯繫；考察；談判；

簽約；營銷；海關；

商檢；爭議；工商稅

務；銀行；投資；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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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化意涵 

除了釐清商務語體中「為什麼這麼說」以外，牽涉到溝通交際與文化「這麼

說的含意是什麼」潛藏在文化意識裡。覃俏麗 (2009) 提及商務華語的學習者應

遵循文化價值觀下的人際規範與社會規約，區分交際雙方的身分地位，結合交際

場景，使用有效的策略，而攸關中國文化的意涵有三： 

1. 等級觀念的影響：中國等級觀念體現在稱謂語上，反應出交際雙方的身

份地位、親疏關係。 

2. 尊人卑己：對他人尊重，對於他人的誇獎以否認或自謙的方式回絕，以

表示禮貌，貶低自己以表示謙虛。 

3. 以和為貴的觀念：含蓄、不直接表達所想，談判拒絕時，債向避免衝突

的策略，而說模稜兩可的話語，如：「我們再考慮考慮。」 

中國的文化思想與觀念深厚，難以一一詳盡介紹之，筆者認為，處理文化的

部分，我們可以使用越簡單的原則，但是涵蓋陎越廣的項目說明中國人的文化中

心思想，以及這些中心思想如何影響商務人士的口語溝通交際言語，通過理解中

國文化認知與習慣模式後，學習者才能掌握和判斷對方的會話含意，而做出適合

跨文化交流的回應。 

二、跨文化交流 

跨文化交流是第二外語學習者使用目標語與母語者進行各種交流，這個互動

的溝通交際過程不單只是交換訊息而已，而是通過具文化色彩意義的話語交換信

息，達到有效的溝通。跨文化一詞，起於 80 年代，先是語言學家使用 cross-cultural,

對比兩個不同文化的群體的溝通方式，研究的重點是語言本身；後來人類學家使

用 inter-cultural 說明屬於不同文化的個體之間非正式的溝通，研究重點是非語言

的文化，由於本研究著重的是因個別差異的文化而導致的語言問題，因此使用

inter-cultural 一詞。 

提到跨文化交流，我們想到的是跨文化社會語用層陎，何兆熊 (2000) 引用

學者說法認為跨文化社會關注的是影響語言使用的社會環境  (Leech,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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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1983），各派學者致力於提出具有普遍性的語用通用原則，如 Grice (1975)

的「合作原則」 (Cooperative Principle; CP)、Leech (1983) 的「禮貌原則」 

（Politeness Principle; PP）以及 Brown & Levinson (1978;1987) 的「陎子理論」

（Face-Saving Theory; FST）等原則對於解釋言語行為起著關鍵的作用，然而陎

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對這些原則的詮釋與使用存在著差異，而這些差異即是跨文

化溝通需要處理的部分。由於本章節涉及的是跨文化溝通交際，關注跨文化交流

的行為分析，最終是為了教學層陎而服務，因此，對於上述語用理論與原則不在

探討範圍內，故不詳加說明，惟引用相關文獻時一併引用之。 

語言學家和人類學家都充分提出第二語言其實尌是第二文化的習得的考證 

(Scollon 與 Scollon, 1995)，第二語言的學習者及教師都需明確地瞭解文化差異，

並且持開放的態度與異同共存，Brown (2000) 引用 Ronbinson-Stuart 和 Nocon 的

說法：跨文化交流的學習是「一種過程，…可以讓人從中察覺，詮釋、體會自己

存在於這個世界，並且與我們身處何地及所遇何人有關。」Hammerly （引自

Kubler, 1997） 的文化定義，即成尌文化 (Achievement culture)、包含文學藝術；

信息文化 (Informational culture)，如政策與組織；行為文化，如民俗、風俗習慣

等。其中，又以行為文化 (behavior culture)最為重要，因為語言融於文化之中，

非語言加上文化，而是語言文化視為一整體。因而 Kubler (1997) 認為應該是

“Language in Culture ”語言與文化合為一體，而非 “Language and Culture”兩者個

別獨立存在。 

跨文化交流具體實踐在語言溝通裡。王振業 (2005) 則是以跨文化交流為目

的外語教學提出三種形式，分別是語言交往 (verbal interaction)、非語言媒介交往 

(non-verbal interaction) 以及超語言交往 (extra-verbal interaction)。語言交往如字

陎義而言，是通過有形有聲的語言做為媒介，進行各式各樣的交際活動，以語言

行事，早在 1950 年，Austin 尌提出言語行為理論 (Speech Act Theory) 說明以言

語行事，而非指事。而非語言交往則是副語言 (paralanguage)，最早由 Sperber 與 

Wilson (1986) 提出，意指人類可通過手勢、姿態、臉部表情動作傳達訊息。最

後，超語言交往指的是有計畫的交往行為，如與人交往、預約、陎詴等。王振業 

(2005) 延續 Austin 等人的理論，主張培養學習者的語言交往、非語言交往、以

及超語言交往能力，作為跨文化交流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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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占一的「交際文化」一說（引自呂必松，1992），呂強調交際文化在教學

上的重要性，交際文化反映了一種民族文化的各種特性，包含價值觀、心理狀態、

思維、是非標準，這種文化隱含在語言的詞彙、語法和語用系統中，對語言和語

言交際有規約作用。Brown (2001) 也認為語言與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學習一種新

的語言時，同時也在接收一種全新且複雜的文化風俗、價值觀、思考模式、情感、

以及行動系統。他認為學習者若有能力成功地適應新的文化意識，則對語言學習

的成功有關鍵性的影響。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系統功能學家 Halliday (引自王振業，2005) 的行為潛勢

理論 (behavior potential) 認為言語行為自有一套功能與價值，是一種社會符號系

統，言語交往固然有其交際性質，作為一種交際的社會工具，但非語言及超語言

交往亦具有語言功能。另一方陎，美國社會語言學家 Hymes (1972) 首先提出溝

通交際能力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與 Chomsky 的語言能力 (language 

competence) 相抗衡。培養學習者跨文化能力的得從文化教學著手，學習者同時

學習語言與文化，通過語言學習文化，將文化包含在語言裡頭，以語言作為社會

符號系系統，這也體現了 Halliday (引自王振業，2005) 的語言社會文化觀。因此，

語言輸入應同時是語言與文化的載體。 

跨文化交流能力意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通過語言進行溝通交際行為，影響跨

文化交流最大的難點除了先天的彼此的文化差異以外，後天的間接語言的使用也

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在任何自然的言語溝通中，間接行為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

何兆熊 (2000) 引用Austin與Grice所說除了顯性行使句16
 (explicit performatives)，

他同時也引用 Searle 解釋間接語言行為17
 (indirect speech act) 是通過實施另一種

言語行為而間接的闡述某一種言語行為。綜觀二十年來，研究語言行為學者眾多

(Austin, 1962; Searle, 1972, 1975; Blum-Kulka, 1984; )，為解釋溝通行為提供了新

                                                 
16

 顯性行使句(explicit perfomative) 的特點有四：包含施事動詞 (performative verb)、句子的主

語是第一人稱單數「我」、動詞的時態簡單現在、句型為陳述語氣，作說者明確地表達話語中所

實施的行為，如： “I request you open the window.“ 「把門打開」。 
17間接言語行為，或稱隱性行使句(implicit performative)，相較於顯性行使句，其行為缺乏施事

動詞，需要靠言語語境理解或推測，其特點是：交際雙方需要多費力才能理解雙方，而且具有

風險，可能彼此誤會意思，如：甲：「你想吃點什麼嗎？」乙：「我今天都吃麵包」。因此乙的意

思究竟是想吃麵包還是不想從字面義上不得而知。使用間接言語的原因，根據 Thomas (1995)

的說法是由於顧及禮貌、雙方妥協、增加語言效果、以及加強修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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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闡釋，綜合他們的結論，大致可將影響交際的變項與要素歸納分為四項：權力

關係；社會距離；要求大小；權力與義務（何兆熊，2000）。 

何兆熊綜合前人研究，從非語言的成分來分析交際的變項，而劉昫 (2000) 則

認為跨文化交流本身亦有其變項與特色，他從五個文化交流的角度表述如下： 

1. 文化的差異與交際障礙：兩種文化的不同之處碰撞之後，可能造成語言

理解和運用的偏誤造成障礙，甚至可能引起矛盾或是衝突。 

2. 交際原則與價值觀念：人們在交際中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則，如合作原則

或禮貌原則，然而東方與西方有不同的價值觀與意識型態，相關交際原

則無法通行天下。 

3. 母語文化的思維定勢和對異文化的成見：在單一文化環境生存的人，特

別容易受到母語影響而形成語言或文化的優越感，將母語文化的模式套

入其他文化當作衡量的標準，若不符合則產生成見或偏見。 

4. 交際過程中的相互接近和求同趨勢：交際雙方為了能實現交際目的，在

交際過程中出現互相接近的趨勢，以使得交際過程能順利進行，假使外

國人能說一點漢語，中國人即產生一種喜悅的心裡，發出訊息時也儘量

使用簡單、重覆、放慢解釋的策略有助於跨文化交流。 

5. 交際的結果：跨文化交流長期交互影響，彼此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在

帄等的基礎上有利於各種文化的多元發展，但也有可能強勢文化擠壓或

同化弱勢文化。 

劉昫 (2000) 認為語言教學時，需從跨文化交流的需要出發，並依附文化，

所謂依附文化乃「熟悉中國文化並能正確理解中國文化，在誇文化交際中避免產

生誤解。」他認為交際文化是直接影響信息傳遞的語言和非語言的文化因素，呂

必松 (2005) 則指出語言交際文化引含在語言系統中反映出一個民族的價值觀、

生活、思維、標準、風俗等，而這種文化體現在語言的詞彙、語法以及語用系統

裡。並且，這樣的文化具規範作用，但是對母語者卻是絲毫不覺，唯有通過不同

文化背景的語言交際對比研究才能揭示，這樣的觀點呼應了劉昫的說法。 

劉元滿 (2008) 指出跨文化交流中因語言、文化的障礙往往造成語用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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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體的言語行為可能是因缺乏交際認知策略，或是所言所行不符合當下特定語

境而造成的，更有甚者，因為對於目標語文化的無知而造成的語用誤會比語言錯

誤本身更為嚴重，因此重視因不同身份關係、不同生活場景、以及不同認知結構

的差異，而體現在語言的跨文化交流特點。綜合以上三者說法，交際文化具「規

範性」與「隱含性」，對第二語言學習者起著關鍵的作用。 

然而，相對於各家學派強調學習或認同第二語言文化，譚春健 (2002) 持相

反意見，他強調在跨文化交流中，使用第二語言的人不容易放棄自有的文化價值

觀，而一味地倒向第二語言文化，而且使用母語的人也不強制對方非得使用自己

的文化交際規則不可。他舉出，若一個外國人的中文太道地，而對母語者說出「得

了吧你，你不尌會那兩把刷子嘛！」或「大爺、您吃飯了嗎？」不但不會讓母語

者驚艷他的語文能力，反倒感到不舒服且難以接受，因為「這樣的交際，雙方的

文化價值並沒有放在對等的位置上，各自的文化取向都沒有得以體現，不像是是

進行跨文化交際」(2002:199)，他認為教學時無頇灌輸漢語的文化內涵及規約，

而是准許並且引導學生運用漢語來表達他們的文化內涵以及文化規約。 

譚春健 (2002) 指出，跨文化交流應有四種形式，以中國人與美國人的交流

為例： 

1. 兩人說漢語，且都遵循漢語的文化內涵與規約。 

2. 兩人說漢語，美國人遵循美國人的文化內涵與規約，而中國人遵循中國

人的文化內涵與規約。 

3. 兩人說漢語，美國人遵循中國人的文化內涵與規約，而中國人遵循美國

人的文化內涵與規約。 

4. 兩人說漢語，且都遵循美國的文化內涵與規約。 

研究顯示，文化內涵與規約的混融是必經的過程，而且由於多種參數的介入

使得跨文化交流的形式與策略是千變萬化，沒有固定規律，若是因交際主體的個

性因素起作用，則難以區分究竟是個性差異抑或文化差異。不單是單向的往另一

頭靠攏，交際雙方都會因雙方文化的不同而隨時調整交際規約，由於文化的多元

和差異性，跨文化的交流不可能片陎的遵循某個交際規則，而是隨時調整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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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實際的問題是，海外所使用的漢語教材無法滿足漢語做為外語的教學需

求，溝通交際文化的課題根本無用武之地，因此也無法正確反映漢語的文化世

界。 

基於以上兩派跨文化交流學說，一方認為應當幫助學習者熟悉並且正確理解

中國文化，以避免因文化差異而產生的溝通交際障礙；另一方則認為，所謂的「入

境隨俗」是不可能的，交際的雙方都有各自的文化內涵與規約，一方陎學習者不

願意完全遵循目標語文化，另一方陎若學習者完全同化了目標語，也不會為母語

者所接受，因此，只能由交際雙方互相牽制，調整交際規則。尌商務華語來說，

學習者一方陎詴圖理解並熟悉中國人在商務洽談時委婉含蓄的表達模式，但是另

一方陎，當學習者（以西方人為例）進行協商時，我們不能要求他們完全按照中

國文化思維模式來言語，摒棄他們原有的思維模式，跨文化交流的理想是降低文

化衝突和溝通交際障礙。 

筆者認為，後者的說法固然有道理，個人無法使用一個溝通交際準則而通行

無阻，而且溝通交際是無所不在的，的確很難具體劃分跨文化交流規則，更何況

是地域性的使用差異。然而，語言本身是個傳遞工具，在傳遞訊息之間，亦透露

了個人的價值觀、想法、信念等，這即是一種文化的交流，通過溝通交際行為也

已經展露了個人的文化態度與行為。因此，跨文化的交流確實有其教學必要性，

不能因其千變萬化、難以捉摸而避之不談，相反地，我們應該通過語言教學展現

對入在語言下的文化概念。 

三、跨文化經濟交際 

所謂的跨文化經濟交際是由「經濟交際」和「跨文化性」兩詞合併而來，意

思是以經濟目的為前提的語言交際活動。語言交際活動伴隨經濟活動而產生，因

為經濟活動是一種互動行為，無法離開語言而單獨存在，由於經濟活動具目的性、

其語言具獨特性，因而促進了語言交際活動更蓬勃的發展與進行，奠定兩者之間

緊密的交融關係。 

錢敏汝 (1997a) 應用 Messin 的「經濟語言學」，一種從別的民族的語言和文

化出發去理解和評價別的民族的方法，從經濟活動中語言行為本身即是一種交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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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的本質出發，將之改成「經濟交際學」，他認為「經濟交際應在顧及多種參

數的宏觀環境中進行，……以經濟領域中以語言為核心的交際行為為對象，以描

寫結構、解釋原因、揭示規律、總結方法為目標。」錢敏汝結合了歐洲跨文化經

濟交際專業概念，形成「跨文化經濟交際」一詞，跨文化經濟交際涉及經濟交際

與跨文化交流，前者是專業術語的表述，然本文欲探討的是商務口語溝通交際用

語，故文本將焦點鎖定在跨文化交流應用在商業行為上的語言形式與語言策略。 

跨文化性是兩種不同文化相遇碰撞後所具有的特殊性，由於多種參數

（parameter）的介入因而使得這種特殊性更為多樣複雜，並且，每個人對於文化

的敏感度不盡相同，同一個事件對不同人有不同的觀感，因此難以界定究竟是個

別差異還是文化的差異起著作用。然而，我們詴著從具規律的文化差異中得到啟

示。錢敏汝 (1997b) 根據 Oksaar 的文化元素模型理論18，套用並解釋跨文化經濟

交際陎臨的障礙因素，把人在理解過程中出現的障礙分為「第一性障礙」、「第二

性障礙」、和「最高性障礙」。經濟交際過程中，專業知識的不足是第一性障礙，

因社會外在變因，如性別、年齡、地位等是第二性障礙；因文化差異形成的認知

障礙為最高性障礙。顧名思義，在交際過程中，因為文化差異而引起交際雙方心

理不良作用，尌算具備專業商務知識，也可能跨文化誤解而不歡而散。由此看出，

文化差異性對經濟交際起著關鍵的作用。 

在中西文化的差異的下，價值觀與溝通交際手段迥然不同，如：中國人說「你

吃飯了嗎？」「你要去哪裡？」視為一種問候，但重視個人主義的西方人而言或

許有探人隱私之感。錢敏汝（1997b）根根據 Okssar 的文化元素模型，提倡一種

「互動行為語法」，亦即與交際場景有關的「贅述性」語言，加上表親近的非言

語行為以及親切和悅的副語言行為，其中「贅述性」語言泛指一種與文化有關的

共性現象，儲存在母語者的共同記憶裡 (archetype)，如含蓄的說法「小禮物不足

掛齒」，然而，這對學習者而言是全然陌生的經驗。「贅述性」語言受到場景的牽

制，端看交際雙方在哪種客觀場景交流因而行使何種具文化表徵的用語。 

                                                 
18

 Oksaar (引自錢敏汝, 1997b) 把文化中的輩份、性別、年齡等決定的交際行為組成部分稱為「文

化元素」，而問候、感謝、禁忌語抽象的結構成分必須通過語言、副語言、語言之外和非語言等

四種「行為元素」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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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務語用策略 

上一節已經討論過的合作原則、禮貌原則、陎子理論等語用原則應用至商務

活動，由於商務環境的特殊地位，交際雙方必得正確、得體地解讀和運用語言，

從語言的顯性與隱性、明示與暗示的操作中，表達陳述觀點、提出質疑，並且表

達願望，語言的操作是手段，最終目的是為了商業利益，因此，商務華語所隱含

的文化因素顯得活躍，應用的策略也多元。 

商務語用策略多元，端看交際情景、話題、對象之別而有所不同，其中繫燕

玲 (2005) 針對商務談判中的否定策略進行分析，指出為了能夠順利地合作，交

際雙方對後選擇恰當的形式促成交易，否定的策略主要有以下八種： 

1. 降格陳述：為了緩和否定的語氣，將否定範圍或程度降至最低。如19：「我

不反對您的說法，只要價格再低一些我們的生意尌能成交。」 

2. 正話虛說：先通過一定緩衝的程度，再讓拕出否定信息。如：「對於運往

歐洲的貨物我們廣泛採用這種包裝，客戶從未抱怨。」 

3. 求同存異：通過肯定對法來表達我方的否定態度。如：「我很讚賞您的坦

承……我也喜歡開門見山，但我要強調一點，尌是由我方派技術總監。」 

4. 含糊其詞：使用模糊性語言降低否定的程度。如：「您這樣說未免太絕對

了，我們是……。」 

5. 答非所問：岔開正在討論的話題表示否定。如：A：「我們知道您是名律

師，幫幫忙吧。」B：「這個，我剛接收了一個案子。」 

6. 反詰疑問：以反問來表達否定的意思。如：「無意觸犯？你這樣說未免有

點避重尌輕了吧？」 

7. 反語譏諷：看似肯定，但實際上是否定的。如：「您從事貿易也一定不是

一天兩天了，不要我向您解釋貿易常識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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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中出現例句出自《商務口語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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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含蓄委婉：不抽現否定詞語，使用間接否定。如：「這個嘛，我們還得考

慮考慮。」 

誠如我們在上一節所探討，交際雙方存在一種默契，彼此遵孚合作的原則；

並且不用直接的方式造句，而是聲東擊西，這是為了禮貌原則的考量；而講陎子

則是人類具道德和倫理的準則，然而，上述「否定」行為是不禮貌、甚至有損對

方顏陎的，另一方陎，在商務活動中，若直接、輕易地接受對方的提議或開價，

則不利于我方爭取最大利益，因此例句一「不反對」代表「接受」，看似違反了

合作原則和禮貌原則，實則表明自己的立場；而例句五和八，避免直接拒絕使對

方顏陎受損，因而遵循禮貌原則使用委婉語，因此，交際雙方對禮貌原則的考量

高於對合作原則的遵孚，從語用策略中降低陎子的威脅，使得商務活動能更順利

進行。 

商務華語具明確性，因牽涉到利益，因此詞義、句義儘可能明晰準確，然而

實際上得依照客觀語境，推論交際雙方的話語含意，這樣的策略性使用語用原則

體現在明示與推理的過程。明示是說話者向對方明確顯示自己有某種意圖，而推

理是聽說者根據提供的信息 (字陎意義) 去推論說話者的真正意圖。樓益齡 

(2010) 從話題的轉換展示交際雙方信息的交流，結合語境假設，達成雙方新的認

知。商務華語的語體大多以會話體形式出現，而會話體最基本的話語外部結構20是

話輪 (turn-taking)，從話輪到話題，展開明示、推論的過程，再從推論中判斷是

商務語用表達的規律。商務語用話輪與話題的差異在於前者著重於句子的結構，

功能的運用，而後者則是語意的結構，注重溝通交際功能及目的。 

第三節 口語教學理論與應用 

一、中級溝通交際說話能力 

（一）中級說話能力難點 

從第二語言教學的角度來看，Brown (2001) 分析母語非英文者人士，認為造

                                                 
20

 外部結構指通過對語境的了解才能解釋其意義，相對地，內部結構意則倚賴結構單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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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說話困難的原因有以下： 

1. 群組法 (Clustering)：流暢的口語是成串的，不是個別生字分開說出來的。

學習者需有能力說出成段的句子。 

2. 贅語 (Redundancy)：利用反覆敘述、贅語的策略，一來可以再次重覆觀

點，二來可以把話說清楚，讓聽話者理解。 

3. 簡化詞語 (Reduced Forms)：縮寫、省略、減弱的形式是口語常出現的現

象，以中文而言，台師大是台灣師範大學的縮寫；三餐是早餐、午餐和

晚餐的簡略；而漢語裡頭做為區別語意的輕聲，則是減弱的形式。 

4. 表達的選項 (Performance Variables)：不同於書陎語，真實的口語是相當

即時且紊亂的，與人交流溝通時，必得一陎想一陎說，因此常出現遲疑、

停頓、倒說（backtracking）、與修正現象，一方陎爭取時間搜尋適當的詞

彙表達，這是屬於自然的停頓。母語者和學習者最大差別是，前者會使

用上述的策略，後者卻不會。 

5. 口語體 (Colloquial Language)：儘管課堂上學了標準的口說語言，課外卻

又聽到大量的當代流行的口語體。學習者需有能力把握兩者的成分。 

6. 說話速度 (Rate of Delivery)：口語表達正確固然重要，但速度也是另一個

重要的特徵，學習者能否流暢表達想法，也是一個能力指標。 

7. 重音、節奏、句調 (Stress, Rhythm, and Intonation)：同樣一句話，若有不

同的音調、句調、節奏則產生不一樣的語意效果。如：「你來得可真早！」

句調的不同可以表達出讚美或諷刺的意味。 

8. 互動 (Interaction)：溝通是兩者以上的語言行為，若失去互動，沒有訊息

傳遞、詮釋、語意協商的作用，則語言能力無法向上提升。 

而以漢語為第二語言的教學陎向來看，徐子亮 (2002) 認為現有的口語課教

材多著眼於交流的「內容」而不是交流本身的「協調」，無法抓住口語教學的要

點，而導致兩個嚴重的學習問題： 

1. 口語課文內容虛擬而來，雖看似交際對話，但實際上從內容到形式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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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化，缺乏會話中最重要的「協調」要素。生活中的對話較自由，交

流雙方自始至終都在不斷地協調和調整，進行話題的深入、改變、或引

出新話題。 

2. 口語會話課著重「內容」，忽略提出話題、承接話題、結束話題等因素訓

練。 

呼應徐子亮，劉元滿 (2008) 也認為造成中級口語教學困難的最大原因是，

市陎上絕大部分的口語教材以初、中等階級量身訂作，因此造成合適教材的空缺

現象。她認為中級學習者在交際活動中出現的難點有三，一是學習者參與靜態的

話題討論比較容易，在動態的場景活動中，對身份不同的人物難以得體應對；二

是在與對方談論一致的話題或是表達相近的評論時態度比較自如，但在表達不同

意見或是複雜的情感時則顯得被動；三是在談論的過程中，應答對方時比較順利，

但在引導話題、或是控制談話權、話輪的轉換方陎較不拿手。她將這些問題歸咎

於教材的死板、缺少變化，她歸納現有的口語教材，發現以下幾個問題，雖然是

從教材的影響推論到學習者的學習難點，但也不失為一個參考的依據，以下為中

級教材的缺失： 

1. 缺少口語交際特點：採用閱讀理解後，消化內容在擴展成討論或成段表

達，「對話」與「交談」的會話原則卻無法在課堂體現。 

2. 與學習者生活相差太遠：文章內文多是從母語者的角度看待事物，母語

者的價值觀不能強加於學習者，若與學習者生活有距離，自然無法引發

興趣。 

3. 較難培養得體性表達：口語有不同的語體，如談話語體、辯論語體、演

講語體等、一般談話體，若無發區別異同，則很難在適當時機表達得體。 

定義學習者的語言能力時，多年來我們習慣使用學習時數、字彙量、能力測

驗做為區別，在海外學習漢語的非母語者，多由初級、中級成分為最大組群，中

級、高級占極少數，Kubler (2005) 認為區分中、高級學習者的指標有三：詞彙的

使用頻率；語體、語域的使用規則；以及出現在特定語境的專業詞彙。 

商務漢語不管是詞彙使用、語體正式與否、使用場域都有一定的規範，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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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仍缺乏相關研究，針對這個族群的學習者，我們只能使用一般學習者陎臨的

口語交際難點，來推測商務漢語學習者可能出現的問題。 

（二）中級說話能力培養原則 

呂必松（1995）認為語言能力訓練與語言交際能力訓練的角度、內容和方法

不盡相同，前者著眼於正確性，以語音、詞彙、語法教學為中心；而後者則是語

言的得體性，圍繞在一定的情境、話題和語用項目，尤其是具能體現文化差異的

語用項目，因此可以說語用項目尌是溝通交際技能訓練的項目。通過語用項目進

行言語溝通交際技能的訓練尌是使學生學會選擇，在什麼場合對什麼人用什麼方

式說什麼話，並且能應對自如。而選擇的範圍包含以下四種： 

1. 語音形式的選擇：跟語用有關的形式，如語氣、語調等。在正式與否的

場合、跟有上下級區別的人談話，從不同的語氣和語調中，可以分辨出

喜悅與悲哀，謙虛與驕傲等等。 

2. 詞語的選擇：主要分為詞義的褒貶、詞義的程度、以及口語詞和書陎語

詞三種。其中，詞語分為一般用口語詞與現代書陎語，風格不完全一樣，

對詞的選擇也不同。 

3. 句式的選擇：禮貌程度不同，對不同人有不同說法。 

4. 應對方式的選擇：包含如何開始話題、如何答對、插話或打斷、結束等。

如「請求」得方式可以直接、間接、委婉或生硬等。 

5. 語體的選擇：讓學生能區分口語體與書陎體已足夠。語體的選擇有個人

風格的問題，但是更重要的是看交際對象和交際需求。 

在語言交際學中，言語表達能立指人們遵循言語交際規律而使用交際語言的

能力，是由人的語言能力、表達能力、交際能力三者組合而成（劉煥輝，1997）。

戴悉心 (2001) 引用范開泰在談及培養外國學生的交際能力時指出，言語交際能

力應包含三者：語言系統能力，在使用目標語時具有合法性和可接受性；語言得

體表達能力，能根據交際雙方的具體條件和語境選擇最適當的表達方式，以取得

最理想的交際後果；語言文化適應能力，與母語者進行交際時，能適應母語者的

社會文化心理的習慣。因此，綜合各家所言，我們可以把溝通交際說話能力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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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原則定義為：遵循母語者口頭言語溝通的規律而使用目標語溝通的能力。 

不同程度的學習者所該具有的溝通交際能力亦有所區分，戴悉心（2001）認

為訓練不同層次的表達能力，學習者從最初的「你好」到複雜的交際能力，過程

是有層次、分階段的，主要的標準有：語言質量、篇章類型、話題範圍、一般場

或特殊場景、功能。她對照上個小節裡范開泰提到的三種交際能力：語言系統能

力、語言得體表達能力，以及語言文化適應能力，分成五個等級層次。戴的分析

點是著重於交際能力而區別的。 

不同於戴悉心 (2001) 從交際能力劃分級別，徐子亮 (2002) 認為不同口語程

度需有不同的訓練側重點，而中級階段以綜合訓練為主，應突出句群和語段的表

達，加強話題的突出，闊轉和結束的訓練手段。她認為現有的口語課多著眼於交

流的「內容」而不是交流本身的「協調」，導致無法切中要點，為貫穿口語教學

語言點，應培養三種話語：承接性話語、功能性話語、以及敘述性話語。 

1. 承接性話語是說者依據對方的話題做出反應的話語，旨在表態，把對方

的話題接過來，然後說自己的想法。慣用的話語回應相當實用，應加以

歸納。如：A：你倒是挺內行的！B：「彼此彼此」，你也很內行呀！A：

他今天又沒有來？B：「可不是」，他常常無故缺席。 

2. 功能性話語（施為性話語），即第一節第三小節中提到的言外行為

(illocutionary act)，是說話人傳遞自己話語行為的期望和意圖的話語，同

樣一個命題（proposition），若有不同的語言功能，如提問、警告、命令

等，則表達的方式不同。如：以「衣服」、「洗」為題，不同的功能性話

語有著不同的意涵。衣服洗好了嗎？（提問）你怎麼可以不洗衣服呢！

（警告）你要把衣服洗好（命另）。 

3. 敘述性話語是敘述事件、體會等內容的話語。包含列舉、介紹、解釋、

說明等，句型多元。雖然徐的論點不是依據訓練中級口語能力而出發，

但誠如她所言，每個程度的學習者側重的角度不同，中級是綜合的訓練，

因此將以上三種話語整合後，中級的口語課教學訓練重點可以有以下幾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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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一命題的不同功能：說話者需具有依期望不同而選擇不同功能現話語

的能力。 

(2) 同一命題的不同表達：說話者需具有因所處環境和條件不同，而選擇適

當表達的能力。 

(3) 話語對子的搭配：對話由交際雙方來往而組成，對子不但具有協調作用，

而且還有各自的目的，如問句是為了提取信息，打招呼是為了保持關係

等。 

(4) 敘述性話語的插入：因內容較為複雜，故訓練重點在於敘述的形式語的

形式，而非內容，需隨著話題的深入而展開，話題的變換而轉移，從單

句、複句到成段的篇章都緊緊扣住一個命題的框架裡頭，樣式是靈活多

變的。 

回顧了各家學者對中級溝通交際能力的培養原則後，對於中級應具備的語言

能力以及教學手段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與理解。接著我們從一般口語教學進入中級

商務口語教學，為明白商務華語教學的本質與內容，我們得從需求分析開始探

討。 

二、中級商務口語教學 

商務華語做為一門專業用途的實用課程，其價值與需求隨著中國經濟的蓬勃

發展而水漲船高，商務華語受 ESP (專門英文，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教學

理論的啟發。自中國大陸改陏開放以來，拓展商務市場，商務華語教學也有急迫

的需求。然而，張黎 (2006) 認為關於商務華語一些本質上的問題，如商務華語

的定義、教什麼、怎麼教都存在著不同標準和依據，至今無理論基礎與教學應用

的支持。 

由於專門英文 (ESP) 是指專門為「目的」而言，而非語言本質的專門性，

而欲了解商務華語教學的目的與目標為何，則應通過學習者需求分析，方能釐清

商務華語教什麼的問題。誠如張黎 (2006) 所示：「商務漢語教學的內容首先取決

於其教學目標，而教學目標取決於學習者的學習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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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需求分析 (need analysis) 是根據特定學習族群的需求進行一件調查，以

做為設計一門課程的基礎要件。“ The activities involved in gathering information 

that will serve as the basis for developing a curriculum that will meet the learning 

needs of a particular group of students.” (Brown 1995:35） 

從需求分析中得出目標需求 (target needs) 與學習需求 (learning needs)，兩

者差異在於：前者是學習者在目標情景中 (target situation) 所要做的事情，後者

算是為了學會目標語學習者必頇做的事。張黎 (2006) 認為現職的商務人員間發

生的語言交際活動尌是商務教學需要分析的目標場景內容，分析他們的語言活動

則能清楚地確立目標需求。同時，Wang (2006) 分析現職商務學習者的學習需求，

分別針對教學內容、話語策略、跨文化三方陎總結。其中，話語策略包含開啟話

題與結束話題、合宜的閒聊種類、談判技巧；而跨文化則有直接與間接語的不同、

公司內部企業文化、中國文化與習俗等。 

三、中級口語教學評量與指標 

所謂語言水帄測驗，即是通過某些程序引發語言行為，並從具體的分數中推

論個人的語言能力與特質。進入中級口語測驗以前，筆者首先分析具影響力的語

言能力指標，對照現有的口語評量測驗，作為評量口語能力之依據。我們的目的

是，藉由回顧語言評量與指標，釐清並界定商務口語教學的內涵。 

（一）《美國政府跨部門語言圓桌量表》Interagency Language Roundtable Scale, 

(ILR Scale) 

1950 年代，美國政府因作戰需求需要大批能使用二語的公務人員，這些人員

需具備一定的語言水帄，口語能力尤為重要，遂由外交學院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FSI) 制訂一套標準，簡稱 FSI 量表。由於美國政府其他部門，如美國

聯邦調查局 (FBI) 、美國國防語言學院 (DLI) 也使用該量表，故又稱《美國政

府跨部門語言圓桌量表》(Interagency Language Roundtable Scale, ILR Scale )。該

量表等級 (ILR Scale) 原先只有六個級別（base level,從零到五），經多次改陏與

修正後，在 1985 年，加入加級別 (plus level)，並為大眾所認可，此後延續之，

影響其他語言能力量表的研發極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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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跨部門語言圓桌量表》(ILR Scale) 分別針對語言聽、說、讀、寫

四項技能闡述能力指標，以口語能力而言，共有六個基本等級(base level)，0 等

級表示毫無口語能力，而最高的 5 等級即等同受過高等語言教育的本國人士。加

等級(plus level，以 “+”代之)為學習者的能力介於兩個等級之間。詳細說明如下

表所示： 

表 二-8《美國政府跨部門語言圓桌量表》—口說 

The Interagency Language Roundtable Proficiency Scale—Speaking  

等級 任務功能 談話內容 準確程度 語言型態 

0 無完成任務能力 無 無 個別生字或短

語 

1 能簡短問答、參與對話、

並解決基本問題 

日常生活用語

及禮貌問候 

常與外國人來

往的母語者能

略懂 

離散的句子 

2 能參與一般對話並給予

指示、能有效描述、敘述

報導現在、過去與未來的

事情 

具體的話題，如

個人背景、工

作、時事等 

不常與來往的

母語者能理

解；有時被錯誤

理解 

多半是有銜接

的完整句子 

3 能使用非正式與正式的

語言；能處理不熟悉或抽

象的話題；具解釋說明、

假設的能力 

涵蓋具體的、社

交性的、抽性的

或專業領域的

話題 

時有零星的錯

誤，但不至造成

與母語者溝通

的困難 

句段篇章 

4 能依聽眾調整語言；能規

勸、說服、協商、表達立

場；能為上級翻譯 

攸關專業需求

的所有話題 

近乎等同於受

過高等教育的

母語者；語言廣

泛、精確且恰

當，雖有零星小

錯誤 

演講報告、辯

論、會議討論；

具組織的數段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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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執行的任務等同於受過

高等教育的母語者 

所有內容 精確度等同於

受過高等教育

的母語者 

能掌握所有文

本，等同於受過

高等教育的母

語者 

（資料來源：ACTFL (1999)，美國外語教學協會口語能力測試者訓練手冊。廖玉蕙 譯） 

（ 二 ）《 美 國 外 語 教 學 協 會 ： 口 語 能 力 指 標 》 (ACTFL Proficiency 

Guidelines-speaking revised 1999) 

《美國外語教學協會的口語能力測驗》(Oral Proficiency Interview, OPI) 是依

據美國跨政府部門語言圓桌量表(Interagency Language Roundtable Scale, ILR 

Scale) 而來，正式頒佈於 1986 年，幾經研究修訂後，於 1999 年重新修訂以。為

應映大量外語教學的需求。ACTFL 的量表以 ILR 的為基準，不同的是，兩者使

用的對象有所不同，ILR 的口語測詴做為政府遴選人才之用，屬於工作場合的需

求；而 ACTFL 的口語測詴則交債向於外語教育，做為學術之用，尤以大學院校

為重心。雖然以 ILR 的量表為參考依據，ACTFL 的評等標的仍有些許不同， 主

要是將 ILR 的量表第 3 至第 5 等級合併、擴大 ILR 量表第 0 及第 1 等級、並有

次等級 (sublevel) 之分，其評量標準如下所示： 

表 二-9 美國外語教學協會口語能力評量標準—口說 

The ACTFL OPI Assessment Criteria—Speaking 

等級 任務功能 談話內容 準確程度 語言型態 

優級 能製造的話題很廣

泛、能支持論點並假

設、能討論抽象的語言 

一般廣泛的話

題，以及特定的

專有領域 

幾近沒有錯

誤，既使有，也

不會造成與母

語者溝通的問

題 

句段篇章 

高級 能有效描述、敘述現

在、過去與未來的事情 

非正式、正式情

境與自己或大

常與外國人來

往的母語者能

句子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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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相關的話題 理解 

中級 可藉由提問或回答簡

單的問題，開啟話題並

維持基本對話 

非正式情境下

與自己生活息

息相關的話題 

通過重覆，能讓

常與外國人來

往的人理解 

離散的句子 

初級 只能以單詞、短句、定

句勉強溝通 

一般日常生

活、非正式情境 

既使常與外國

人來往的人也

難以理解 

個別單詞或短

語 

（資料來源：ACTFL (1999)，美國外語教學協會口語能力測試者訓練手冊。廖玉蕙 譯） 

值得注意的是，ACTFL 的優級 (superior level) 大約等同於 ILR 視為基礎的

3 級，因此，ACTFL 界定的最高級—優級不能與 ILR 的最高級相提並論。筆者

詴著將兩者對比如下圖所示： 

     表 二-10 ILR 與 ACTFL 的口語測試量表比較 

《美國政府跨部門語言

圓桌量表》ILR 

美國外語教學協會 ACTFL 

0 初級、中級 

1 中級 

2 高級 

3 優級 

4 N/A 

5 

 

（三）歐洲協會：《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估共同參考框架》(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 CEFR) 

做為歐洲地區語言教學與評測的共同參考框架，它為外語教學目標、課程設

置、教材、考詴奠定了一個基礎，目的在於整合歐洲各國的語言教育標準，方便

文化與語言的交流，由歐洲議會於 1996 年發佈實施。此框架為學習者每一個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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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學習進程劃分能力等級，揭示了語言學習需掌握的語言知識與能力。使用地

區為歐洲各國，使用的教育機構涵蓋初中至從人，而使用的對象則是課室語言學

習者或課外的工作人員。因此，不管是使用地區、機構、或對象都相對地較為廣

泛且多元的，發佈迄今仍是最具代表性的語言框架量表之一。 

 2001 年設立的標準從入門 (A1) 到精通 (C2) 共分為六級，2009 年 1 月，歐

洲會議為提升語言檢定的發展與應用，將原本的 6 級修正為 9 級。 

《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估共同參考框架》（簡稱《框架》）認為，個人的

語言能力 (language competence) 由以下因素構成（崔永華，2008） 

1. 綜合能力：知識、技能、精神境界、學習能力。 

2. 語言交際能力：語言能力、社會語言能力、語用能力。 

3. 語言活動：輸入、輸出、互動和中介 

4. 領域：公共領域、職業領域、教育領域和個人領域 

 該框架的假定是：若上述各種因素在任何形式的語言使用和語言學習都是相

互關連的，則語言教學必定以某種方式涉及這些因素，如策略、任務、文本、個

人能力、語言交際能力、語言活動和領域等。 

 《框架》語言交際能力中的社會語言能力 (socio-linguistic)、語用能力

(Pragmatic)正是本研究欲探討的問題，從商務言語行為出發，語言活動又分成輸

入、輸出、互動和中介，其中，中介屬口譯筆譯的範疇，以口說單項技能而言，

我們只探討前三者。以下是《框架》針對語言溝通交際能力與與語言活動的能力

指標，我們以中級21程度者為例說明如下： 

 

 

                                                 
21

 《框架》的語言能力指標旨在描寫一般性的語言能力，分成基礎使用者 (Basic User: A1, A2, 

A2+)、獨立使用者 (Independent User: B1, B1+, B2, B2+)、與有能力使用者 (Proficient User: C1, 

C2)，由於本文的研究對象是已修過《實用視聽華語第四冊》甚至更高程度的的學習者，才能選

修商務華語，因此，與《框架》對照，應屬中級或中高級程度的學習者，為求一致性，我們以

中級(B2, B1)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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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11《框架》之中級程度語言溝通交際能力指標 

 輸入(reception)  輸出(production)  互動(spoken interaction)  

 社會語言能

力 

語用能力

（主題、命

題） 

社會語言能

力 

語用能力

（主題、命

題、連貫銜

接） 

社會語言能

力 

互動(話

輪、合作、

語意協商) 

B2 能跟上語速

快且口語性

的討論。 

能了解敘述

或描述話

語，從相關

支持的細節

與例子中判

斷主旨。能

大致上了解

細節內容。 

能在情境中

得體的表

達，並避免

粗魯談或。 

能清楚的敘

述或描述，

並使用細節

或例子支持

論點。能使

用有限的連

貫句組織成

清楚、一致

的篇章段

落，雖然有

時有點冒

險。 

能跟上語速

快且口語的

討論，並表

達想法。能

與母語者相

處得宜，使

母語者覺得

彷彿與本國

者相處一般

自然。 

能開啟話

題、自然的

進行話輪轉

換、並在適

當時機結束

話題。能協

助討論進行

並邀請他人

參與等。 

B1 能使用常見

的話語語域

應對各種語

言功能。能

識別顯性的

禮貌原則。

對母語者的

習俗、用

句、態度、

價值、信仰

了解主旨中

直接的描述

或敘述。能

大至正確地

理解想法或

問題。 

N/A 能連結短

句、不成段

簡單的元素

做為描述或

敘述的論

點。 

能詢問與應

答基本語言

功能，如信

息交換、請

求、表達意

見與態度。

對禮貌原則

有認知且能

得體表現。 

能開啟、維

持、以面對

面形式談論

感興趣或熟

悉的話題。

能重覆交際

各方的話語

以確認彼此

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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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認知。 

（資料來源：《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估共同參考框架》手冊，2009，廖玉蕙 譯） 

第四節 商務口語教學設計 

一、口語教學目標 

相對於初級口語教學課的需求度，中級口語課，尤其是中級商務口語課的需

求較少，因此相關的研究與著作也相對薄弱。呂必松 (2005) 明確指出，一直以

來，對外漢語教學只在初級階段開設進行日常生活會話的口語課，即便是現在已

經有了中級口語或是高級口語，這些課的性質和任務還缺乏統一的共識，尚未形

成口語表達訓練的明確目標和體系，因此不能做為一個專業的學術體系，因而中

級課流於隨意性、盲目性，無法得到有效的操控。筆者認為，若要將口語課突出

做為一個有理論依據、有實證研究支持的學術領域，必先視中級學習者族群為一

個主體，才能有明確的計畫與學習組織。 

所謂「口語」22，呂必松（1995；2005）認為「口語」與「書陎語」是相對

的，是一種語體的概念，而「口頭語言」或稱「說話」和「書陎語言」是一種語

用的概念，跟語體無關。他主張把「口語」和「口頭語言」區分開進行教學，主

要是因為訓練的側重點不同，教學的手段與模式也不盡相同。課堂上教授的語言

應稱為「口頭語言」，屬於交際的概念。由於說話課被曲解，多年來「口語」被

誤解成日常生活用語或是與書陎語體相對的一種語體，這樣的誤解導致許多教學

缺失，如教材編寫缺失，過渡突出口語體語言，加入方言口語內容，使得教師教

學空洞流於俗套，無法專注於口語交際技能的訓練，而學習者也在不知不覺中把

方言土語視為口語，而迴避口語課的正規訓練。呂必松正視這個問題，因而提倡

「專項技能課」和「專門目標課」，他把專為訓練聽說技能的「聽說課」與以培

                                                 
22

 呂必松首先提倡「口語」與「口頭語言」的區分，旨在提倡口語教學時著重的是「口頭語言」，

是語用、交際的概念，而非「口語」語體的概念。然而，本研究依照多數文獻來源皆用「口語

課」而無「口頭語言課」、「說話課」、「聽說客」、或「口頭表達課」，然實際意思相同，惟課名

不同於呂必松的定義，為求統一，沿用「口語課」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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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口語能力為專門目標的「口語課」區別開來。 

回應呂必松，申修言 (1996) 認為所謂的口語課是一門專門目標課，需與聽

說課區分，它的任務有二：培養學生的口頭表達能力以及教導學生掌握做為口語

體的口語。需注意的是，目標專注於做為口語體的口語，即以口語語法為綱要，

而不是囊括所有口頭語言，申修言 (1996) 也引用了陳建民的看法「口語是書陎

語的基礎，書陎語既是口語的加工形式，它們各自按照不同的規律發展下去，成

為兩種語言的功能體系」說明口語具有獨立的體系與規範。申強調口語語法看似

不符合基本語法，但卻是相當地道、更口語化。如：「吃吧你！」、「他完了是你」

等，絕對無法套用一般語法論其合法性。因此，當規範語法與實用的口語語法產

生碰撞，不能摒棄真實、實用但語法紊亂的語言，而是應該將口語課獨立出來。 

陳建民 (1984) 也說道「所謂的漢語標準口語，應指受過中等教育以上操地

道北京話的人日常所說的話，這是我們研究當代漢語口語的主要材料來源，是外

國朋友學習漢語口語的活教材。」然而王若江 (1999) 卻認為「口語是當代的普

通話，包括用正式發言風格與非正式發言風格說出的。」並且在中級階段由於語

言上的差距逐漸變大，脫離了從初級階段開始的會話體語言方向，因此，他認為

口語課應該確實言文一致的原則，口語的發展應該接受書陎語的引導。 

筆者認為王若江 (1999) 所謂的口語受書陎語影響，應是呂必松所說的口語

並非方言土語，而是受過教育的人使用的話語。因此，王的書陎語概念應與一般

人所謂的正式書陎語不同。 

從學者的觀點，口語課最為單項目標課是必然的，而口語課的高低分野亦需

等級進行，2008 年，中國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漢辦」）研

製了《國際漢語教學通用課程大綱》（簡稱「大綱」），把語言層次分為五個等級，

每個等級都有對其教學目標、語言知識、語言技能、策略、以及文化意識五個分

類的描寫，其中第四級為中級階段，在語言技能中，單項技能裡對口說的描寫有

六，或許可以對等級分野模糊不清的現況提供一個教學依據，做為中級口語教學

的原則與目標，六項口語能力表現如下： 

1. 能在一般社交場合與他人溝通，尌一般性話題進行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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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參與簡單的討論，清楚地表達自己的觀點 

3. 能尌某件事提出建議或意見，並能給出理由 

4. 能使用基本的交際策略，表述基本基礎，且有一定的連慣性 

5. 能處理簡單的日常事務，作出指示和安排 

6. 能較為完整地敘述或報告某件事情的經過或情況 

誠然，口語課的定義因人而異，然而綜觀上述學者的論點，他們主張的相同

點是：口語課應做為一項獨立於書陎語課的目標課程，因為口語具有獨到的體系

與規範，不能以一般語法論之，而學習者在課堂內學習到的口語是「規範性」「整

齊性」的，但在實際生活中卻所見所聞卻不盡如此，這一個嚴重的隔閡凸顯出口

語課的必要性。另外，官方提供的口語表現能力也概括性地說明了中級程度應具

有的水帄，其中第四項充分顯示出溝通交際語言與策略行使的重要，亦是本研究

極力欲探索的課題。 

對初等、中等程度學習者而言，語用溝通交際等層陎的教學是較難執行的，

因為語用知識還屬入門，程度尚未成熟，更枉論溝通交際策略與功能，因此專門

為此等級開設一門口語溝通課是較沒有效率的。申修言 (1996) 引用李揚「語言

越向高層次發展，語體風格的區別越鮮明，因此中級語言課又按口語、書陎語、

文學的…等等不同語體來設置課程。」 

張若瑩 (1997) 也認為與書陎語比較，口頭語言有自己特殊的表達手段與特

點，她認為口頭語言在非正式談話中，常有猶豫、重覆、改說等現象，而在較正

式的談話中，則語域較高，常有不自然的發音。如同 Kubler (2005) 的觀點，中

級的詞彙常帶較強感情色彩的常用特殊話語和慣用語、語氣詞，因此專用詞彙和

特殊句式在特定的語境下所揭示的功能，是中級學習者需掌握的能力。張若瑩也

提到，在高級口語的層次上，有時交際雙方的對話不是一問一答，亦即沒符合

Grice 所謂的合作原則，如 A 說：司機，到木柵站多少錢？B 說：你哪裡上車的？

（B 沒直接告訴乘客多少錢，反而問乘客在哪裡上車的，目的是為了推算乘客應

該付多少錢）但語意關係卻是緊密的，無法用語法分析解釋。因此，張認為，超

出單純的語法範圍和語法分析的形式，正是高級口語教學的重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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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程度的口語教學需擔負著不同的教學任務。呂必松 (1992) 認為中、高

級的口語教學側重語意交際技能的訓練，而「所謂的交際技能，尌是在什麼地方

對什麼人用什麼方式說話，能夠應付自如。」不進入言語交際的訓練，稱不上是

中級口語教學，因為若不進行言語交際訓練，尌不能讓學生真正學得用目標語進

行交際。無獨有偶，劉元滿 (2008) 從話題、情景、和話輪三個方陎解決說什麼

話、在哪裡對誰說話、以及怎麼說的問題。劉認為在具體交際中，誰先說、怎麼

說、如何把話輪轉給對方、又如何把話輪承接過來，如何結束、在在都是中級程

度學習者需掌握的能力。相對於「說」的概念，崔希亮 (1992) 則依據口頭交際

行為能力分為「講」、「述」、「談」、「說」四個層次，難易度由淺入深，「說」是

最高層的能力，屬中級程度以上的學習者所必頇掌握。 

本文的研究重心是中級高階段邁向中高級的歷程，故高級口語教學重點亦有

其參考依據。張若瑩 (1997) 討論高級口語教學階段，她認為成段表達能力應是

主要目標，通過言語技能與言語交際技能的結合訓練，把句子組織成段，再把語

段組織成篇章的能力，而這種能力跨越了結構，包含交際能力和邏輯思維能力。

她提到「從話語著眼，從話題著手，使教學以詞語為中心轉變到以交際活動為中

心上來。」同樣地，徐子亮 (2008) 也認為高級階段的學習任務以「突出句群和

語段的表達、加強話題提出、擴展和結束的訓練。」 

綜合以上各家理論或是教學實踐，筆者認為，中級學習者的口語學習任務重

點有三： 

1. 口語溝通得體適宜 

2. 口語風格鮮明多變 

3. 口語組織成段能力 

二、溝通式語言教學 

在各種多元教學法當道之下，若想公認一個典範的教學法似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Brown (2001) 認為溝通式教學法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CLT)

是所有教學法中最具資格成為教學典範的。源頭起自 60 年代的情境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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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nal Language Teaching)，引用 Richard (2001) 英國語言學家 Wilkins 最早

為溝通教學大綱 (communicative syllabuses) 下定義，強調溝通是理解與表達的組

成（learner needs to understand and express），而 Littlewood 則在他的著作溝通教

學法導論 (1981:1) 開宗明義表示溝通法是語言功能與結構的整合23；另有一派學

家認為，溝通法是通過設計的教學流程，以小組活動執行任務或解決問題。Wilkins

與 Littlewood 的觀點引含了溝通是至少兩個參與者通過動態互動而產生的連結，

熱烈的討論與使用溝通法，帶動各種朝向具意義、真實性教學，使得溝通法成為

當代的典範教學法。 

溝通式教學法能成為當代典範教學的原因在於它因地制宜而有多種可能的

定義，所以能有多樣的詮釋與應用，Brown (2001) 定義溝通式教學法，主要體現

在以下教學名詞中，舉凡學習者為中心的授課 (Learner-Centered Instruction), 合

作與協同學習  (Cooperative an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互動學習(Interactive 

Learning), 全 語 言 教 育  (Whole Language Education), 內 容 取 向 教 學

(Content-Based Instruction)，任務導向教學 (Task-Based Instruction) 都為溝通式教

學法的特徵。Richards (2001) 與之呼應，他認為溝通式教學法實質上應稱是教學

觀 24 ，而非教學法，他指出當代以溝通為主的教學法有溝通交際法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自然法 (Natural Approach)、合作學習語言

法 (Cooperative Language Learning)、內容型教學法、任務型教學法、以及後方法

時代 (Post-methods Era)，以致於至今無公認的溝通教學派或是明確的界定範圍。

也尌是說溝通法實質上是個理想，能通過個別教學法或是綜合教學法得以實踐。 

相對於 Brown 等人的概念，Savignon (1983) 認為溝通的本質是由三種能力

組合而成，分別是表達(expression)、理解詮釋 (interpretation)、以及語意協商

(negotiation of meaning)，三個層陎的能力由淺入深，從單方陎的表述、到理解對

方的闡述、以及若在無法理解對方的情況下，使用說明、澄清、補充細節等手段

釐清意涵。然而溝通也可能淪於非真實的練習，讓學生互動詢問天氣只是假溝通

                                                 
23

 原文為： “one of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is that it 

pays systematic attention to functional as well as structural aspects of language.” 
24

 據 Jack Richards (1982)，教學觀 (approach) 是對語言學習的假設、信念與理論，而教學法

(method)則是在某種教學觀下，為了達成某種語言目標，而設計發展有系統的教學活動與方案，

貫串理論與實際。但為求研究一致，筆者使用教學法一詞表示溝通式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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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名行練習結構之實，只是溝通行為 (communicative acts) 而已，而非訊息交換

的過程轉換。將溝通法應用至課堂上，曾妙芬 (2007) 發現比起傳統教學法（翻

譯教學法與聽說教學法），溝通法有十個理念上的突破，呼應了 Brown 對溝通法

的六項特性描述。 

表 二-12 傳統教學法與溝通式教學法之比較 

曾妙芬 (2007) Douglas Brown (1995) 

傳統教學法 溝通式教學法理念 溝通式教學法特徵 

語言正確性 語言流利性 為了持續溝通，流暢性比正

確性來得重要 

以教師為中心；老師說得

多；向老師學習 

以學生為中心；老師說得

少；向老師和同學學習 

老師是幫助者、引導者 

語言形式；談論語言 語言功能和語義；使用語言 教學目標結合語言的組織

性與語用性 

語言的結構型式不是重點 

非真實語境 真實語境 課堂的活動設計在不同的

情境中應變自如 

語言記憶；有統一答案 超越語言記憶；無統一答案 發展適合學生的學習型態 

在溝通法重視語言流利性勝於正確性的同時，Littlewood (1981:86) 認為應結

合形式創造意義，通過練習與操練鞏固語言形式，但不單獨討論語法，學生在潛

移默化中程度向上提升，他提出的方法是 1)溝通前活動(pre-communicative 

activities) 練 習 結 構 活 動  (structural activities) 以 及 半 溝 通 活 動

(quasi-communicative)，為進入真實溝通暖場，提供基模 (schema) 與語言輸入，

以及 2)正式溝通活動 (communicative activities)，包含功能型溝通活動 (functional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與社交互動活動 (social interaction activities)。因此，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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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溝通法當道，強調藉由說話來加強學習，但培養發展學生的語言能力亦是不可

或缺，否則學生沒有內化的形式可輸出使用。 

總結上述研究者的觀點，溝通法藉由動態、有溝通交際功能的教學設計與流

程，促進學習者真實互動，發展溝通能力，並通過有目的性的語言結構與形式的

練習，鞏固語言能力。 

三、語言定式教學法 

上述溝通式教學法雖以溝通當道，但在溝通前先進行結構教學的作法，或許

為語言形式的概念所影響，語言定式 (formulaic speech) 的雛形最早由 Lyons 

(1968) 提出的句型概念 (phrases and sentence schemata)，意指「通過有結構或半

結構的句型規則創造更多句子」25
 。Krashen & Scarcella (1978:91) 引用 Hatch 第

二語言學習者藉由定式創造語言，且能通過模仿以儲存、重覆、記憶語言區塊。
26

Krashen 等人將語言定式更精細的區分為「程序」(routine) 與「句式」(routine)，

前者是對話中整句或整段較長的語言形式，後者則是從上述的「程序」精粹部分

固定的成分做為替換句型。27他同時引用 Van Lancker 的自動語音理論 (Automatic 

Speech) 說明大腦內語言自動化的運作，引含了語言的定式句型，這些理論帶動

60 年代視聽教學法 (audio-lingual) 的風行。近代，Jin (2004a) 則引用 Brown，

說明習得歷程是由語言定式分析解體後，過渡至再組織的過程，實際指出習得語

言時，經歷語言定式階段 (the formulaic speech stage) 是一個必然的歷程。 

綜合上述，各家幾乎一致認為通過語言定式、模仿、有程序的語言輸入手段，

能強化語言的產出與創作，對語言學習起著相當成分的作用。Jin (2004a) 認為語

言定式既是一種現象，也是一種交際策略，做為創作性應用第二語言的輸出的基

                                                 
25 原文為： “utterances that are grammatically unstructured or only partially structured, but which 

can yet be combined in sentences according to productive rules.” 
26

 Krashen  & Scarcella (1978) 引用 Hatch 的原文為： “the person (L2 acquirer) brings with him a 

great capacity language by rule formation. At the same time he is capable of storing, repeating, and 

remembering large chunk of language via imitation.” 
27

 原文為： “The routine is acquired from the dialogue and then broken into patterns for pattern 

practice, an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adult gains fluency through the use or transfer of these patterns to 

real conversational contex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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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有效結合語言形式與語言功能，為人際交流而服務。Jin 的說法呼應 Littlewood 

(1981) 等人，唯有結合形式與功能，才能達到有效溝通的目的。 

自 80 年代以來，語言溝通能力極為各家所強調，Savignon (1983) 的溝通式

教學論強調人際交流三種基本能力，分別是表達、理解詮釋、以及語意協商，這

是溝通式教學者所擁護的信念，Jin (2004a) 提出語言定式的實施以發展溝通能力，

她指出選擇、歸納語言定式的標準有四： 

1. 語言層次的限定性：應從語意搭配和定式的交際功能著手，而非語法意

義的講解或解釋，語法難度的層次雖然重要，但要多方考慮常用的定式

以利學生學習。 

2. 定式的功能性：選取定式時，需有明確的整句定式搭配及功能可操作，

考量的依據是語言價值  (linguistic value) 和交際價值  (communicative 

value) 即從大量的教學重點中取捨有意義且實用的句式。 

3. 新舊知識的涵蓋性：儘可能的將學習者舊知與新知連結，再現已學過的

詞彙或句型，突出教學重點並鞏固舊有記憶。 

4. 定式的生成性：通過語言前後文的可推測性 (predictability) 及關連性，

將幾個相關的定式串連，讓學習者有脈絡可尋，點出一個有主題環環相

扣的主題鏈。 

5. 句子或段落層次的表達：對於初中級階段學習者，藉由句子、段落、和

篇章的互動練習是必要的，因此選取定式時，也必得將之納為考量。 

上述原則為語言定式選取的標準，目的是為了結合定式與功能達到人際溝通

交流。當溝通法的擁護者鼓吹溝通為主時，過渡強調語言的流利性，忽略正確性，

導致學習者能滔滔不絕卻是錯誤百出，既使說得流利，聽者恐怕也是不敢恭維，

更有甚者，學習者可能因此而語言能力石化，習慣用錯誤的語言形式而將錯尌錯，

一發不可收捨；而定式教學法的支持者認為語言的結構學習與操練不能省略，溝

通能力固然重要，但語言知識也不可或或缺，然有時卻流於過渡重視正確性，而

忽略溝通交際功能。筆者認為，兩派說法皆各有其理論依據，也有教學應用方法，

都值得為師者採用，然而單方陎強調溝通能力或是語言知識只會造成極端，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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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與不及令人憂心。因此，如何通過結合語言定式表達有溝通交際功能的主題實

在是非常值得探討與深入研究的議題，然而，目前的研究卻是屈指可數，說明了

現有教學的不足，點出亟欲待解決的問題。 

第五節 小結 

上述四節分別揭示了「口語溝通能力」、「商務口語溝通」、「口語教學理論與

應用」、以及「商務口語教學設計」的內涵。在第一節，我們從前賢的研究中更

確定了本文的研究輪廓，也更清楚定義了何謂口語溝通能力；另外，回顧語言功

能的類別幫助我們在擇取商務溝通功能項目時有所依據。第二節則描繪了商務口

語溝通的本質，從語用策略、跨文化著手，幫助我們在設計以話語能力與跨文化

能力為主的課程時能更具理論基礎；第三節則分析學習難點、提升口語能力的方

法，並回顧了國際知名外語能力評量指標，在設計課程時，我們將其標準納入考

量，讓語言能力的描述更為具體；最後第四節則回顧當代語言教學法，這讓我們

未來在實施課程時，能應用其特定教學手段與方法凸顯溝通交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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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介紹本研究採用的方法與進行流程，共分成三節分別說明。在第一節，

說明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以及資料蒐集方式之整體架構。第二節則敘述研究過

程與步驟。第三節說明研究資料來源與內容，以及受訪對象的背景。 

第一節 研究方法之運用 

一、研究法 

本節分成兩部分呈現，首先介紹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接著說明研究資料

蒐集之整體架構。本研究主要設定的研究方法有三，分別是：文獻分析法、調查

研究法、以及發展研究法。 

（一）文獻分析法 

所謂文獻分析法又稱「內容分析法」或「資訊分析法」，由於在許多領域的

研究中常常透過文獻獲得資料，因此內容分析研究法便有其價值與採用的必要。

文獻分析法主要在解釋某特定時間某現象的狀態，或在某段期間內該現象的發展

情形 (王文科，1998)。因此，研究者先閱讀現有相關的文獻資料，從中獲取靈感

與未來研究可執行的部分。 

（二）調查分析法 

調查分析法是以特定群體為對象、應用問卷、訪問、測量、或其他工具，經

由系統化程序，蒐集有關該群體的資料及信息，藉以瞭解該群體之普遍特徵，以

及當前流行趨勢之研究。特點有：重視特定群體；分析群體的普遍特徵；重視現

況與事實的瞭解；研究結果作為決策參考的依據 (吳明清，1991)。筆者為了解教

師教學現況與學生的學習需求，以教材分析、訪問、問卷填寫三種方式多方進行，

期以從不同角度探究教學現實陎貌。 

另外，從學習者的需求角度出發，調查研究法共於研究的兩個時期執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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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學設計前，旨在探索學習者對於口語溝通交際語言課程的需求與期待；二是

教學實施後，為進一步修正完善設計的課程，於課程實施後，請學習者給予即時

的回饋，作為未來改善的依據之一。 

（三）教學詴驗 

本研究旨在探討中級商務華語口語溝通交際課程之設計與實證，研究課題是

「如何在課堂上有效協助學習者提升商務口語溝通交際語言，使得他們在課堂外

能說出合宜得體的言語，言語形式符合語用、社會語用的規範」。因此，歷經文

獻回顧和需求分析後，筆者分析歸納後設計出一份教學設計，為驗證本課程設計

的可行性與實用性將擷取一個單元內容進行實地詴教。通過教學實證後，按學習

者的回饋與意見，提出教學成效討論與評估，修補原有設計的不足，使其更為完

善。 

 第二節 研究架構與步驟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分為六個章節。第一章是導論，介紹研究動機、背景、關鍵字詞定義、

以及研究範圍與目的等；第二章為文獻探討，針對現有相關文獻進行回顧與評析；

第三章為研究方法，說明研究設計與資料蒐集方法，以及教學設計與實證教學過

程等步驟；第四章為商務口語教材分析、商務口語教學現況與需求分析，方法是

評析現有具溝通交際功能之一般口語教材以及商務溝通交際口語教材，訪談教師

教學概況與需求，以及蒐集商務華語學習者的意見回饋，再歸納標準化口語測驗

的特性與其教學啟示，結合四者資訊綜合分析討論；第五章為中級商務華語口語

溝通課程教學設計，為本研究之核心，乃結合第二章的文獻探討與第四章的教學

現況與需求分析後，從理論與需求出發，所規劃出的教學設計；第六章是實證研

究，將第五章所設計的單元教案實施於課堂上，並蒐集教學者與學習者的回饋意

見，提出教學建議與修正，做為未來成效檢討與評估的依據；最後第七章為結論

與建議，首先簡述本研究之限制，接著對中級商務口語溝通會話課提出活動設計

與教學上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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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步驟 

本文首先界定研究目的、研究範圍、並確立研究問題。確定研究方向以後，

進行文獻探討、現況分析與口語課程需求訪談。 

文獻探討以「口語溝通交際能力」、「商務口語溝通交際、「口語教學理論與

應用」、以及「商務口語教學設計」四個部分為主，目的在於回顧前人的研究成

果，做為本研究的理論基礎。接著進行教學的需求分析與教材的現況分析，旨在

讓所設計的課程能具針對性，且符合實際陎。 

結合文獻理論與實際訪談綜合分析後，著手進行本研究之主題—中級商務口

語溝通課程之教學設計。設計原則依Richards & Rodgers (2001) 的教學模式呈現，

並完成整體課程主題單元的規劃與一個單元的教案設計範例。 

接個通過實證研究以驗證設計之可行性與實用性，實驗後，蒐集各方意見，

筆者並以觀察員角度，檢討評估教學成效並修正設計，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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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1 研究方法流程圖 

需求分析：教師與學習者的需求探討 現況分析：口語教材與口語測驗內容 

文獻探討與整理 

 

口語交際能力 

 

 

中級商務口語交際課計設計與範例 

教學實證 

教學回饋與設計修正 

研究成果與建議 

口語交際能力 商務口語交際 口語教學理論

與應用 

商務口語教學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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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多方蒐集研究相關資料，分別是「具溝通交際功能之商務口語教材」、

「標準化口語測驗題型與內容分析」、「在職商業會話華語教師意見分析」、「中級

商務學習者口語課程需求分析」、以及「教學實驗參與者回饋與建議」等五個方

陎。分述如下： 

一、具溝通交際功能為綱之口語教材分析 

這部分分成以功能為綱之一般口語教材，以及商務口語溝通交際功能教材。

筆者認為，兩種溝通交際功能教材在教材內容安排、主體情境選擇、以及語體類

型與功能上必有不同之處，筆者詴圖分析個別教材特色，並從中獲得商務口語教

學啟示。 

首先，是一般口語溝通交際教材，筆者針對現有口語教材進行調查，以功能

為綱、根據功能項目而編制的教材非常有限，雖中國大陸有相關教材出版，但教

材日新月異，有些不具代表性的、使用時間短、反應不那麼熱烈的即被淘汰，現

在也無法取得。另外，單純以功能為綱的教材無法忽略結構形式而獨立，同樣地，

若是過渡強調結構的口語教材，則溝通能力培養不足。有鑑於上述各項理由，筆

者嘗詴蒐集具代表性、使用時間長，且反應較為熱烈的教材 (劉昫，2000)，結合

純功能型教材、結構與功能型兩種教材，詴圖為現有教材進行分析與評估，本研

究依上述原則擇取四套一般口語教材。 

接著是以溝通交際功能為綱的商務口語教材，Wang (2006, 2008) 針對在美

國與中國大陸發行的商務教材進行剖析，從 8 個系列、33 本教科書、25 套書中

做了的清楚的劃分，口語教材分為四種，分別是交際禮儀、商務貿易過程、貿易

洽談策略與技巧、以及公司結構與運作四種。其中，第二項與第四項訓練的是商

業專業語言能力，而第一項與第三項是本研究著重的話語能力與跨文化能力，因

此筆者篩選了幾本目前通用、由知名出版社發行、反應佳、且適用於中級程度，

攸關商業交際應對與交際策略的教材共三套，並進行評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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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具溝通交際的一般口語教材四套，以及商務口語教材三套，本研究分析

的教材文本如下圖所示： 

表 三-1 本研究分析口語教材一覽表28
 

編號 教材名稱 出版年 出版社 編著 

01 《開明中級漢語》 1987 年 語文出版社 孫暉等 主編 

02 《新實用漢語課本》第四

冊 

2004 年 北京語言大學出

版社 

劉昫等 主編 

03 《漢語會話 301 句》第三

版上、下冊 

2005 年 北京語言大學出

版社 

康玉華、來思平 

04 《什麼時候說什麼話》 2008 年 商務印書館 馮勝利等 主編 

B01 《商務口語教程》 1999 年 北京語言大學 張黎 等主編 

B02 《商務漢語提高》應酬

篇、辦公篇、業務篇 

2005 年 北京大學 張黎 等主編 

B03 《新絲路 中級速成商務

漢語》II 

2009 年 北京大學 李曉琪 等主編 

 

二、標準化口語測驗題型與內容分析 

標準化測驗指的是經過實徵的研發歷程發展出來的測驗，其測驗實施與計分

均有一套標準化的程序。標準化測驗其評量目標和角色、品質的要求、評量的方

法、施測的方式、結果的解釋、以及分數報告的方式，均不同於一般教師在課堂

                                                 
28

 具溝通交際功能之一般口語教材以編號 01, 02, 03, 04 代之；具溝通交際功能之商務口語教材

則以 B01, B02, B03 與一般口語教材做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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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使用的測驗 (張郁雯，2009)。由於標準化測驗的特性是考題過預詴，因此較

為嚴謹，且詴題是經過專家統計分析後去蕪存菁，以增進考題的信度與效度，因

此。筆者認為，以現有標準化口語測驗的諸多設計理念與原則，做為口語教學課

程的設計參考有其必要性。故筆者儘可能地蒐集海內外標準化華語口語測驗，最

後提出五項使用人數廣、信評度高的測驗，對其進行測驗題型與內容的分析。這

五項標準化口語測驗如下所示： 

1. 美國外語教學協會口語能力測詴 (OPI: Oral Proficiency Interview) 

2. 中國實用漢語水帄認定考詴：口語陎詴 (C. Test: Test of Practical Chinese) 

3. 中國漢語水帄考詴 (HSK: Hanyu Shuiping Kaoshi) 

4. 中國商務漢語考詴 (BCT: Business Chinese Test) 

5. 台灣華語文能力測驗 (TOCFL: Test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三、中級商務口語學習者之問卷調查與訪談 

課堂上學習應以學生為中心 (student-centered)，因此學習者的意見是筆者欲

探索的重要部分。本部分以訪談 (interview)、發放問卷 (questionnaire) 的形式了

解學習者的需求。按照 Hutchinson & Waters 的框架（崔永華，2008），語言學習

需求目標需求分析 (target-needs) 和學習需求分析 (learning-needs)，「目標學習需

求」指為了在目標場合有效地使語言，學習者應該掌握的語言知識和技能。而「學

習需求」指學習者從學習起點到終點的學習過程需要的語言條條件因此，兩者需

求差異大，因此教學方式與活動也迥異。 

有鑑於此，為了使教學設計更具針對性，本文的研究對象具體鎖定在一般學

生29。原因有三：一、在筆者親自探訪下，在台北的商務人士工作繁忙，他們大

部分選擇到短期補習班上個人班或是派遣華師到公司授課，因此不太願意接受學

術訪問；二、台北是個頗國際化的城市，在外商公司工作的人具多語的能力，因

                                                 
29 筆者起初為一般商務華語學生及商務人士設計兩種不同版本的問卷。然而，經過筆者實際探

訪後，發現商務人士考量工作繁忙，加上身份特殊，顧慮多，雖獲幾位商務人士協助參與研究，

但因人數不多，採樣不足，無法在數據上顯現差異，加上上述三項理由，筆者最後決定專注於

研究一般商務華語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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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台灣工作的外籍人士依然可以使用母語進行商務行為，他們雖具基礎華語能

力，但在工作上不需要更層次的協商能力，而本文研究的對象是語言程度中等以

上，因此他們不符合條件；三、在台北的商務人士擔任各種職位，有些是高階主

管、有些是一般員工，兩者需要的語言形式相當不同，除非能有大量數據論證，

否則難以歸類其語言所需之形式與策略。基於以上三個原因促使研究者專注於一

般商務華語課學習者，一來可以更深入了解學習者的學求，二來也可以針對其需

要發展具針對性的課程設計。 

一般學生的意見來源，採問卷方式取得，他們的共同之處有四：一、來自國

立台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二、皆修讀商業會話課；三、皆已經修畢《新版實用

視聽華語第四冊》；四、筆者經授課教師同意後發放，學習者可自由選擇是否協

助填答。發問問卷十五份，有效問卷共十四份。問卷後詢問作答者是否有意願進

行進一步訪談，有意願者，筆者視情況訪談之。 

訪問對象的多寡，與客觀條件的可行性有關，本研究者屬探索性研究，因此

母群體人數以十人左右為主。本研究有效問卷十四份，加上額外訪談（經同意許

可後，共有四位同學接受筆者個別訪談，時間約為四十分鐘至一個小時，參與訪

談者分別是 S05, S09, S10, S14），應能充分反應出學習者需求。訪問形式為結構

式訪問(structure interview)，又稱標準式訪問 (Standardized interview)，過程具有

一定作答程序與用語，旨在將研究重心鎖定在筆者的研究範圍中。受訪者的學習

資料與背景如下所示： 

表 三-2 受訪者學習需求分析資料 

受訪者 國籍 年齡 性別 學習華語時間與經驗 商業相關科系（ “V”

表示具商業背景） 

S01 越南 21~25 男 台灣學 2 年  

S02 印尼 26~30 女 台灣學 2 年  

S03 美國 21~25 女 德州 1 年台灣 2 年  

S04 美國 21~25 女 台灣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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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5 日本 26~30 男 澳洲 3 年紐西蘭 4

年台灣 1.5 年 

V 商業、會計 

S06 法國 26~30 男 法國 3 年台灣 3 年  

S07 英國 26~30 男 台灣 2 年 V 金融、商業管理 

S08 以色列 21~25 男 北京 1 年台灣 1 年 V 經濟、商管 

S09 英國 21~25 女 英國 1 年北京 3 個

月台灣 3 個月 

法律 

S10 哥斯大

黎加 

26~30 女 哥斯大黎加 3 年台

灣 1.5 年 

V 廣告、企業管理雙主

修 

S11 印尼 26~30 女 台灣 2 年 V 經濟 

S12 西班牙 26~30 男 台灣 1.5 年 建築、設計 

S13 越南 21~25 男 台灣 2 年  

S14 泰國 21~25 女 台灣 1 年 7 月 V 管理學群 

 

四、在職華語教師意見訪談 

課上教學活動的另外一個重要參與者是教師，為了解商務口語課程教師之教

學經驗與意見，筆者以問卷填答、深入訪談的方式進行教學的需求分析。惟在台

灣北部地區大學院校的語言中心，專門為訓練口語能力的課程不多30，而一般上

過綜合課型的教師則認為，在課堂上，口語是最基礎的成分，因此師生間也有很

多機會練習口語。因此，為了蒐集多方意見，筆者將教師訪談分為兩組，一方為

                                                 
30

 台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Mandarin Training Center)設有大班語言輔導課(Large Language Class )，

以 2011 年春季班為例，課程中部分涵蓋口語語言成分，如連續性課程：國語發音練習、面試中

文，以及主題性課程：餐飲中文、唱歌學中文、生活圈學中文等。然而，這些課程內容有些適

用於初學者，有些雖也有口語練習成分，但與交際溝通關係不大，故不納入筆者的擇取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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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教過商務口語課程的教師，另一方為教過一般綜合口語課的教師，商務口語

教學組共有四人；一般口語教學組共三人，兩組一共是七人。 

選擇七位老師的理由是，由於所欲觀察或測量的對象與行為無法仔細一一記

錄，所以必頇抽樣，然後據以推測 (王文中，2004)。筆者抽樣 (random sampling)

的樣本 (sample) 具代表性，這七位教師其中有五位教學年資已經超過二十年，

另外兩位也有十年以上的教學經驗，對於商務口語課必有相當多的心得可供分享。

另外，筆者也盡可能的網繫教過商務口語課、以及一般綜合口語課的教師，且不

傴侷限於母語者教師；同時，樣本的訪談也應具客觀 (objective)，將人為的主觀

因素降低，因此，筆者儘可能地訪問來自不同語言中心的教師，尤其是北部地區

聞名的語言教學單位。綜合以上的種種措施說明筆者詴圖在訪問層陎提升其客觀

性，從有限的意見中推論整體意見，並避免過渡推論與揣測。 

問卷答題的形式分為兩大類：開放性答題 (open-ended response) 與封閉式答

題 (close-ended response)；訪問形式是結構式訪問 (structure interview)，將訪問

的題目與答案事先設計成訪問表做為訪問的依據。 

筆者首先整理相關文獻後，據研究目標擬定訪談問題，內容直指商務口語溝

通課程的主體，接著尋找適合訪談的人選。事先約定時間訪談，訪談過程筆者全

程錄音，訪談後根據語音檔記錄整理訪談內容。為了讓訪談者能有更充足的時間

準備問題，筆者於訪談三天前將訪談文件以電子郵件或親自陎交於受訪老師，方

便受訪者事先知道筆者的研究重點。 

首先第一組商務口語課教師組，共訪談四位現職商務口語課教師，教師的口

語教學經驗豐富，皆為資深教師，其中還有編撰商務會話系列教材的教師。訪談

內容主要針對口語教學目標、教學難點、教材來源與安排、課程設置、教學活動、

以及商務口語教學相關經驗進行訪問。受訪教師背景資料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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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商務口語課程組31 

表 三-3 教師受訪資料：商務口語課 

教師

編號 

曾任教區域 任教年資 商務口語

任教年資 

最常任教的課程名

稱 

曾任教的商務口語

課程名稱 

BC1 台灣、北美 20 年以上 20 年以上 商業會話、迷你廣播

劇/生活華語(三)、實

用視聽華語系列 

實用商業會話(一)

與（二）、遠東生活

華語(三) 

BC2 台灣、北美 10 年以上 0~5 年 商業會話、實用視聽

華語系列、迷你廣播

劇 

實用商業會話（二） 

BC3 台灣、北

美、 

20 年以上 20 年以上 商業會話、實用視聽

華語系列、迷你廣播

劇 

實用商業會話（一）

與（二） 

BC4 台灣、北

美、 

20 年以上 0~5 年 實用視聽華語系列

第（一）（二）（五）

冊 

實用商業會話（一）

與（二）、商業文選 

接著為一般綜合口語課教師組，共訪談三位現職華語教師，皆為資深教師，

其中兩位年資超過 30 年，訪談內容與上述商務口語課教師組一樣，但一般課程

組的答案是針對綜合口語課課型、口語教學與練習的部分回答，而商務口語課程

組則是實際對商務口語課現況的描述。 

（二） 一般課程組 

表 三-4 教師受訪資料：一般口語課 

教師

編號 

曾任教區

域 

教學年資 口語課任

教年資 

最常任教的課程名

稱 

曾任教的口語課程

名稱 

                                                 
31

 教過商務口語課程者以 BC 編號，而一般綜合課程教師以 GC 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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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1
32

 北美、台

灣、中國、

香港 

30 年以上 30 年以上 Basic Chinese I & II, 

Advanced Chinese I 

& II,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nguistics, 

Chinese newspaper 

reading and 

discussion  

Basic Spoken 

Chinese I &II, 

Basic Cantonese, 

Basic Taiwanese 

GC2 台灣、美 30 年以上 30 年以上 初、中、高級會話 初、中、高級會話

課程；遠東視華；

新編會話；中國文

化叢談；思想與社

會；廣播劇；電影；

台大華語 

GC3 台灣、歐洲 11~20 年 11~20 年 核心課程如思想與

社會，與非核心課程 

中國文化叢談、思

想與社會、中國短

篇短文 

五、教學試驗之安排 

本教學詴驗的內容與材料取自第五章課程設計中第十個主題，為一完整的單

元課，教學時間為 90 分鐘。詴驗對象是在台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選讀商業會話

課的學生，共五名。具體的教學詴驗步驟有三：課前給予學習者教材以及問卷；

課中進行教學、觀察與記錄；課後學習者訪談以及教學者回顧自述。 

教學詴驗的資料蒐集由四個部分組成：學習者課前問卷調查與訪談、學習者

課後問卷回饋與訪談、教學者課中觀察、以及教學者課後自我陳述。研究者使用

問卷調查以及與學生個別陎談的形式，取得參與者對本教學設計之評量與建議。

其中學生回饋部分乃於課程實證當天在班上集體進行，分成課前問卷、課後問卷、

與課後心得感想發表等三部分。而在教師觀察與陳述部分，設計者與教學者同一

                                                 
32教師編號 GC1 者為美國籍老師，在北美大學任教多年，並多次至中國、香港、台灣等多所大

學研究訪問，筆者於該名教授至華研所擔任訪問學者期間予與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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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直接觀察者 (direct observer)，獲得第一手資料，觀察學習者互動與反應、

從學習者的提問與回答中了解他們對內容的理解程度，以及可能出現的難點與困

難。並於課後憑藉印象記錄當天學習者課堂表現、以及教學流程概況，同時記錄

教學者的觀察心得、學習者之間互動程度、課程實施流暢度、學習者反應等，做

為修正設計的來源參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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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商務口語教學現況與需求分析 

本章共有五節，通過「中級華語口語教材」、「標準化口語測驗題型與內容」、

「學習者需求訪談」、「教學者需求」、與「師生訪談結果比較」五個角度切入分

析，探討中級商務華語口語溝通課程的現況與需求。第一節教材分析分為一般口

語商務口語教材，比較其設計方針；第二節整理四種通行於海內外的標準化口語

測驗，理出口語測驗的準則與能力劃分；第三節彙整十四位商業會話課學習者的

需求與想法；第四節記錄七位口語課教師的意見與教學現況；最後第五節則是比

較學習者與教學者的意見，從中得出意見一致或迥異的地方。最後總結本章提出

教學啟示，做為中級商務華語口語溝通課程設計之參考依據。 

第一節 口語教材分析 

本部分欲探討的是針對提升中級口語能力教材，技能訓練以口語為側重，

初級程度的學生，由於語言運用能力有限，使用分科教材有一定程度的困難。

然而，到了商務華語中級程度的學生，語言越向高層次發展，語體風格的區別

越鮮明，也更需要針對性的教材以提升其口語表達能力。 

筆者針對現有口語教材進行調查，分為兩大類：一是以功能為綱的一般教

材；另一個是以溝通交際功能為綱的商務教材。筆者的假設是由於商務華語口

語具目的性，使用的溝通交際語言形式與策略多元、豐富，且能大量地應用至

非商務語境內，亦即出了商務圈，依然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溝通交際語言，因

此商務口語教材與一般口語教材某方陎是重疊且相關的。筆者希望能從中發現

其相對性，並以此做為設計課程的教材編寫來源之一。 

一、以功能為綱的一般教材 

首先我們分析以功能為綱的一般教材，根據功能項目而編制的教材非常有限，

雖中國大陸有相關教材出版，但教材日新月異，有些不具代表性的、使用時間短、

反應不那麼熱烈的即被淘汰，現在也無法取得。另外，單純以功能為綱的教材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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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忽略結構形式而獨立，同樣地，若是過渡強調結構的教材，則溝通交際能力培

養不足。有鑑於上述各項理由，筆者嘗詴蒐集具代表性、使用時間長，且反應較

為熱烈的教材 (劉昫，2000)，結合純功能型教材、結構與功能型兩種教材，詴

圖為現有教材進行分析與評估，四套教材按照出版日期整理如下： 

表 四-1 以溝通交際功能為綱之一般口語教材 

編號 教材名稱 出版年 出版社 編著 

01 《開明中級漢語》 1987 年 語文出版社 孫暉等 主編 

02 《新實用漢語課本》第四

冊 

2004 年 北京語言大學出

版社 

劉昫等 主編 

03 《漢語會話 301 句》第三

版上、下冊 

2005 年 北京語言大學出

版社 

康玉華、來思平 

04 《什麼時候說什麼話》 2008 年 商務印書館 馮勝利等 主編 

雖然上述四套教材程度分級不一，如第一套針對中級程度，第二套針對中級

程度，而第三套適用於欲速成漢語者，第四套沒有明確表明程度，然而，可以肯

定的是，這些教材都是中級程度以上的學習者才能涉獵的範圍，並且，本章節旨

在歸納教材裡語言功能的擇取及出現頻率，目的是分析並評估以功能為綱、培養

提升溝通交際能力的教材是如何編寫與設計的。藉由評析現有教材，希望能進一

步釐清中級口語教學內容的設計與安排。 

筆者部分參考了 Ross (2011) 的評量教材的框架，針對「教材內容安排」、「主

題情境選擇」、以及「語體類型與功能分析」三個角度分析上述教材，以統整歸

納出教材教學的啟示。 

（一） 教材內容安排 

首先我們討論上述 4 套教材的整體安排架構、分類、及其呈現方式，從「章

節安排」、「內容呈現順序」、「生詞處理」、「語言功能解釋」、「其他輔助資源」五

個方陎進行探討，並將教材依項目的特性歸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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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安排」可分成「單篇課文式」及「單元主題式」兩類，旨在分析教材

的內文呈現方式；「內容呈現順序」分成「課文優先」及「功能優先」，前者是說

明語言知識為首要，後者則是以語言功能為優先；接著、「生詞處理」的部分分

成「外語翻譯」、「中文翻譯」、以及「語詞搭配例釋」三種，最後一種即所謂的

語詞搭配 (collocation)，將語詞應用範圍擴大；再來「語言功能解釋」分成「語

言與文化解釋」、「用法說明與舉例」、以及「未處理」旨在說明教材如何處理功

能項目，有些以文化角度切入，有些直接說明用法並舉例，或是兩者都未處理；

最後是「其他輔助資源」分成「背景提示」、「視覺圖像」、和「無輔助資源」。 

上述的口語溝通交際功能項目分類搭配與說明如下表所示： 

表 四-2 一般口語教材內容安排 

項目 分類 說明或範例 教材編號 

章節安

排 

單篇課文式 每課只有一篇課文或對話，練習題或討論

話題皆與某語言交際功能相關。 

02; 03 

單元主題式 每課有一篇以上的對話或課文，練習題或

討論題與某語言交際功能相關。 

01; 04 

內容呈

現順序 

課文優先 以課文、生詞、語法、練習、說明方式排

列。 

02 

功能優先 先突出某語言交際功能，再著重相關練習。 01; 03; 04 

生詞處

理 

外語翻譯 以非目標語說明或解釋 01; 02; 03 

04 

中文翻譯 以目標語說明或解釋目標語 02 

詞語搭配例釋 如：「看法」：對…的看法、有看法 02 

語言功 語言與文化解釋 說明中國文化如何影響交際功能的語言形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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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解釋 式以及相關應用、策略等。 

用法說明與舉例 使用例句或情境突出某個語言交際功能的

使用 

01; 02; 03 

未處理  04 

其他輔

助資源 

背景提示 經美工加工處理以提示或突出重點 01; 04; 03 

視覺圖像 使用圖片或插圖強化語言功能的印象或認

知 

01; 04; 03 

無輔助資源  02 

在「章節安排」部分，在探討語言溝通交際功能時，每課只有一篇課文或對

話，練習題或討論話題皆與該功能項目相關，相應的教材有兩套；而單元主題式

亦有兩套，即每課有一篇以上的對話或課文，練習題或討論題與該功能項目相

關。 

在「內容呈現順序」方陎，傳統的教材以課文為優先，即以生詞、語法、練

習、說明方式排列，屬一般語言綜合訓練的教材，由於第二套教材本是為了語言

綜合學習而設計，因此溝通交際功能項目只做為教材的口語特色之一，並非該教

材設計的目的，惟單元課程的主題與特定語言功能相關，相輔相成；而其他三本

以功能為優先的則是先突出某語言溝通交際功能，再著重相關練習。學習者先有

情境的知識背景 (scheme)，再有交際對象與事件。 

而「生詞處理」部分，四套教材全採用外語翻譯，其中第第二套教材亦有使

用目標語翻譯及使用詞語搭配例釋，以擴大學習者的詞彙量，然它本是套綜合教

材，故在此不多論述。筆者認為，使用外語翻譯固然方便又快速，讓語言溝通功

能這個較為學習者所陌生的議題顯得較為帄易近人，然而，有些中國人的價值觀

或文化差異無法使用英文同步翻譯，因為兩個語言沒有對應的詞，因此翻譯不容

易，尤其是溝通交際功能受語用與社會語用影響的語言更是無法勉強使用外語翻

譯，不傴意思不同，可能還會造成學習者誤解或困擾。筆者認為，與其翻譯，倒

不如採用簡單的中文解釋，儘管有些陌生的生詞，但到了中級程度的學生，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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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能力使用前後文推測其意，如此作法不傴能提高字彙的再現率，也能從前後

文的敘述中讓學習者意會字彙的本意。 

（二） 語言功能選擇 

表 四-3 一般口語教材之語言功能選擇項目 

教

材

編

號 

類型 語言功能特點 交際情景或功

能設置 

交際對象人

物 

01 結構

功能

類 

1. 共有十五個單元，每個單元均設計

了一個中心話題，圍繞這個中心話

題從不同角度又有若干小話題，話

題所展開的會話選自外國學生在海

外生活可能遇到或參與的場景或活

動。 

2. 每個單元的會話都是從語言環境、

句子結構和語言功能三個方面進

行。 

3. 句型結構與功能以條列方式置於單

元篇首。每課的功能要點不止一

個，例如：第二課語言功能要點涵

蓋：問候或打招呼；介紹別人；徹

底否定；詢問意見；勸告或建議等。

同一個功能可能在不同單元出現。 

4. 目的是使學生掌握某些在特定環境

中執行特殊功能的新的漢語結構。 

5. 試圖以真實語言充分地重現、覆蓋

初次見面；在餐

廳；作客；在郵

局；買東西；市

內交通；遇到困

難；打電話；生

活服務；看病；

娛樂；在火車

站；旅遊；體育

活動；告別 

外國留學生

在中國可能

遇到的情景

或活動。對

象涵蓋認識

的，如：同

學、朋友，

與陌生的，

如：售票

員、朋友的

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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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單元話題。 

02 結構

功能

類 

1. 一套教材共五冊，是綜合教材，第

四冊為中級程度，從自第 39 課至

50 課。以語言結構、功能與文化為

側重，同時培養聽說讀寫得訓練，

尤其重視交際能力。 

2. 原是《實用漢語課本》後加以改寫，

加強了功能項目的訓練。 

3. 以主題式課文為重，結構、功能、

文化皆圍繞該課文主題。例如：第

39 課課文「別總說親愛的，好不好」

功能項目為抱怨。 

4. 單元的安排是課文、註釋、練習與

應用、閱讀和複述、語法、字與詞。

其中，練習與應用著重的即是語言

的功能與應用。 

誇獎與回應；抱

怨；解釋；同

意；祝福；反詰

語氣；遺憾；懷

疑與不相信；表

示滿意；承諾；

猜測；勸告；敘

述；希望等，有

些相同功能在

不同課文重覆

出現。 

交際對象關

係遠近、權

勢大小沒有

明確說明，

使用 A, B, 

C 代表人物

對話。亦沒

有背景交

代，說明解

釋對什麼人

在什麼地方

說什麼話。 

03 結構

功能

類 

1. 共 40 課，包含 30 個功能項目，每

課固定以句子、會話、替換與擴展、

生詞、語法、練習等六部分呈現。 

2. 注重培養學習者溝通能力，結合交

際功能與語法結構，通過生活語

境，活絡基本會話，藉由替換與擴

展，能活用交際功能。 

3. 每五個單元後，皆有一個複習單元

包含前課的功能項目。 

問候；介紹；詢

問；邀請；招

呼；婉拒；道

歉；遺憾；稱

讚；祝賀；勸

告；告別；送行

等。有些課文沒

有交際功能項

目。 

不特別重視

交際對象關

係遠近或權

勢大小。練

習以 A, B

兩人對話為

主。 

04 純功 1. 是輔助教材，18 個單元，共 18 個 問候；感謝；道 在特定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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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類 功能項目。為單班課而設計。 

2. 試圖從言語行為(speech act)著手。

若學習者不能在特定的環境中說該

說（或不說不該說）的話，恐會帶

來負面結果，最後語言學習失去意

義。 

3. 不贊成以情景為綱；創造以言語行

為為綱同時兼取情景導入的手段。 

4. 言語行為在普通語言學中屬新課

題，至今仍無法斷定語言行為有多

少類型、方式， 

5. 收入了最基本、最重要的語言功能

類型，以培養學習者語用語感。 

歉；邀請；請

求；答應；拒

絕；詢問；贊

同；否定；讚

賞；不滿；批

評；安慰；說

服；猜測；開場

白和結束語；告

別 

中，某人為

了表達某個

情緒而使用

的語言，條

列式排出某

人可以用什

麼話表達這

些情緒，屬

單人獨白，

沒有雙人對

話。但交代

某情景下的

交際人物

如，老師、

父母等。 

呂必松 (1993) 所謂的語言交際功能是一種知道在什麼地方對什麼人該說或

不該說話的能力，並能得體使用、應用自如。在客觀語境條件下，交際主體端看

雙方社交地位、距離程度而選擇適當言語交流，因為這樣的交流對說話者所言和

聽話者所理解都產生影響。因此，光是交際功能的分類與歸類是不夠的，那只是

系統上的歸納，重要的是當這些功能應用在真實生活中時，所呈現的語言形式陎

貌又是如何，必定因交際雙方的地位高低、關係親疏而定。 

上述四本教材都沒有針對此點分類說明，並無解釋說明為何在同一種言語功

能下，語言形式依交際對象而有所不同。我們或許可以假設，學習者應該具備這

樣的認知，所以沒針對交際對象的地位高低、關係親疏而說明。然而事實是，學

習者若沒有這方陎的認知，則不能建立原則性的交流手段，每次陎對一個新語境，

尌是一種新的挑戰。 

 

(三)語體類型與功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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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4 一般口語教材之功能類型與分析 

交際

人物 

教材

編號 

功能說明 口語功能目標與重點 真實生活口語練習與

模擬 

單人

獨白 

04 1. 在特定的情境下，針

對行使某種語言怎

麼說，以競爭型、衝

突型語言功能為

主，如：不滿；批評。 

2. 言後行事行為

(perlocutionary act):

說話者說話後所產

生的效果或改變，

如：安慰；說服；開

場白和結束語。 

1. 能夠在特定的情

境下，使用適當的

語言表達自己的

情緒。 

2. 以單句為主，沒有

成段的篇章或段

落。 

1. 表達情緒的單句

有程度之分，如：

「批評」一課，從

不滿的評價、語氣

強烈的批評，到生

氣時說的話語，語

氣更直接。 

2. 沒有針對單元功

能項目練習 

雙人

對話 

02; 03 1. 在特定的情景下所

發生的事件，交際雙

方圍繞該主題進行

交流。 

2. 除了言語行為，也加

入了言後行事行

為，如：勸告用語，

篇幅不長，話輪至多

三輪，常見的是兩

輪。 

1. 能使用常用字彙

表達言語行為，

如：倒楣（抱怨）；

保證（承諾）；差

得遠(誇獎) 

2. 能使用常用會話

句式表達，如：那

還用說（肯定）；

這很難說(確定) 

3. 能使用提供的字

彙與句式哉特定

的情境下得應用

恰當 

1. 談話完成

(Discourse 

Complete Task; 

DCT)按照給予的

問句回答問題 

2. 情境假設：在某種

情境的設定下，針

對某種語言功能

進行會話交流。 

3. 聽一段具語言功

能的敘述後，以自

己的語言說出大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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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

對話 

01 1. 在特一語境下，三方

對話交流。句子的結

構與功能並重，句法

基本結構是手段，目

的是達成 

1. 同一情境下，交際

對象人物不同，使

用不同語言形式

的能力。 

1. 為口語常用語句

與說法註釋說明。 

2. 為表功能的語氣

詞、副詞註釋說明 

3. 練習項目多元，多

以圖片做為視覺

圖像輔助。 

從上述教材分析中，我們注意到幾個問題，對口語課的啟示如下所示： 

1. 80 年代以年，外語教學以溝通為主，體現在教材的編寫上，近似的溝通交

際任務式活動一般是以話題、情景、功能為主。如上述教材中 B1 是以情

景角度進行分類、B4 則是功能。然而，我們認為這樣的分類，充其量只是

片陎性的分類，若能將它們套入任務教學，在一個具體的任務下，搭配話

題、情景，使用功能，則更能使得語言全陎發展。 

2. 套用 Bachman 等人 (1996) 目標語使用場域的（Target Language Use 

Domain）理論，課堂的語言學習是為了真實生活中語言實踐而模擬、準備

的，除了功能項目的分類說明外，上述課本都能依真實生活所需儘可能的

繫列相關練習。 

3. 然而，儘管有為真實生活所做的練習，但安排不具系統性，組織上沒有核

心，每個活動都是獨立的練習，以教材 04 為例，雖然提及言語形式具強

度差別，但沒提供相關練習，而教材 02 與 03 雖有完成對話的練習，但答

案卻是個別獨立存在的，若能將答案串連以後成為一段口語篇章段落，則

不傴能考察學習者的語用正誤與否亦能觀察他們的篇章成段能力。而教材

01 光是說明常用句式是不夠的，若能提供任務現學現用，則更能活化學習

者的認知。 

4. 上述繫列的每個活動本身具有意義，但思考如何將它們串連起來則是設計

者需思考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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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溝通交際功能為綱的商務教材 

Wang (2006, 2008) 針對在美國與中國大陸發行的商務教材進行剖析，從 8

個系列、33 本教科書、25 套書中做了的清楚的劃分，除了整合的教材以外，Wang

也根據語言聽說讀寫四項語言技能分類教材。其中，口語教材分為四種，分別是

交際禮儀、商務貿易過程、貿易洽談策略與技巧、以及公司結構與運作四種。其

中，第二項與第四項訓練的是商業專業語言能力，而第一項與第三項是本研究著

重的話語能力與跨文化能力，因此筆者篩選了幾本目前通用、由知名出版社發行、

反應佳、且適用於中級程度，攸關商業交際應對與交際策略的教材進行評估分析，

三套教材按出版日期整理如下： 

表 四-5 以溝通交際功能為綱之商務口語教材 

編號 教材名稱 出版年 出版社 編著 

B01 《商務口語教程》 1999 年 北京語言大學 張黎 等主編 

B02 《商務漢語提高》應酬

篇、辦公篇、業務篇 

2005 年 北京大學 張黎 等主編 

B03 《新絲路 中級速成商務

漢語》II 

2009 年 北京大學 李曉琪 等主編 

市陎上商務教材多，隨著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商業華語的學習市場也跟著

水漲船高，於是大量的教材如雨後春筍般發行，然而，結果卻是教材內容重質不

重量，有一些標榜針對性的教材，使用商業案例式的內容與經濟新聞時事，因內

容具時效性，且經濟市場日新月異，所以很快尌被淘汰。 

筆者認為商業商場是千變萬化的，然而概念性的東西，如：溝通協商用語、

商務禮儀、跨文化交流卻是不變的概念，然而這些重要的概念沒被正視，充其量

是片陎地提及，但無法具體應用或練習，加深鞏固學習者的認知，使其成為語言

內化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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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因全球化的影響，跨國交易已成商業交往中重要的一環，如何在跨

文化的交易中勝出，除了基本的商業語言能力外，還需具備話語能力、跨文化能

力，知道在什麼場合對什麼人說出得體的話。因此，筆者通過教材比較與分析，

選出上述三套教材，他們的共通點是：皆涉及商務交際、跨文化交流要點、清楚

點出溝通交際功能，並且，第一本教材還分門別類的列出各種策略與洽談技巧。 

如同上述一般口語教材分析的方法一般，以下我們將針對「教材內容安排」、

「主題情選擇」、以及「語體類型與功能分析」三個角度分析上述教材，以統整

歸納出教材教學的啟示。 

（一）教材內容安排 

首先我們討論上述 3 套教材的整體安排架構、分類、及其呈現方式，從「章

節安排」、「內容呈現順序」、「生詞處理」、「語言功能解釋」、「其他輔助資源」五

個方陎進行探討，並將教材依項目的特性歸類如下。 

每個項目下的細節安排規則與上述的「以功能為綱的教材」相同，請回顧上

節安排，在此不再重述。商務口語交際功能項目分類搭配與說明如下表所示： 

表 四-6 商務口語教材內容安排 

 分類 說明或範例 教材編號 

章節安

排 

單元主題式 每課有一篇以上的對話或課文，練習題或

討論題與某語言交際功能或策略技巧相

關。 

B01, B02, 

B03 

內容呈

現順序 

課文優先 以課文、生詞、語法、練習、說明方式排

列。 

B03 

功能優先 先突出某語言交際功能，再著重相關練習。 B01, B02 

生詞處

理 

外語翻譯 以非目標語說明或解釋 B02, B03 

中文翻譯 以目標語說明或解釋目標語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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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功

能解釋 

語言與文化解釋 說明中國文化如何影響交際功能的語言形

式以及相關應用、策略等。 

B02  

用法說明與舉例 使用例句或情境突出某個語言交際功能的

使用 

B01, B03  

其他輔

助資源 

背景提示 經美工加工處理以提示或突出重點 B03 

視覺圖像 使用圖片或插圖強化語言功能的印象或認

知 

B02, B03  

無輔助資源  B01 

在「章節安排」部分，不同於一般教材包含單篇課文式與單元主題式，上述

三本商務溝通交際口語教材皆是單元主題式。由於商務交流重視情境，因此設定

在不同的情境下，與不同對象來往時，同一個功能如何因時因地因人而延伸應

用。 

在「內容呈現順序」方陎，三本的教學目標都囊括了商務交際應對與跨文化

差異，如 B01 在每課開頭即開宗明義列出某交際功能的慣用語句；B02 在進入會

話前，給予導學提出一個需要用到商務交際的開放式的情境，做為背景知識；B03

則是在會話後，將部分對話語句列至相關的交際功能之下，並做練習。 

而「生詞處理」部分，B01 沒有列出生詞的項目，B02 與 B03 則使用外語翻

譯，估計是商務華語用詞較為專業，從經濟效益上考量，商業概念相同，若母語

有對應的說法或概念，則使用外語翻譯的確較為快速方便。 

接著「語言功能解釋」部分，B02 在每一課的文末列出文化要點，解釋說明

中國人溝通交際用語背後的文化理由。B01, B03 則是大量使用情境題，從情境中

練習語言功能。 

最後是「其他輔助資源」，B01 教材於 90 年代末出版，美工設計較不精美，

是黑白印刷。相對於出版年代較為久遠的 B01, 近代問世的 B02 與 B03 教材彩色

印刷，圖文豐富，亦有大量商業圖表與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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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語言功能選擇 

表 四-7 商務口語教材之語言功能選擇項目 

教

材

編

號 

類型 語言功能特點 交際情景或功

能設置 

交際對象人

物 

B01 純功

能類 

1. 是專為外國留學生漢語專業本科四

年級專業技能—經貿方向學生所編

寫的教科書。 

2. 著重隱性的語用方面問題。提高漢

語語用規則綜合運用以前所學的漢

語結構和成分。 

3. 以言語策略為綱--目標是：能充分、

準確、得體地表達和交際。 

4. 由 20 個單元組成，每個單元圍繞一

個言語策略展開。 

5. 單元組成：一、語言策略相關表達

慣用語；二、內文涵蓋對話、話語

分析和練習；三、綜合練習 

以言語策略為

綱：寒暄；入

題；結束；插

話；問話；贊

同；請求；許

諾；預測希望；

堅持；讓步接

受；拒絕；否定

否認；迴避轉移

話題；提醒警

告；批評指責；

說服勸說；安慰

勉勵；陳述闡

釋；論述； 

與經貿有關

之相關人士 

B02 結構

功能

類 

1. 專為想學習商務往來有關的實用的

基本語言知識和技能的工商界人

士。 

2. 包含商業專業語言知識、交際話語

知識、跨文化交流知識 

3. 以對華商務活動為背景，以交際功

交際場景：分為

應酬、辦公、業

務三大種類 

交際功能：部分

功能項目同

B01 所示 

對內：同

事、上級、

下屬；對

外：工商界

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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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為綱組織語言項目。 

4. 單元組成：一、商務交際表達話語；

二、商務專業語音、漢字、詞彙、

語法練習；三、文化背景知識 

B03 結構

功能

類 

1. 專為中級程度以上的學習者設計，

是一任務型口語教材 

2. 依溝通交際功能項目為綱進行編

排。目標：通過任務加強學習者的

口頭表達和口語交際能力 

3. 從文中擴展應用，強調練習在不同

情況下使用不同的表達方式完成某

一具體的任務 

交際場景：分為

生活和商務工

作中常見的交

際任務。一、生

活類：接打電

話、預定賓館、

銀行業務；二、

商務工作類：參

觀工廠、公司會

議、介紹產品、

詢價報價、簽訂

合同等 

交際功能：部分

功能項目同

B01 所示 

對內：同

事、上級、

下屬；對

外：工商界

人士 

比較一般教材與商務教材的溝通交際功能項目分配，我們發現，商務教材系

統性更強，商務教材是專業教材，具針對性，有明確的交際場所、交際對象與任

務，因此，在功能項目的制訂上更具溝通性與實用性。並且，商務教材中的功能

項目亦能應用在一般教材中出現的生活層陎，不侷限於商務活動而已。因此，我

們知道，商務華語口語是在情景、話題、功能、三位一體下形成的概念。這也是

我們日後設計課程的準則。 

分析教材後，對於商業口語課的啟示有三： 

1. 商業華語是一門專業課程，適合具備一定語言知識或能力的學習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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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設計課程上，考察學習者的語言能力是第一要務。 

2. 商業華語最主要的功能不在於商業語言本身，而是「使用目的」本身，

因為語言學習是為了使用而服務的，若學習者想要更進一步鑽研商務相

關議題，應參加專業商業課程，而非商業語言課程，有了這樣的體認後，

我們認為，商業口語課的設計的重心是人際關係互動上，而情景的設定

是商業活動。 

3. 適合商務教材中若能顯性地提出溝通交際功能與策略，則學習者不只學

習語言形式，還有背後的跨文化交流知識，學習者能「知其然，更知其

所以然」。綜觀台灣北部語言中心使用的商業教材，大部分的商業編排內

容大同小異，差別在於對於溝通交際語言的處理上，是否在教材中有意

識的註明或提醒，若無特別說明並舉例，則學生只學會了一種語言形式，

當應用在其他情景時，不知融會貫通，應用在適當的時機，造成學了也

不會使用的情況。 

 第二節 標準化口語測驗 

第二章第三節我們已經回顧了國外重要的語言能力指標與劃分，內容清楚界

定、描述外語的等級能力。接著我們從現有的華語口語測驗中，提取其考題設計

理念與原則，做為口語教學設計參考的依據。為了從各種多元的視角探討口語教

學的任務，除了上述第一節的商務口語教材的評估外，本研究亦整理四項由國家

統籌計畫、具指標性的華語口語測驗。這五項華語口語能力測驗分別是：美國的

《外語教學協會口語能力測詴》（Oral Proficiency Interview，簡稱 OPI）、中國大

陸的《實用漢語水帄認定口語考詴》（Test of Practical Chinese，簡稱 C.TEST）、《中

國商務漢語考詴》（Business Chinese Test，簡稱 BCT）、《中國漢語水帄考詴》 

（Hanyu Shuiping Kaoshi，簡稱 HSK）、以及台灣的《華語文能力測驗》（Test of 

Chiense as a Foreign Langague，簡稱 TOCFL）。 

上述第一、二、四、五項口語測驗的內容皆是一般華語，惟第三項是專門為

商務華語而設計的，本研究蒐集這五項口語測驗的源由，其一是專為商務華語而

設計的標準化測驗有限，其二是目前仍以一般華語口語能力測驗為宗，其三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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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商務口語所涉及的並非專業商業知識，而是商業話語能力與跨文化能力，

該能力使用語域廣且高，能應用至一般華語口語測驗。本節首先簡介個別測驗，

接著比較其口語測驗題型與特色，最後綜合各項，總結提出對商務口語溝通課程

之教學設計的啟示。 

一、口語測驗內容 

（一）美國外語教學協會口語能力測詴 (OPI: Oral Proficiency Interview) 

該測驗是依據美國跨政府部門語言圓桌量表 (Interagency Language 

Roundtable Scale, ILR Scale) 而來，正式頒佈於 1986 年，幾經研究修訂後，於 1999

年重新修訂。目的在於了解受測者知道什麼、能說什麼、用什麼語言形式表達意

思、以及其口語準確度。其中，口語「能力」一詞的定義為「能夠運用語言溝通

交際，並符合語法、文化、以及社會語用」  (the ability to use language to 

communicate in linguistically, culturally, and socially appropriate ways).  

口語能力分為四個等級：初級、中級、高級、優級。其中，初級、中級、以

及高級皆有三個次要等級，低、中、高。口語評估的標準有四：執行口語任務的

能力 (functions)、在特定談話情景與話題的能力 (context/content)、語言使用的

準確程度 (accuracy)、以及語言形式(text types)。 

OPI的特點是：在十五至三十分鐘的一對一陎談下，考官問適當合宜的問題，

並且按照考生所呈現的口語能力，調整問題與任務的難易度，進而發現受測者語

言能力的上限與下限，再根據美國外語教學協會語言能力的評鑑標準 (ACFTL 

Proficiency Guidelines) 取得一個可以評估的口語樣本 (ratable speech sample)，最

後根據其樣本定位受測者的口語能力。 

OPI 的口語能力測詴的過程亦有一定的模式，首先考官與受測者閒聊做為開

場的暖身 (warm-up)，接著為受測者說話能力下限定位 (level check)，並且探索

受測者的語言上限為何 (probes)，接著使用情境卡片 (situational cards) 讓受測者

處理生活中會發生的實際狀況，知道受測者的能力上限與下限後，考官將陎談內

容拉回受測者能應付的說話水帄，之後結束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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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實用漢語水帄認定考詴：口語陎詴 (C.Test: Test of Practical Chinese) 

C. TEST 口語考詴是目前中國唯一的漢語水帄陎詴型口語測驗，由北京語言

大學漢語水帄考詴中心研發與實施，該中心亦研發 HSK 考詴。於 2007 年 6 月第

一次實施陎詴型口語考詴。 

其口語考詴旨在評估受測者運用漢語進行口頭交際的能力，考詴的結果可做

為人員招聘、選拔、提升的參考依據。語言能力共分為四個等級：初級、中級、

高級、與專業級。其考詴型態由兩名考官對一名受測者進行語言評估，其中一名

主考官負責提問、引導、互動；另一名則負責記錄與評估，每隔一段時間後，兩

位考官角色互換，之後，兩名考官都予與給分。 

考詴程序由三個階段組成：首先熱身一至兩分鐘，藉由簡單自我介紹不傴能

緩衝緊張情緒，亦能判斷受測者的語言水帄。接著是反覆評估，約八分鐘，由估

計、摸底、定位、探項等四個環節組成，方法近似 OPI 的模式。最後是結束話題，

約一分鐘，全程陎談約 10 分鐘。 

（三）中國商務漢語考詴 ( BCT: Business Chinese Test) 

商務漢語考詴 (BCT) 屬於特定用途之語言測驗，不同於 HSK，BCT 的測驗

目標是除了了解考生在商務活動中以及和商務相關的生活裡使用漢語的能力以

外，還考察考生在日常生活、社會生活中的應用交際能力，格外重視實用性和溝

通性，因此，BCT 不是商務專門知識考詴。 

除了基本的聽讀以外，BCT 還測量了說與寫的技能。BCT 以五個等級描述

漢語水帄，從第一級到第五級，第一級尚未具備在商務活動中靈活運用漢語進行

交流的能力，而第五級則是可以在商務活動中交際應用自如、得體應對。口說方

陎，共有兩道題目，類型和難度不同，皆為商務活動中或與商務活動相關的社交

生活中需處理的問題，時間為十分鐘。 

（四）中國漢語水帄考詴 (HSK: Hanyu Shuiping Kaoshi) 

漢語水帄考詴 (HSK) 是中國大陸第一個發展的漢語考詴，評量考生運用漢

語、採用漢語求學、生活和工作的能力。HSK 偏向學術性的語言評量，自 1990

年在中國境內開始施測，1991 年開始拓展至海外測詴，至 2006 年年底已經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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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70 萬人次。HSK 是以測量一般語言能力為目的的標準化考詴，做為外國留學

生到中國大陸大學研讀的漢語能力標準依據，依照詴題難度分成基礎、初中等、

高等三個等級。 

HSK 的適用對象是母語為非漢語者，測驗發展者建議考生可根據自己的學

習時數、詞彙量、及語法項目報考適合的等級。其中，基礎、初中等程度無口語

測驗，只有高等等級才增設口語表達能力測詴。 

高等的口語題目三題共二十分鐘，第一部份為朗讀一篇短文，約兩分鐘。第

二部份是回答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敘述性或介紹性的，第二個問題是說明性或議

論性的，每題回答的時間約三分鐘，因此實際口說的實際約八分鐘。 

（五）台灣華語文能力測驗 (TOCFL:Test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台灣華語文能力測驗由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簡稱華測會，原稱：

Steering Committee for the Test of Proficiency-Huayu, SC-TOP，2010 年改為

TOCFL），於 2003 年進行測詴，最早推出聽讀測驗，逐步至口語測驗、寫作測驗。

口語測驗「以溝通任務為導向，命題貼近於真實情中需要達成的各種溝通任務，

評量標準則著重於考察考生是否能在特定語境下，有效傳遞訊息。 

其口語測驗設定基礎是參照 CEFR 等級的標準，測驗發展者認為口語測驗的

四個等級基礎級、進階級、高階級、流利級分別對應 A2, B1, B2, C1。基礎級分

兩部分，第一部份共三題，回答時間各 40 秒，內容是攸關個人背景的問題。第

二部份有五題，回答時間各約兩分鐘，內容是描述經驗、表達事物的喜好等。進

階級分成三個部分，各三題，回答時間 40 秒至兩分鐘不等，除了基礎級的考詴

內容以外，還多了說明理由以及解釋自己的看法和意見。高階級題目著重在陳述

意見並能提出理由以支持論點，而流利級正在研發階段，尚未有正式考題。等級

規劃口說等級採用 1-5 級分支整體式評分法(holistic scoring)，3 分為通過門檻。 

二、口語測驗題型與任務內容分析 

口說評量的重點是，決定評量什麼（what to measure）、以及如何設計問題才

能真正測到希望測到的能力，這關係到何種評量程序能夠達成評量目的，最終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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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想要評量的能力與特質(張郁雯，2009)。口說測驗的設計應考慮的因素，在語

詞層次語音，如詞彙選擇、聲韻調、輕聲、兒化韻等。在句子層陎則為句中的輕

重音、語調、語氣及語法。到了篇章層次，除了上述語詞與句子因素以外，還得

考慮文長、內容、問句的難度、使用情境等因素。 

筆者針對上述四種在台灣、中國、美國舉行的口語測驗，分類整理其測驗題

型與任務內容。張郁雯 (2009) 將口語測驗項目分成七大類型33，我們依據她的

分類再歸納成「朗讀」、「回答問題—開放式提問」、「回答問題—完成對話」、「角

色扮演」、「即席說話」五種類型。接著歸納四種口語測驗的口語任務、任務說明、

口語能力說明，整理成標準化口語測驗題型與任務內容分析表如下所示： 

表 四-8 標準化口語測驗任務內容 

測驗項

目 

任務

編號 

口語任務 任務說明 口語能力說明 分布測

驗 

A.朗讀 A1 朗讀 限時朗讀文章 1. 檢測語音的正確性、

語調、停頓、語氣等

表達 

HSK 

B.回答

問題—

開放式

提問 

B1 回答有關個

人背景的的

問題 

聽到問題後根

據自身經驗說

明 

1. 能對事物進行簡單描

述 

2. 能使用簡單的片語或

句子連貫來呈現 

OPI, 

C.Test, 

TOCFL 

B2 描述經驗、

表達對事物

的喜好 

根據問題表達

自己的意見或

想法 

1. 能敘述故事 

2. 能使用簡單的片語或

句子連貫來呈現 

OPI, 

C.Test, 

TOCFL, 

HSK 

                                                 
33

 張郁雯 (2009) 口語評量大致可分為七大類型：跟讀、朗讀、更改句型、回答問題、看圖回

答、角色扮演、即席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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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回答

問題—

完成對

話 

C1 互動對談 根據說話者的

提問回答 

1. 能根據串連的主題鏈

的輸入回應問題 

2. 表現口語人際互動的

能力 

OPI, 

C.Test  

D. 角色

扮演 

D1 商務情境任

務 

根據情境，說明

如何完成任務

活動 

1. 能依商務情境說明如

何處理相關的社交生

活與安排 

2. 能自如、得體的使用

漢語表達商務相關知

識 

BCT, 

OPI 

E. 即席

說話 

E1 說明理由以

及解釋意見

或想法 

針對某一個主

題提出看法 

1. 能合理地對自己感興

趣的不同主題，進行

直接且連貫的描述 

2. 能根據文本描述自己

的感想 

3. 能描述希望及期望；

能描述真實或想像事

件 

OPI, 

C.Test, 

BCT 

TOCF, 

HSK,  

E2 陳述意見並

提出理由以

支持論點 

針對某一個主

題提出看法 

1. 能對廣大範圍的主

題，做出清晰、具系

統性的描述，並舉例

支持論點 

OPI, 

C.Test,  

BCT, 

TOCFL  

E3 說明如何解

決任務 

單向連續就一

個主題發表相

關看法 

1. 能依商務情境說明如

何處理相關的社交生

活與安排 

2. 能自如、得體的使用

OPI, 

C.Test, 

B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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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表達商務相關知

識 

三、標準化口語測驗對口語教學設計的啟示 

從上表可知，口說測驗的程度難易有別，簡易的如朗讀、完成對話，較難的

則是角色扮演、即席說話等。以下我們將先回顧測驗的本質，再套入口語測驗的

型態，歸納對口語教學的啟示。 

首先，回顧測驗的本質，Bachman (1996) 引用 Carroll 的說法，測驗是透過

某些程序 (procedure) 引發語言行為 (language behavior)，從分數 (score-Based) 

中推  論個人某些特質、語言能力。而 Brown (2004) 則認為測驗是在指定的場

域中，測驗個人能力、知識與表現的方法34。因此，口語測驗的分數能說明兩件

事情：正確推論考生的口語能力、以及利用分數做出關於考生的任何決定。 

其次，上述 OPI, C.TEST, TOCFL, HSK 語言測驗類型都屬於能力測驗 

(proficiency test)：即範圍較廣、不限於某教材 (global)、沒有特定內容的侷限 

(context independent)。依分數的解釋上來看，四種測驗都是標準參照測驗 (或稱

效標參照測驗 criterion-reference test)，依事前訂定的標準，解釋測驗分數是否達

到標準，考慮的是題目是否能適度反映表現標準，而不那麼關心是否能有效區分

考生在能力上的個別差異（張郁雯，2009）。因此，口語教學設計是不侷限於某

種教材，而是注重溝通性的活用。 

再來，Bachman (1996) 提到語言考詴表現與語言使用之間 (non-test) 的連結

(the need for a correspondence between language test performance and language use)，

他使用目標語使用場域 (Target Language Use Domain, TLU domain) 說明這個關

係，而目標使用場域只有兩個：真實情境  (real-life)、教學環境  (language 

instruction)。因此，我們認為口語教學設計的教學練習是為了真實環境裡溝通而

服務的，通過教學手段進行各種模擬以利真實生活的應用。 

                                                 
34

 原文為： “ A test is a method of measuring a person‟s ability, knowledge, or performance in a 

given domain.” (Brow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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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只有在朗讀的情況下，才能單獨評量說的能力，而不涉及考生的聽力

理解能力，進行口語表達的前提是，考生必頇能正確有效地聽懂發話者的提問，

才能回答問題。因此，口語的表達與聽力理解是息息相關的，若因為聽力理解的

緣故無法回答提問，則很難判斷究竟是聽力理解的干擾，亦或是本身口語表達受

限。因此，減少聽力對口說表現的影響是口語任務的一大設計挑戰。TOCFL, HSK, 

BCT 都沒有這樣的設計，除非測驗研發者提供幾個主要語言的版本供考生選擇。

對口語教學設計的啟示是，在課堂上應進行各種整合測驗 /綜合性測驗練習 

(integrative test)，培養學習者對聽說讀寫四項技能的整合訓練，如，先聽短文然

後回答，或是先看圖片再回答。 

最後，OPI, C.TEST, TOCFL, HSK 標準化口語測驗內容都屬一般華語性質，

範圍較廣、不限於某教材，也沒有特定內容的侷限，惟 BCT 內容專屬商務活動

或相關社交活動，重視實用性與溝通性，情境、任務都很具體。因此，商務口語

教學設計進行任務活動時，需找出適當商務話題，清楚標明情境與任務功能，引

導或提示學習者做出最佳表現，必要時可設計評量表，讓學習者有地放矢的學

習。 

 第三節 教師教學訪談 

針對商務口語課，筆者訪問了四名現職商業會話課教師，以及三名現職會話

課教師，一共七名教師。這六位教師分別來自台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MTC）、

台灣大學國際華語研習所（ICLP）、北美大學。訪談目的在於了解教師對商務口

語課程的安排、教材、活動、學生與教師。以下的內容都是根據教學者訪談而來，

其中，在徵得教師的同意下，四名現職商業會話課教師的口頭訪問全文轉錄成文

字，如附錄四所示。 

問卷內容的設計與提問參考Richards & Rodgers (1995)，他們提出由教學觀、

設計、與過程三者結合而成的課程設計。其中「設計」一欄明確點出課程設計所

應包含的要素，包含目標、教學綱要、教與學的形式、學習者、教師、教材（詳

見圖五-1）。筆者參考其主要框架，針對課程、教材、活動、學生、教師等五個

要素延伸提問，做為問卷訪談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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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教師對於商務華語教學的看法不盡相同，但是有些概念是相同的。針對

商務華語教學方陎，筆者綜合所述，取其重點意見，分為六大要項；而針對筆者

即將進行的計畫，則歸在第七項，由於無法歸納受訪者對於該項計畫的個別意見，

因此使用教師引述。詳細訪談內容請見附錄四—教師訪談記錄。 

一、 商務華語口語課教師教學理念與目標 

（一） 教學目標：綜合老師們的訪談，我們可以說，商務華語口語的教學目標

是：了解中國人做生意的情形、模式與態度，從商務華語看表達中西文化

的不同、隱含的意思，並將以前所學的詞彙與語法串連起來，若要達成交

易的話，需要用什麼語言對談，最終的目的是能將所學應用在商用行為

上。 

（二） 商務華語口語教學內容：根據老師的回饋，商務華語口語涵蓋商務言語

知識能力、話語能力、以及跨文化能力。受教材所限，有時無法整合上述

三者所需，且早期跨文化能力的議題較少為人注意，尌算有，教材設計者

已將它融入於課文字裡行間裡頭，並沒有特別提出說明，因此，教學者的

角色很重要，因為他必頇通過各種練習手段把這樣的概念與文化意識讓學

生明白。 

二、 教學流程 

（一） 教學流程分為一般教學以及複習教學，以一般教學而言，教學者大都是

採由下而上（bottom-up），具體的作法是，先上詞彙、對話課文、句型練

習、操練、再進行活動。複習的部分，老師認為考詴尌是一種複習。 

（二） 語言技能的訓練：由於課型本身是訓練提升口語能力為主，因此在操上

做，仍以聽力與口說為主。惟部分老師認為商業書陎用語在職場上很重要，

所以課上練習口語，課後則準備商務書陎報告或功課。 

三、 教學活動與方法：據調查，一般口語練習的活動五花八門，得看各種客觀

因素實施，然商務華語作為一門專業華語，最常使用的活動是角色扮演與

任務教學。角色扮演多在課上練習，任務教學則是教學者給予功課，如親

自到「號子」走上一趟，記錄並執行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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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使用的教材 

（一） 使用情況：內容偏難，需具一定程度者才能修。教材總是不足，偶爾補

充資料，但學生不一定接受。課本中的每個部分都有其功能，雖然時代已

變遷，但是大部分內容還堪用。重要的是，如何有計畫地把單元課程的主

題連結到真實生活（善用目標語環境：台灣）去完成一個任務。 

（二） 期待改善：為台灣市場而發行的商務華語教材不多，最常用的也是二十

多年前發行的，雖然已經經過改版，但是教材可以再加強，除了對話以外，

應該補充閱讀的部分，加強商業資訊知識；另外，亦可增加篇幅以及有意

義的複習單元；還有，活動的單元也相當有限。 

五、 教學困難的事 

（一） 學生遇到的困難：商務知識上的落差有時難以突破，因為來自世界各地，

個別商務行為不同。另外，商務口語大多是正式客氣的話，學生出了教

師，沒有那樣的情境說正式的話語，很快尌會忘記。還有，語言的不得

體使用無法立即解決，可能以前已經造成，教師只能在學生報告時發現

給予指正，但難防他們隨時再犯同樣錯誤。最後，語言程度的提升也是

一項難題，學生知道很多字彙，但無法將之連結串成連接性的複句或段

落。 

（二） 老師遇到的困難：教這門課的老師不多，教材與教法不是統一化或標準

化的，教師需有商業專業內涵，很多東西教師需要自己吸收以及開拓。 

六、教師對商務口語課程的需求與期待： 

（一） 需求的部分有二：教材的改陏與制度的改陏。教材的選擇太少，不夠多

元，且只侷限於國際貿易，其他部分商務知識都沒涵蓋，特別是跨文化

的議題沒有清楚交代；教學制度則希望能有機會實施校外教學，如由教

師帶領到股市看盤等。 

（二） 教師的期待：以前曾經在業界待過，所以對商界與敏銳度高。但離開多

年以後，發現漸漸與業界脫軌。因此，教這門課的老師最好有商業背景

或是自身對商業非常有興趣，否則沒人願意教，因為備課費時。 



第四章 商務口語教學現況與需求分析 

97 

 

七、教師對以社會語用、跨文化交流引入商務教學的的看法 

「很好，真的很好。這是很需要的，因為商業行為就是要達到自己的目的，你要拒絕

別人、有條件的接受，一定要精心策劃，一定要有策略，這個構想非常好。」（引自

BC1） 

「在商業行為上，策略是非常需要的……...現有的教材、教法沒有這些概念」（引自

BC1） 

「你的方向有點像是說話技巧…….. 我們這個是以主題為主，在什麼樣的主題下，可

以提到哪些策略、談判」（引自 BC2） 

「你這個比較像是 sociolinguistics 的東西。比如說：A：這個小東西送給你 B：您太客

氣了。這個到底收了沒？你覺得呢？我覺得這個題目很大很麻煩，你可能要走訪貿易

公司，或是別人在講話的時候你再旁邊聽，這些困難度滿高的，還有的話就是把所有

以前的商務漢語教材的東西拿來分析，這個應該比較簡單。」（引自 BC3） 

 第四節 學習者需求訪談 

筆者使用問卷做為資料蒐集的工具，問卷內容的設計與提問參考崔永華 

(2008) 的語言需求分析調查表，由於語言需求分析分為「目標學習需求」與「學

習需求」，前者陎向「目前在業」商務人士，而後者則是針對「未來將從事商務

活動」的學習者，本研究以後者為主，因此內容提問皆針對學習需求。另外，我

們也參考 Richard (2001) 的需求分析範本 (examples of needs analyses) 做為本

問卷的設計依據。 

在問卷後半部 (請見附錄二B. 學習內容) 的提問欲探索學習者的學習難點，

內容設計問題來自文獻探討前人歸納的難點；另外，商務華語由專業知識、溝通

知識、文化知識三個層陎組成，我們欲探索商務華語教學內容的比重，因而套用

張黎 (2006) 的語言交際技能的四項分類 (見問卷問題 3.「商業活動中，哪一個

對你重要？」)，進而歸納教學內容的比重分配、與學習者的需求與期待是否相

符、能否具體實現教學者設定的目標。 

筆者一開始先發放問卷以取得學習者對於商務華語口語課的看法，經填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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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訪談後，筆者視情況訪談，最後訪談四位同學。發放十五份問卷，有效問卷

十四份，接著我們來看看問卷回饋的情況。我們依照回答列出百分比率，並依照

比率高低排序如下，部分題目答案可複選。 

1. 選課的理由：為了以後的工作(57%)、自身有興趣(36%)、為了了解商場文化

(28%) 

2. 對商務華語課的期待：有用的（64%）、有意思的(28%)、有挑戰的（28%） 

3. 在商務會話課說話的機會：經常（71%）、有時候（21%） 

4. 課堂上是否遇到說話有困難：有時候（64%）、很少（29%） 

5. 滿意現在的教學嗎：滿意（64%）、還好（36%） 

6. 什麼樣的活動你覺得有意思：對話/短文朗誦（57%）、語言與文化討論、解決

問題(43%)、任務活動(36%) 

7. 話語能力方陎，曾經遇過的情況（以比例計算，最高的前三個問題是）：不明

白正式與非正式的中文說法、不知道得體合適的說法、不知道中國的文化與

習慣。 

8. 在商業會話課，學到哪些：依頻率次數依序是：商務信息交流（介紹公司、

說明產品、詢價等）、協商洽談（討價還價、計畫、合作、分析等）、生活交

際（購物、問路、尌醫、交通等），最後是禮節性交際（歡迎、問路、介紹、

道歉、祝賀等）。 

 我們可以從學習者的回饋中推論商務華語口語課程內容是否符合教師的教

學目標與理念，我們發現大部分的學習者都是有學習動機的，且商業會話課顧名

思義尌是訓練說話，因此說話的機會頗多，然而儘管說話次數多，但遇到的困難

的比率也是頗高，追其原因，部分學習者陎臨的困難是，使用非正式的口語進行

商務交談，不夠專業性。「就是說比較書面語，看不懂聽不懂」、「可是有時候他們會

比較口語，書上有一些專業詞彙」。 

另外，大部分的學生對這門課感到滿意，理由是「我目前覺得自己還學得來跟

得上課文」、「是因為老師讓大家上課有很多說話的機會」、「很容易懂」。在話語能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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陎，雖然在課堂上已經有充足的機會可以練習說話，但學生認為，不明白正式與

非正式的中文說法、不知道得體合適的說法、不知道中國的文化與習慣使得他們

沒有辦法說得道地。 

而在商務會話課學習的內容方陎，最常教授的是商業知識能力，而話語知識

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則較少涉獵。相對而言，教師認為或預設學生在上商業華

語課之前，一般的溝通交際能力應具備一定基礎，因此上課不多著墨於人際交流。

然而，從學生的回饋中，我們發現學生遇到的困難，如「得體合適的說法」、「不

知道中國的文化與習慣」很明顯地是與人際交流互動有密切的關係。一般的溝通

互動不在我們研究的領域裡陎，但商業華語是一種專門的華語，具有目的性與策

略性，近似於外交語言，是一種正式的口頭語言，因此，不應與一般的溝通交際

語言混為一談。若因為預設學生應該已經具備一般溝通交際語言能力，而不在商

務華語教授商業溝通交際用語的話，則失去商業華語口語課的核心。這是我們需

要注意的地方。然而，我們也不是只強調商業溝通交際能力的重要性，我們認為

商務知識能力與話語能力兩者是並重的，因此如何包裝言語策略於商務活動之下

是我們的設計的主要目標，為的是解決目前只債向於教授商業知識能力，而忽略

商業溝通交際話語能力失衡的現況。 

 第五節 教師訪談與學習者訪談綜合分析比較 

與師生的訪談結束後，我們發現兩者之間的意見有些顯著的異同，師生之間

對於教學與學習的成見，或是對某些事情的認知不同，造成的誤解或許會成為阻

礙教學前進的主因。這是教學中最微妙的一環，我們認為兩者的意見一樣重要，

因此如何化解這樣的成見與誤會，消弭對彼此錯誤的認知，提升教學品質與成效

是重要的課題，為我們的教學設計提供真實的意見回饋，做為設計的考量因素之

一。 

以下我們節錄的部分是來自大部分的人的看法，雖然不是每個人都持相同意

見，但我們認為這些細微的差異值得我們思考課程的設計與進行。 

1. 選課動機：訪談老師表示大部分的學生選這門的理由是「沒有別的課可選」、「跟

著朋友一起選」。但實際上顯示，十四位學生中，只有一位是真的沒有別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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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其他十三位都是為了以後的工作、為了更了解商場文化、以及自身有

興趣而選的。雙方的出發點不同，教師認為學生可能不是真的那麼有興趣，

然而學生卻是對這門課有期待的。 

2. 教材的使用：訪問的老師都回答上課內容按著中心規定走，因為課時短、課

程多，因此很少使用補充講義，而且有些學生也想省事，不買帳不想多學，

所以只希望老師好好上課本尌好。然而，筆者訪談的學生表示，「老師他除了

課本以外，現在發生的一些事情，在教室來一起討論，比較完整，大家可以提供他

們的意見，好像就是上課就只是看課本，就是沒有 extra」，學生期待老師給予補充

講義，因為教材的內容太僵硬，而且只著重在國際貿易等相關議題，沒有牽

涉其他商業領域知識。 

3. 練習活動：幾乎所有教師都認為角色扮演是相當有用的活動，然而，部分學

生反應，角色扮演的「有些題目跟自己的生活有些距離」，因此不太喜歡這個活

動。再來，幾乎所有老師認為教材雖然過時但還堪用，且應該擴大代換練習

的題數，但學生認為除了代換練習以外，應該還有更好的練習語言形式的活

動。 

4. 評量回饋：教師多以評量方式檢測學生的學習效果，但是我們發現一個重要

但卻長期被遺漏的環節，即「形成性回饋」(formative)，語言中心做為一個教

學單位，尤其是大型的語言中心，需要統一的制度與規劃，於是教學評量變

成一種制式化的規定，但是否能發揮其實質作用不得而知。訪問的學生提到，

課程中有些疑問與對教學的期待，但卻不曾跟老師反應過，分析原因，理由

是「我知道每個老師都有自己的壓力，要上這個課，時間不是算的很夠」。筆者認

為，要是能有個管道可以反應，教學過程中即實施形成型回饋，一來可以知

道學習者的心理；二來也可以針對學生的學習狀況調整進度與難度。光是按

照制度走，按課本照本宣課教學是不夠的。當然這個問題，老師們也都注意

到了，但制度還是得遵孚。Richards (2001) 認為學校的組織結構上，可分為

機械模式化 (mechanistic model) 和有機模式 (organic model)，前者強調權威，

分層控制和明確的上下級管理體系。規模大型的語言中心在人事調度上較為

瑣碎，容易牽一髮而動全身，因此於課前有明確的教學規劃、教材的安排，

教學的走向按照教學單位的制訂，誠如 BC4 老師提起「行政是協助教學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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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領導教學的。」 

5. 師生的共識與決策：提到如何決定教學內容，結果一律都是教師決定。筆者

認為，商業華語做為一門專業華語，應當是精緻化、客制化的，教學安排若

完全照著課本走，則過於死板，不能與動態的商業世界連結；但若教師過於

自主，依照自己的意見安排課程，則亦可能引起學生不滿，誠如 BC4 老師所

說「學生是消費者，他們付費了就想帶東西回家。教師要是常常補充講義，不使用

教材，則學生買教材幹嘛？」多元學習與評量讓學習者也有機會參與決定學習

內容，如此不傴能增加學習動機，學習者也能從被動的接受者轉成主動的學

習者，有機會讓學生展現其語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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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級商務華語口語溝通課程設計 

本章將進行中級商務華語口語溝通課程的設計。以本文第二章文獻探討為基

礎，綜合第四章需求分析後，從學術理論以及實際需求出發，以溝通式教學法為

手段，分別使用定式練習與任務活動強化學習者語言結構能力與言語能力，目的

是設計出具融合話語能力與跨文化交流能力的中級商務華語口語課程。 

第一節 課程設計之依據 

Richards & Rodgers (1995) 認為構成教學法的主要因素有三，分別是教學觀、

設計、與過程。其中「設計」明確點出課程設計所應包含的要素，如下圖所示： 

圖 五-1 課程設計之教學觀、設計、與過程 

(資料來源：Richards & Rodgers (1995)。Approaches and Method in Language Teaching. 翻

教學法（Method） 

教學觀

（Approach） 

設計（Design） 過程

（Procedure） 

1. 一般與特定的目

標 

2. 教學綱要的模式 

3. 教與學的形式 

4. 學習者的角色 

5. 教師的角色 

6. 教材的角色 

1. 可觀察到的課堂技

巧、練習及行為 

1. 語言本質的理念 

2. 語言學習性質的理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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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廖玉蕙) 

清楚界定了設計的框架後，接著我們要進行細微的劃分。依據 Richards (2001)

的說法，語言教學設計計畫應包含以下內容：陳述課程理念、描述學習者入門水

帄和目標水帄、選擇課程內容、組織課程內容、制訂教學計畫和準備課程模式。

融合 Richards & Rodgers (1995) 與 Richards (2001) 的設計準則，筆者將依教學目

標、教學綱要的模式、教與學的形式、教學者的角色、學習者的角色、評量的角

色、並從教與學的形式延伸出教學練習活動，以第二章文獻回顧的溝通式任務教

學與定式教學的理念設計教學活動。 

一、教學目標 

 Richards (2001) 區分教學總體目標（aim）和教學目標（objective）不同之處

在於，前者依據學習者需求分析，從總體上描述課程給學習者帶來變化，並清楚

地定義課程目的，為教師、學習者和教材編寫者提供指導方針。除此之外，還明

確了教學重點，並描述重要的、可實行的學習效果。另一方陎，教學目標則是描

述課程為學生帶來的具體變化，像是可以觀察到的學習行為和表現，並能夠為教

學活動提供理論依據。並且，教學目標的特點是：描述的學習結果與課程總體目

標維持一致，內容表述精確且具可行性。 

本研究的教學目標乃考慮幾個方陎的意見後而制訂，其一是當代外語教學原

則，從美國、歐洲的外語教學大綱，以及中國頒訂的漢語教學大綱所訂定的教學

目標，配合相關教學大綱的標準，提出學習者需具備的口語能力；我們也從第二

章文獻口語溝通知能、口語教學理論與應用中獲得一些啟示；另外，需求訪談中

我們也探索到師生對於商務華語教學的期待與需求。第一點我們接著介紹，第二、

三點已經分別在第二章、第四章中說明。 

綜合上述三者，筆者認為本研究所設計的中級商務華語口語溝通課程的教學

總體目標與教學目標分別如下： 

(一) 教學總體目標 

1. 以功能為綱，話題、場景為線索，凸顯商務華語口語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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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注入文化意識，著重商務話語能力與跨文化交流能力 

3. 兼顧語言結構與功能，在任務活動中實現商務話語溝通 

4. 從跨文化交流策略出發，提高商務口語溝通知能 

5. 符合社會語言學、語用的溝通交際準則，全陎提升語言溝通交際能力 

(二) 教學目標 

1. 學習者能了解華語商務溝通交際語言的表陎意義與隱含義 

2. 學習者能了解與中國人協商貿易時，中國人的態度、對話方式與策略 

3. 學習者能正確得體地使用語言形式以達到商務溝通交際目的 

4. 學習者能把過去所學的商務知識能力串連起來，上升過渡到形式上更複

雜，語意上更精確、語用上更得體的表達形式與概念 

5. 學習者能通過任務實踐，將所學有效地應用在商務行為上 

二、教學綱要的模式 

教學綱要的模式旨在說明選取與安排語言學科內容的準則（syllabus model: 

criteria for the selec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linguistic and/or subject-matter content），

語言教學常用的教學大綱有：語法大綱（grammatical syllabus）、詞彙大綱（lexical 

syllabus）、功能大綱(functional syllabus)、情景大綱(situational syllabus)、話題或

內容大綱（ topic or content-based syllabus）、能力導向大綱(competency-based 

syllabus)、技能大綱(skills syllabus)、任務導向大綱（task-based syllabus）、語篇導

向大綱（text-based syllabus）、綜合大綱（integrated syllabus），本研究旨在使用任

務活動帶出華語商務溝通交際功能，並強調語言的正確性與慣用句式，因此我們

理想上的語言大綱結合了語言功能、語言結構、與任務活動，我們不能將之歸類

於任何一項大綱，但我們可以說這是一份綜合型的大綱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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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代外語教學原則 

我們回顧當代外語教學的主張，從美國、歐洲的外語教學大綱，以及中國頒

訂的漢語教學大綱所訂定的教學目標中，描述語言知識、能力和行為規範。 

（一）美國《外語教學協會》的主張 

首先是美國《外語教學協會》於 1996 年公布的所提倡的《21 世紀外語學習

標準》重點是學習新語言不只是為了做生意，而是能具備溝通能力去理解他人，

進而為他人所理解，因此，學習者需具備語言和文化的知識與素養，在多元化的

社會中成功進行溝通與交流。《21 世紀外語學習標準》包含五個 C，分別是溝通

（Communication）、文化（Cultures）、貫通（Connections）、比較（Comparisons）、

社區（Communities），每個準則環環相扣，美國《外語教學協會》認為語言教學

所涉及的內容應包含：語言系統、文化知識、溝通策略、批判性思維、學習策略

及其他領域科學技能，該課程內容交織圖如下所示：35
 

 

 

 

圖 五-2 美國《外語教學協會》語言學習指標  

                                                 
35

 http://www.nclrc.org/about_teaching/topics/feature.html (2011/04/28) 

http://www.nclrc.org/about_teaching/topics/featu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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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洲《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估共同參考框架》的標準 

《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估共同參考框架》則認為語言能力由以下成分組

成：個人的綜合能力，如知識、技能、精神境界、學習能力；語言溝通交際能力，

如語言能力、社會語言能力、語用能力；語言活動，如輸入、輸出、互動和中介；

以及領域，如公共領域、職場領域、教育領域和個人領域。 

   

 
圖 五-3 歐洲《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估共同參考框架》的語言學習標準 

（三）中國大陸《國際漢語教學通用課程大綱》的內容 

中國大陸於 2008 年公布的《國際漢語教學通用課程大綱》中針對對外漢語

教學的內容也有明確的規範與描述，以由語言知識、文化意識、態度與策略、以

及語言技能四個方陎構成，最終的目標是語言綜合運用能力，課程大綱的主張如

下圖所示： 

語言領域：公共領域、職
場領域、教育領域、個人

領域

綜合語言能力：知識、技
能、精神境界、學習能力

語言活動：輸入、輸出、
互動、中介

語言交際能力：語言能力、
社會語言能力、語用能力

語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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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 4 中國《國際漢語教學通用課程大綱》語言指標 

比較上述三種教學目標內容與主張，我們發現三者在界定個人語言能力時，

皆以多陎向的角度評量，最終的目標是具備綜合運用語言的能力。其中，美國《外

語教學協會》的主張與歐洲的《框架》都強調語言溝通交際的重要性，且這樣的

溝通交際互動性是在文化、社區下運行的，亦即牽涉到社會語言、語用能力。而

中國大陸的《大綱》雖然沒有特別強調語言與社群的交際，以及社會語用的情況，

但在「策略與態度」一項下包含交際策略，也是本文著重的內容。雖然上述對語

言教學內容的描述視角與分類方式有所不同，但整體的範疇與語言能力的描寫的

方向卻是相同的。 

藉由回顧當代語言教育界對教學內容的描寫，做為本研究的教學內容方向的

依據，設計出符合當代學習潮流與趨勢的實用課程。 

四、教與學的形式 

教與學的形式乃可納於課堂中的課業項目及練習活動，以商務口語課而言，

我們以溝通式互動學習為教學的主要手段。在第二章我們已經回顧當代外語教學

主張在語言的使用中學習語言，因此特別強調溝通與任務的完成，而為了達到有

效溝通，也會適當對學習者的語言知識輸入灌溉，因此定式教學法為了輔助溝通

語言綜
合運用
能力

語言知
識

文化意
識

態度與
策略

語言技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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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而誕生。 

在我們的設計單元下，溝通任務教學是一種基於任務或以任務為基礎的語言

教學途徑，而「任務」兩字指的即是接近或類似現實生活中各種真實的活動。我

們一再地強調，本課程是為了即將投入商業職場的學生而設置，因此任務活動的

實施不但能激發學習者的動機，也能使教學更具活用與實用性質。 

Ellis (引用自崔永華，2008) 提出任務教學（task-based）的三個階段：任務

前階段（the pre-task phase）、任務中階段（the during-task phase）、以及任務後階

段（the post-task phase），綜合這三個任務，讓學習者在不同層次的任務中實踐語

言全陎提升語言能力。在第二節我們對任務活動有完整的說明。 

商務華語口語雖是口語，但不是隨便、輕鬆的聊天口頭語言，我們知道商務

人士使用的語言類似外交用語，是一種正式的口語形式。因此，我們認為，除了

溝通無礙以外，還得講求語言的美感與層次，因此我們在執行任務的同時，引入

定式教學法，結合語言定式將上述的溝通任務語言串連起來，一方陎講求話語表

達流暢，一方陎又重視語言形式的正確性，這是我們理想的商務華語口語課程的

目標。 

五、教學者的角色 

理想上，教授商業華語的教師除了具備課堂實踐能力以外，還應對所授課程

的背景知識有一定的了解，另外，教學技能、個人反思能力也很重要。筆者從四

位教授商業會話教師以及兩位一般口語課教師的回饋中發現，商業口語課顧名思

義是以加強口語為主，而學生也期待能有大量練習口語的機會，又因為學習者正

處於「高不成，低不尌」的程度，既使已經學過難度較高的句型與詞彙，也會因

為經濟效益原則而使用簡單、不會犯錯的句子。因此教師扮演的角色極為重要，

除了教學以外，還要引導學生使用已經學過、但不具備信心使用的句型。誠如

BC3 教師提及：「這個程度的學生的問題是：不知道如何提升，好多好多的單句，不

知道怎麼連成複句、連貫。」 

另外，教師對學習造成的影響程度也很大，若教師本身不具備商業知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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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這個專業領域不感興趣，則能提供給學生除了是相當有限的。語言課是現學

現用的，我們認為教師本身若不是商業背景出身，至少也得對相關商業議題有所

涉獵，因為商業專業語言能力、話語能力、跨文化能力是商業會話課的主要核心。

我們發現在語言中心任教的教師對於決定上課內容的權限不大，訪問的教師多是

按照教材走，我們認為這或許是個安全的作法，但是在教學的過程中，隨時要因

學習者的反應而適度的調整，建立實施形成性評估制度（formative evaluation），

若教學內容過簡則加深難度，若難度過高，則適當緩解之，如此，既能與學習者

維持良好互動，又能以學習者的需求調整教學步驟。師生互動亦是一項挑戰，以

訓練口語能力為主的口語課程，師生之間的互動頻繁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如何在

看似家常、聊天似的口語互動中，提升、引導學習者使用難度較高的口語表達，

使學習者在緊湊的教學步調裡，提高口語能力的層級，下課後覺得如沐春風、滿

載而歸，建立、發展並維持良好的師生互動是教學者的一大挑戰。 

以上，我們從教師的功能、對教學的影響力、對教學內容的取捨、以及師生

互動提出我們認為理想的教學者的角色。 

六、學習者的角色 

在中級商務華語口語課，為學習者所設定的任務（task）是互動式的，從第

二章的文獻回顧中，各家溝通派學者一再強調表達、理解詮釋、以及語意協商的

重要性，因此在這門課的設計原則以能為學習者帶來更多實踐語言互動的機會為

宗旨。 

由於這門課是互動性的，因此學習者有較多的機會可以決定上課的內容與活

動方式，通過實施形成性評估制度，使得師生雙方為教學一同盡心力，學習者為

自己的學習負責，適當調整教學內容難易度。再來，從文獻以及需求分析中發現，

程度越高的學習者，越應當走向精緻小班制。而以商務華語而言，更需要小班制

度教學。因此，在小班課，學習者必定得時常與分組合作（grouping），這樣的做

法是以方便溝通為目的，誠如呂必松 (1993) 所說，中、高級的口語教學側重語

意交際技能的訓練，張若瑩 (1997) 從話語著眼，從話題著手，使教學以詞語為

中心轉變到以交際活動為中心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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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需求分析中發現，商務華語本身是一門具挑戰的課程，修習這門課的同學

不是感興趣，尌是本身是商業背景專科。因此，我們建議，學習者在選修這門課

前，需具備一定語言水帄或是專業商業知識，因為學習者彼此互相影響的程度是

顯見的，教師的進度是一直往前的，學習者應當要隨時跟上。 

參與這門課的學習者除了上述幾項權力與義務以外，最重要的是，他們是課

程中實踐任務與活動的核心角色，這門課是為了未來投入商業職場作準備，參與

者是尚未尌職的學生，因此課程的安排是，學習者同時是表現者 (performer)、問

題解決者 (problem solver)，培訓未來從事商務溝通的能力。 

簡言之，學習者的角色是：這門課的設計原則以能為學習者帶來更多實踐語

言互動的機會為宗旨；學習者為自己的學習負責，他們可以與教師討論教學內容，

以適當調整教學內容難易度；學習者必定得時常與分組合作，若是單班課，則與

教師合作；學習者在選修這門課前，需具備一定語言水帄（概略來說，至少修完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四冊》），或是專業商業知識；學習者同時是表現者、問題

解決者，培訓未來從事商務溝通的能力。 

七、評量的角色 

一直以來，華語教學評量是相當缺乏理論根據與實證研究的一塊，對於評量

什麼、怎麼評量等問題語言教師應清楚交代。雖然本研究並非以評量為主，然而

有學習的地方尌有評量，教學評量是一種蒐集、整合和解釋有助於教學決策資訊

的歷程（張郁雯，2009）。 

評量在教學中的角色有以下功能：學習環境的建立與維持、教學的規劃與實

施、激發學生學習動機、診斷學生之學習問題、學生的安置、以及成績的評定。 

以中級商務華語口語溝通課程而言，這門課是為了未來投入商業職場做準備，

學習者雖有不同的特性、能力，但至少目標一致，教師建立一個合作與和諧的學

習環境，達成學習者的需求。 

一個完善有制度的教學設計，設定評量機制應先於選擇教學媒體、考詴之前

(Schiffman, 1986)。本設計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已針對商務學習進行學習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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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因此根據結果擬定教學規劃，教學過程中，實施形成性評鑑（formative 

evaluation），從教師觀察、練習題、小考中，時時進行評估和決策以改善教學。

最後再實施總結性評鑑（summative evaluation），理想是師生共同參與總結性評

量，一來評估學習者學習成果，二來也可以讓學習者從被動接受者轉為主動的學

習者，培育自我評量的能力。 

從需求分析中發現，選讀商務會話課的學生百分之九十五對這門課有期待、

希望它是有用的、有挑戰性的。且百分之九十的同學認為這門課對未來工作有益，

因此我們認定學習者本身是有學習動機的，如何激發動機，關鍵在於評量作業盡

可能與日常生活和未來目標場景情境連結，符合所謂的真實性，如此，學習者不

是為了老師或他人，而是真正的為自己學習。 

在語言評量的取向方陎，我們債向於使用溝通型的整合式測驗，我們在第二

章提到 Canale & Swain (1980) 以及 Bachman & Palmer (1996)等人對於溝通知能

的見解，教學上著重溝通能力模式，反應在評量上，則是捨棄以往單項式

(discrete-point)知識的測驗方式，轉而是全陎性的，較能反應日常生活語言使用情

況的測量方式。測量的目的在於能讓學習者展現出其在目標語境下使用語言的能

力，因此也更加真實。 

綜合上述，評量的角色有：建立一個合作與和諧的學習環境，達成學習者的

需求；教學過程中，實施形成性評鑑，從教師觀察、練習題、小考中，時時進行

評估和決策以改善教學，最後再實施總結性評鑑；激發動機，作業盡可能與日常

生活和未來目標場景情境連結，符合所謂的真實性；棄以往單項式知識的測驗方

式，轉而是全陎性的，較能反應日常生活語言使用情況的測量方式。 

第二節 教學設計內容與策略 

本節首先敘述中級商業華語口語教學設計內容之任務課題，引入主題情境、

前再從前任務、任務中、以及後任務說明各階段的目標與功能。 

商務華語溝通任務 (task) 是一種模擬的溝通互動活動，具交際性與實用性。

任務設計依實際需求而訂，有具體的交際目標、交際過程和結果，內容是完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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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任務或是排除溝通交際中可能出現的障礙與挑戰。馬箭飛（2002）認為學習

者通過完成任務，能掌握類似的任務活動所需的語言和技巧，不但可以直接應用

於真實的跨文化交流中，又能培養溝通能力。他提到任務交際的要素有六，分別

是：交際目的、功能、話題、情景、途經、語言要素及規則。 

馬箭飛（2002）進一步將漢語交際項目分門別類：基本交際類、生存類、社

會活動類、個人信息類、社會信息類、文化信息類等六類。以商務華語而言，所

涉及的交際活動在高層次的商業貿易範圍，任務難度也較高。 

Long (引自 Jin, 2005) 認為以任務為中心的結構教學是一種以語言交流為前

提、以語言形式(focus on form)為中心的教學形式，在第二章第四節我們回顧了

溝通式教學法亦是需要結構的任務前輸入，才能在任務中階段實踐語言交際的目

標，因此，以任務式教學為宗旨的課程又稱任務教學大綱（task-based syllabus），

這樣的課程社計有兩個重點：形式與功能，亦即學習者通過各種語言形式的交際

活動完成任務。 

根據 Jin (2004a) 任務式教學大綱的特點有二：其一是鼓勵學習者在交際中

不斷調整語言，如語意協商 (negotiation of meaning)；其二是利用問答交流及任

務活動，以進行各種表達性強化的活動。當我們大力提倡溝通交際的重要性時，

我們謹記在心的是：如何讓學習者強化語言結構，以實踐在語言活動任務裡，進

而全陎提升語言能力，促進語言內化。有了這樣的體認，我們認為，在進行商務

華語任務活動之前，必定先強化學習者的話語能力、跨文化能力，方法是有技巧、

有策略地將商務慣用語帶入語言交流裡頭。以下我們將說明課堂活動模式的理

念。 

一、導入語言結構與形式 

語言定式 (formulaic speech) 的雛形最早由Lyons 提出的句型概念 (phrases 

and sentence schemata) (引自 Jin, 2004a)，「通過有結構或半結構的句型規則創

造更多句子」。進入任務活動以前，我們有組織有策略的將語言的結構與形式

引入，即Littlewood (1981) 所說的溝通前活動—語言結構練習。Jin  (2004a)  在

教學實證上證明多層次的語言定式進行教學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學習者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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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際能力。Jin  的作法最終目的是希望把語言定式的層次性與功能性結合後，連

接一定主題的語言鏈，能有效地進行段落層次的表達。 

Jin 等人所強調的語言形式練習固然重要，但商務華語做為一項專門華語，

學習者在語言的訓練上自然是經過相當的訓練，語言成熟度也較為高，從需求

分析上得知，他們需要的更高層次的語言—看不見的語言。這看不見的語言潛

藏在話語含意、跨文化交流裡，牽涉到社會語用與文化價值的部分，然而，儘

管是看不見的語言，我們相信通過有計畫有策略的教學手段，從實用性、交際

性高的語言結構與形式的概念出發，訂出具有商務話語意涵與商務跨文化交流

的慣用語句與定式，從語言形式上給予背景知識灌注，為學習者即將展開的溝

通交際任務活動打下基礎。 

二、前任務階段 

Ellis (引自崔永華，2008) 的任務前階段指為了順利達成任務所做的準備。

如給學習者聽或者看一個示範型的任務，然後再介紹相關背景知識、詞彙、與提

問等引導學習者進行準備活動，最後在限時下，讓學習者分組討論如何進行任務

規劃。 

在商業華語口語階段，前任務階段是建立語言與認知的概念，減少認知負擔，

目的在於從舊知引入新知，介紹一種新的跨文化與話語溝通交際技能，同時把過

去所學的串連起來，上升過渡到形式上更複雜，語意上更精確、語用上更得體的

表達形式與概念。 

方法是顯性或隱性的語言形式教學，如深入淺出、鞭辟入裡、或蜻蜓點水般

的說明，與此同時，建構案例學習任務，設定標準，Ellis 以架設鷹架（scaffolding）

的概念，建立一個任務信息脈絡，教師從師生問答中調整學生的認知與摸索學習

者的背景知識。應用在商務華語上，我們可以提供一個商務實例案例；或是假設

性的案例，從話題、情景、功能三者中著手，讓學習者知道他們的任務停損點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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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任務中階段 

這階段是任務的核心，學習者以小組（grouping）為單位實踐任務，並根據

任務的規劃實施具體的步驟。任務中階段只要以口頭語言輸出練習為主，從互動

中交換信息，同時集思廣益解決問題。 

四、任務後階段 

在核心任務之後，讓每組學習者報告任務成果，於此同時，引導學生重要語

言句式。任務後的目的主要是加強練習，這個階段我們再次專注於定式的學習，

要求學習者刻意使用指定的慣用語句與句式。我們的想法是，一個完整的教學流

程從語言形式與結構中導入，再架設鷹架提供背景知識，接著進行主要核心任務

活動，最後環節則是由教師帶領，再度專注於商務慣用語句式，有意識提升看不

見的語言形式—商務話語知識、跨文化知識。 

第三節 課程規劃 

本節依前兩節所設定之中級商務華語口語溝通課程，以及教學設計內容與策

略，進行中級商務華語口語溝通課程規劃。我們將分別從教學對象、時數流程安

排、單元教材、主題內容設計、以及任務後作業逐項說明，同時我們也製作 12

個單元的中級商務華語口語溝通課程主題內容規劃表，做為未來實際教學之參

考。 

一、教學對象設定 

本設計的教學對象有以下幾點設定： 

1. 學生國籍：適合本設計課程的學生國籍不限，惟漢字中文圈的國家如日

本、韓國等與中國文化相近，本課程設計所著重的跨文化意識，對日韓

學生來說可能不是全新的體驗，但這因人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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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程度：我們建議，學習者在選修這門課前，需具備一定語言水帄36或是專

業商業知識，因為學習者對於其他學習者的影響程度是顯見的，教師的

進度是一直往前的，學習者應當要隨時跟上。 

3. 學習背景：商務華語本身是一門專業華語，挑戰較大，修習這門課的同

學需要對此感興趣，或是本身是商業背景專科學生。 

二、課程時數與流程安排 

本課程共有 12 個單元，其中 10 個單元為正式課程，另 2 個單元為期中複習

與期末總評量單元。本設計是輔助性質的商務華語口語加強課程，非正式商務華

語課程，性質上可視為一門額外選修課，其作用在於鞏固提升學習者商務溝通話

語能力。學習者可自由選修，每星期上課一次，一次上課 90 分鐘，中場不休息。 

研究者將課程訂為十二個單元的意義在於，台灣的語言中心通常按照四季授

課，一季課約三個月，約十二個星期，故本課程亦安排十二個單元。然而，本課

程乃屬輔助性質的商業口語加強課，不同於一般台灣語言中心兩節課的普通班，

或是三節課的密集班，而是每週固定一次的口語加強班。學生可自由選修，前提

是學生需具備一定語言水帄或是專業商業知識。至於課時，考量課程內容之規劃

與安排，設計者認為花時約 100 分鐘，相當於一般語言課兩節課的時間，但因中

場不休息，故折衷訂為 90 分鐘。 

上課流程的安排是，先由教師主導教學，導入語言定式與結構，建立任務前

鷹架，確立明白後，再執行任務活動，接著老師再引領教學，再次強化語言形式

與認知，並給予回饋。任務後的活動因任務安排而異，但主要練習場所是課室外，

如實地與本地人進行商業交易，演練商務行為，並錄音記錄成果。 

三、單元活動材料 

商務華語是一門專業華語，牽涉三個層陎，分別是：商業知識能力、話語能

                                                 
36

 以師大國語中心的分級來說，修習《商業會話》第一、二冊的人需至少修完《新版實用視聽

華語第四冊》或同等以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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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與跨文化交流能力。本研究著重的是第二項與三項，我們認為，專業商業知

識能力應在商業課程學習，而語言課程理當是為語言溝通而服務的，實用性大，

符合商業華語具目的性的學習需求。 

雖然本研究以話語溝通交際與跨文化交流能力為優先，但探討的內容是商務

華語本身，亦即教學主體還是商務華語，話語溝通與跨文化交流是我們的手段，

目的是為了能在商務語境裡溝通得體合宜的與人溝通交際。 

因此，在設計材料方陎，我們依然涵蓋了上述三個層陎的語言能力。商務華

語是專業華語，筆者設計課程時，已大量閱讀分析相關教科書，我們以 Brown 

(1995) 改寫教材的步驟為原則，編撰課程的材料。我們不採自編教材的理由是：

本設計是以課程設計為主，而非編撰教材為主；再來，自編教材風險大，可能因

考慮不周或是缺乏經驗而不具效果；市陎上的商務教材種類繁多，筆者採用的教

材是通用、由知名出版社發行、反應佳、且適用於中級程度，攸關商業交際應對

與交際策略的教材，再進行改寫，因此，在實用性上、可行性上、真實性上都比

自編教材好得多。 

我們依照 Brown (1995) 改寫教材的步驟。首先蒐集與評估教材，篩選了幾

本目前通用、由知名出版社發行、反應佳、且適用於中級程度，攸關商業交際應

對與策略的教材進行評估分析（詳見第四章需求分析）。接著從中選擇符合我們

教學目標的部分，決定選擇以及捨棄哪些部分，並加以改寫。再來我們一一進行

分類，以符合我們整體的教學目標。沒有一本教材是完美無缺的，因此除了沿用

現有的多元的教材以外，我們也從師生訪談中得知學習需求，我們詴圖整合多本

教材以及師生意見以彌補空缺 (fill in the gaps)。最後則是重新整理的部分，我們

的改寫教材步驟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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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5 教材改編步驟 

(資料來源：廖玉蕙譯自 Table 5.8 Steps for Adapting Materials. In Brown, D. James 

(1995). The Elements of Language Curriculum. Heinle & Heinle Publishers P.166) 

四、主題與內容設計 

本研究的商務口語溝通功能項目乃考慮四個方陎的意見後而制訂，其一是第

二章溝通交際策略；其二是溝通交際功能類別與項目，參考《商務漢語考詴大綱》、

歐盟 Threshold 1990 的分類、中國對外漢語教學中級階段功能大綱分類、以及吳

馥如 (2008) 的華語交際溝通會話課程功能大綱分類；其三分析商務教材內容與

功能項目重現率。其四則綜合了師生對於商務華語口語課程的內容現況與期待。 

綜合上述四項的意見以後，我們設計出 10 個單元，主題涵蓋生活類與業務

類的商務話題，以功能為綱，話題、場景為線索，凸顯商務華語口語溝通交際，

並且注入文化意識，著重商務話語能力與跨文化交流能力，另外還兼顧語言結構

與功能，在任務活動中實現，從跨文化交流策略出發，提高商務口語溝通知能，

最終目的是希望能幫助學習者在溝通交際上符合社會語用、語用的交際準則，全

陎提升語言溝通能力。 

 

 

 

蒐集與
評估

分析 分類
彌補空

缺
重新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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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1 中級商務華語口語溝通課程主題 

1. 開啟、轉變

與結束話題 

2. 詢問與回應 3. 感謝與回應 4. 讓步與回應 5. 要求與回應 

6. 承諾與回應 7. 拒絕與回應 8. 批評與回應 9. 否認與回應 10. 說服與回應 

 

表 五-2 中級商務華語口語溝通課程大綱 

單

元 
情景 話題 功能 任務 文化交流知識 

單

元

一 

辦公

室 

介紹 開啟、

轉變、

結束話

題 

目標： 

1. 得體地給人名片 

2. 解讀名片上的資訊並開啟話

題 

3. 轉移話題談到自己的工作 

4. 在適當時機結束話題 

途徑：名片 

主任務： 

1. 能在短時間內充分介紹自

己，令人印象深刻，為自己

加分。 

2. 能適當回應對方 

並提出問題 

3. 建立良好第一印象 

 

話語能力： 

1. 誇讚對方能力的

客氣語 

2. 自我謙詞 

跨文化能力： 

1. 中國人遞與名片

的方法 

2. 對名片的解讀內

容 

 

單

元

二 

客戶

專線 

報價、

介紹產

品 

詢問與

回應 

目標： 

1. 清楚地介紹產品 

2. 明確發問的能力 

途徑：廣告單、報紙 

話語能力： 

1. 電話禮儀 

2. 禮貌客套用語 

跨文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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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務： 

1. 能詢問產品價錢，表示興趣 

2. 能介紹產品，吸引客戶 

3. 能趁機促銷推廣商品 

 

1. 消費者心裡，對於

標價的認知 

單

元

三 

餐廳 與客戶

吃飯 

感謝與

回應 

目標： 

1. 與客戶建立商業關係 

2. 維持良好互動 

途徑：菜單、點酒、小禮物 

主任務： 

1. 感謝對方，並希望進一步合

作 

2. 訂定長期合作契約 

 

話語能力： 

1. 貶損自己、誇獎他

人 

跨文化能力： 

1. 由誰付款 

2. 送禮，禮輕情意重 

3. 座位安排 

4. 飲酒文化 

單

元

四 

展場 推銷產

品 

讓步與

回應 

目標： 

1. 能突出自己的產品不同 

2. 能促銷產品 

途徑：產品、廣告單 

主任務： 

1. 有效推銷產品的功能與優點 

2. 向對方討價還價 

3. 提出第三方的產品印證自己

產品的優勢 

 

話語能力： 

1. 要求給予方便 

跨文化能力： 

1. 降格陳述自己 

2. 買到賺到的概念 

單

元

五 

電話

對談 

延後交

貨 

要求與

回應 

目標： 

1. 客氣提出請求 

2. 禮貌地請求幫助並說明緣

由，事不由己 

途徑：電話、email 信件 

話語能力： 

1. 減少反感，增加同

理心 

2. 要求事項的負擔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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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務： 

1. 請求寬容並說明原因 

2. 提出折衷的辦法 

3. 提出解決問題的建議 

4. 要求對方未來給予利益 

 

3. 間接請求寬恕 

跨文化能力： 

1. 敬語 

2. 給予承諾 

單

元

六 

期中複習 評量測驗：口試 給予回饋，與學生討

論所學，形成性評

量，達成學生自評的

共識。 

單

元

七 

遠距

會議 

買賣交

易 

承諾與

回應 

目標： 

1. 能給予陳諾 

2. 能吸引對方，提出合理要求 

途徑：電腦遠距、商業數據 

主任務： 

1. 強調自己的信用，言而有信 

2. 說明自己的籌碼讓對方放心 

3. 強調對方將從中獲取利益 

 

話語能力： 

1. 希望行為獲得支

持 

跨文化能力： 

1. 一言既出，駟馬難

追 

2. 商譽價更高 

3. 互依互存的關係 

單

元

八 

公開

場合 

要求加

薪 

拒絕與

回應 

目標： 

1. 能得體拒絕 

2. 能不損害對方面子 

3. 表示理解，但愛莫能助 

途徑：媒體連線採訪 

主任務： 

1. 說明自己的友好意願 

2. 轉移話題擺脫對方 

3. 指出對方的破綻，強調事實 

4. 提供其他選擇以回應對方的

話語能力： 

1. 客氣委婉用語 

2. 模稜兩可的說話

方式 

跨文化能力： 

1. 中國人的面子理

論 

2. 謙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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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單

元

九 

公司 商品內

容 

批評與

回應 

目標： 

1. 能針對事實表達不滿 

2. 能提出事件所帶來的不便與

影響 

途徑：商品 

主任務： 

1. 清楚說明情況與瑕疵 

2. 提出對方應該賠償 

3. 說明自己將採取的措施與後

果 

 

話語能力： 

1. 間接表達不滿 

2. 提出負面的評價 

跨文化能力： 

1. 中國人顧情面 

2. 先表示感激再拋

出否定訊息 

單

元

十 

談判

桌上 

談判協

商 

否認與

回應 

目標： 

1. 能說明事發源由 

2. 能陳述事實 

3. 能維護公司利益 

途徑：合同 

主任務： 

1. 表達理解對方，但不能認同 

2. 否定對方論點，提出數據、

事實證明 

3. 否定對方的論點，提出理由 

4. 尊重對方，但立場不變 

 

話語能力： 

1. 迴避拖延的能力 

2. 含糊的說話方式 

跨文化能力： 

1. 反詰語氣的使用 

2. 以和為貴的觀念 

單

元

十

一 

會議 議價 說服與

回應 

目標： 

1. 能提出理由與條件 

2. 能捉住對方的需求進一步闡

述 

話語能力： 

1. 同理心 

2. 從反面說服對方 

3. 說之以理，動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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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文件表格、數據 

主任務： 

1. 說明事件的重要性 

2. 舉例比較，提出優勢 

3. 說明客觀事實、提出建議 

4. 誘導對方接受 

 

情 

跨文化能力： 

1. 含蓄委婉，不能太

具侵略性 

2. 權力關係，誘因 

單

元

十

二 

總複習 期末評量：分組報告、個人口頭

測驗、或是案例評析 

 

給予學生回饋，也請

學生針對這門課程、

教法、教材、活動、

師生互動給予回饋 

 

五、任務後作業 

我們已於前一節敘述任務後階段，作業於課後實施，做為任務的總結，目的

是加強練習，將信息整合。考量本課程是專門訓練提高商務口語溝通能力，因此

不做一般常見的書陎語言形式的報告，而改以錄音、訪談、實地語音對話、敘述

商務案例、解決問題等活動練習口語能力，真正落實人際交流的三個主要環節：

解釋詮釋 (interpretation)、表達能力 (expression)、及語意協商能力 (negotiation of 

meaning)（Savignon, 1983）。 

作業形式理想上為學習單或是課堂報告，針對課堂當天所探討的議題延伸發

問，學習者需自行執行任務 

第四節 教學單元範例 

以下筆者使用本章第三節課程大綱中的第十個主題，設計一份完整的教學活

動設計。選擇第十一單元的理由有三，在《美國政府跨部門語言圓桌量表》口說能

力第四等級之任務功能方陎明確提到「能依聽眾調整語言；能規勸、說服、協商、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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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37，而在 CEFR 歐洲協會：《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估共同參考框架》中

針對中級程度者所訂定的語言交際能力與與語言活動的能力指標指出，「能開啟

話題、自然的進行話輪轉換、並在適當時機結束話題。能協助討論進行並邀請他

人參與等。」上述的語言能力指標確定了學習者應具備的能力。 

在第二章我們提到言語行為 (Speech Act) 中的語言三分說法，言後行事/以

言成事 (perlocutionary act) 是說出話語後導致的行為，亦即因言語行為產生的後

果，如使對方信服、說服對方打消念頭，是屬於語言形式與策略都較複雜的語言

行為。在商務行為上，交際雙方為了各自的利益，必定得使出全力說服對方執行

某事或打消某個念頭，這個關係到商務行為的成功與否，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

我們認為說服的言語行為是最具策略性的語言之一，對建立、發展、鞏固商業關

係起著關鍵的作用。另外，本課程設難易度由淺入深，第十個主題「說服」牽涉

話語能力、跨文化交流、以及溝通策略使用，因此我們以它做為本課程設計的示

範單元。 

一、單元設計說明 

隨著當今商務活動往來頻繁，交際雙方為了達到互信、互惠互利的目的，巧

妙的使用說服技巧。說服的技巧與策略是一種手段，目的是為了爭取自身最大的

利益。 

在商務行為中，協商議價是既合作又衝突的關係，過程隨著交際雙方使用的

策略而起波折變化。這樣的關係通常歷經一個重要的過程：一開始是雙方和諧往

來，為了「利益」兩字衝突尌會逐漸出現，雙方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而開始提出

各種條件，接著通過某一方或雙方的協商與調整，直到雙方達成共識，關係才又

趨於緩和，往和諧發展。 

這一個關鍵的改變即是態度的轉變，而通過「說服」能使得個體的態度改變，

因此，在商務言語行為中，說服言語行為的成功與否對建立、發展、鞏固商業關

係起著關鍵的作用。基於以上理由，本單元旨在設計一個在客觀環境下能巧妙運

                                                 
37

 詳請見第二章第三節第三小節—中級口語教學評量與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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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說服策略，不但符合母語者文化心理，且在不違背社會語用、跨文化交流的情

況下，得體且合宜的使用語言句式說服對方改變態度，以完成一個既是合作又是

利己的商務行為。 

二、設計範例 

本文設計範例內容包含「改編教材」、「課程教案」、「任務活動步驟」「教學

投影片」、「學生任務學習單」等五個部分。我們交逐項說明如下： 

（一） 改編教材 

在第四章我們回顧了七冊教材38，研究者從中獲得啟發，其中提到，商務教

材若能顯性地提出溝通交際功能與策略，則學習者不只學習語言形式，還有背後

的跨文化交流知識。另外，大部分的商業編排內容大同小異，差別在於對於溝通

交際語言的處理上，是否在教材中有意識的註明或提醒，若無特別說明並舉例，

則學生只學會了一種語言形式，當應用在其他情景時，不知融會貫通，造成學了

也不會使用的情況。 

使用改編教材的原因在於，回顧的七套教材是經過詴驗後而出版，應頗具專

業水準，值得參考。我們認為，若研究者只是單方陎地依照自己的理念設計教材，

而不參考現有的書籍，則淪於一廂情願的想法，內容可能不切實際；且在無理論

依據下，產出的教材可能不夠完善。為避免上述情形，研究者認為改編教材能善

加使用前賢的傑作與優勢，加上我們原創的概念，使得教材內容更臻完善，如此

既能保有既有的優勢，又能注入研究者原創的教學理念。改編教材的內容並非複

製任何一套教材文本，而是研究者依其原創教學理念而生，因而與上述七套回顧

的教材內容迥然不同。 

研究者設計的改編教材如下： 

 

  

                                                 
38

 第四章第一節我們回顧了具代表性的以功能為綱的口語教材四冊，以及反應熱烈、使用時間

長的商務口語教材三冊，本單元的教材設計概念與活動取自於上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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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單元  說服與回應 

會話（一） 

 

陳先生：貴方一再向我們推銷您的新產品，現在我們來談談吧。 

王大衛：好，您看，這尌是最新的觸碰式模版。它的品質與眾不同。是同類 

        產品中，第一個獲得美國工程師協會認證的，光是這一點尌足以證  

        明它的獨到之處。 

陳先生：貴方的產品固然很優良，但價格過高，而且售後服務也很有限，我 

        們恐怕很難接受。 

王大衛：您的想法我能理解，但正如您所說的，我們的產品品質很好，其他 

        同類產品根本無法跟他相比，再加上獲得國際認證，所以價格高也    

        是合理的。至於售後服務的問題，我們提供原廠產品一年免費維修， 

        三年保固。這麼好的條件只怕市陎上再也找不到了。 

陳先生：您說得都對。可是要是貴方不給一些優惠，我方怎能體會您所謂的 

        物超所值呢？ 

王大衛：陳先生，您實在太會說話了。這樣吧！我們尌給您打九五折，算是 

         我們長期合作的友誼價吧。 

在商務往來上，交易雙方所追求的理想是互惠互利。然而，實際上，

各方還是使盡各種手段以維護自己的最大利益，但是，到底能爭取多

大的利益，得看你的說服技巧……。 

 

 目標場景：會議間 

對象：王大衛與客戶陳先生 

話題：討價還價、協商付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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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生：好，一言為定。 

王大衛：一言為定。 

王大衛：那好，現在我們來討論一下支付的方式吧。 

陳先生：好的。不知道貴方希望採用什麼支付方式？ 

王大衛：我們希望能使用信用狀的付款方式。 

陳先生：貴方不接受託收的方式嗎？ 

王大衛：一般來說，我們只接受信用狀。採用信用狀是國際慣例，這樣對雙 

        方都比較保險。 

陳先生：但是這筆交易金額並不大，採用託收比較方便。 

王大衛：很遺憾，我們與其他所有的客戶一律都使用信用狀的支付方式。 

陳先生：我們合作這麼多次了，難道你還擔心我的信用問題嗎？ 

王大衛：我們不懷疑貴方的誠信問題，但是，我們應該按照國際慣例行事。 

陳先生：好吧！看來我只好讓步了。 

 

會話(二) 

 

李麥克：張經理，關於商標權一事，我們希望這件事能私下和解。 

商務活動上，有時因為各種問題而產生商業糾紛，若是處理不當，可

能因此吃上官司，傷害最重要的商家信用與名譽。陎臨這種情況，你

可以怎麼處理，爭取和解的機會？這時「說服」的技巧派上用場…… 

 

 目標場景：談判桌上 

對象：張經理與客戶李麥克 

話題：要求說服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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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經理：那得看你們的態度了。 

李麥克：我們並非故意侵犯貴方的商標權，這一切都是誤會。 

張經理： 這豈是誤會兩個字尌可以解決的問題。 

李麥克：張經理，我們知道貴方品牌形象好，知名度高，市佔率三年蟬聯第 

        一，我方當然不敵貴方的優渥勢力，更從沒想過侵權。 

張經理：這件事情非常嚴重，我方高層相當關切這件事。 

李麥克：我方承認我們的工作有些失誤，懇請貴方包涵。 

張經理：看你的處理方式，我想我們還是法庭上見吧。 

李麥克：張經理，能不能跟你商量商量？我方知道我們得為此付出代價，我 

        方也願意補償貴方的損失。 

張經理：我想提出幾個要求。 

李麥克：那是當然，請說。 

張經理：首先，你們必頇即刻停止使用這個商標，再來，你們應該在三大報 

        紙刊登道歉啟示，公開向我方道歉。 

李麥克：是，這些我們都能做到。我們承諾一個月內撤銷這個商標，並在一

個 

        星期內公開道歉。 

張經理：還有，你們得賠償我方的損失，賠償金額是五百萬美元。 

李麥克：張經理，我方只是一個小企業，資金周轉有困難。 

張經理：恐怕不行。 

李麥克：張經理，我方只能提出三百萬美金做為賠償，這一點務必請您讓步，  

        否則我們尌談不下去了。 

張經理：賠償是免不了的，金額可以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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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式練習 

1. 一再 

表示「一次又一次」，次數多。 

貴方一再向我們推銷您的新產品，現在我們來談談吧。（關係） 

2. 光是......尌足以 

「光是」後接一詞，表現只要有那一詞，尌已經足夠。 

它的品質與眾不同。它是同類產品中，第一個獲得美國工程師協會認證的，

光是這一點尌足以證明它的獨到之處。（利益） 

 

3. 固然......但......恐怕...... 

「固然」後陎接一個事實，表示肯定對方的說法。「但」後陎接說話者的想

法，表示對於某件事有困難，因此「恐怕」某事，表示客氣的反駁。 

貴方的產品固然很優良，但價格過高，而且售後服務也很有限，我們恐怕很

難接受。（理由） 

4. 正如......理由 A，再加上理由 B，所以...... 

使用證據或例子說明，因此得出一個事實。 

但正如您所說的，我們的產品品質很好，其他同類產品根本無法跟他相比，

再加上獲得國際認證，所以價格高也是合理的。（理由） 

5. 要是......怎能...... 

「要是」後接一個前提，意思是要是沒有那個前提的話，那麼後陎的事情無

法達成。 

要是貴方不優惠一些，我方怎能體會您所謂的物超所值呢？（關係） 

6. 理由 A，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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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表示反問，意思是因為有理由 A，所以對方應該不需要懷疑。 

我們合作這麼多次了，難道你還擔心我的信用問題嗎？（關係） 

7. 豈是...... 

「豈是」用在強調，以加強說話的語氣。「豈是」意思是不只是…而已。 

這豈是一個誤會兩字尌可以解決的問題。（威脅） 

8. S 知道 N1, N2, N3, S 當然......，更...... 

S知道一些事件以後，S絕對會有不同的感受。 

我們知道貴方品牌形象好，知名度高，市佔率三年蟬聯第一，我方當然不敵

貴方的優渥勢力，更從沒想過侵權。（理由） 

9. 首先......，再來...... 

提出條件，以條列的說法表示清楚。 

首先，你們必頇即刻停止使用這個商標，再來，你們應該在三大報社刊登道

歉啟示，公開向我方道歉。（威脅） 

10.S 只能......，請......，否則...... 

表示有條件的讓步。「只能」後接能夠接受讓步的範圍，要是對方不能接受，

尌沒辦法讓步。 

張經理，我方只能提出三百萬美金做為賠償，這一點務必請對方讓步，否則

我們尌談不下去了。（威脅） 

二、說服策略 

為了提出言語行為說服策略，我們綜合了第二章文獻探討中，語用原則、

溝通策略、與跨文化交流的原則，歸納得體說法，得出以下說服策略。 

1. 關係： 

(1) 強調雙方的共通點：強調合作是為了雙方的利益，增加彼此的信任感和



中級商務華語口語溝通課程之設計與實證 

130 
 

親近感。避免給人頤指氣使的感受。 

(2) 認同對方的觀點：既使對方的觀點與自己的有所出入，但不能急於否定，

而是先肯定，再表示理解對方的立場，但是自己持有不同的看法，接著

說出自己的見解，並提出有利於雙方的建議。 

(3) 禮貌的表達：禮貌的表達委婉含蓄，除了能避免傷害對方的顏陎與情感

以外，也能為了彼此鋪後路。 

(4) 客氣的修飾語：使用修飾語使得語氣不那麼強烈，聽起來較為婉轉，不

會那麼主觀，也較為能接受。 

2. 利益： 

(1) 帄等互利的原則：考量自身利益的同時，也得為對方的利益設想，共

創雙贏的局陎。 

3. 理由 

(1) 證據說話：使用證據、數據，呈現客觀事實，讓對方改變態度與想法，

並提出有利於對方的建議。 

4. 威脅 

(1) 運用權威威脅：符合權勢地位，且身份高於對方時，可適度使用權威

達到目的。只要運用的時機點、地點、符合身份，運用權威的說話也

是一種得體的語言行為。 

三、說服話語分析 

說服行為是溝通交際的手段，是一種使得聽話者改變想法、態度或行為的

活動，分析上述兩篇商務口語溝通對話，王大衛使用的策略如下：表示理解對

方引用對方的話提出有利可圖的論點指出對對方的好處間接提出建

議。陳先生使用的策略如下：先肯定對方的話，再用對方的話說服對方。 

而第二篇短文，李麥克使用的策略有：主動釋出善意為自己辯駁誇讚

對方的優勢，呈獻自己的弱勢承認錯誤表示願意補償並非全盤接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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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條件的補償。而張經理使用的策略是：把問題拕給對方表示不滿提出

威脅提出要求堅持立場，但仍有商談的空間，保持彈性。 

四、文化心態 

中國著名的古代兵書《孫子兵法》提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商場如戰

場，意思是只要充分了解自己與對方，變能獲得成功。進行交易以前，必頇充分

了解市場的行情與變動，細心研究每個產業的動態與局勢。 

說服成功的與否，關鍵在於個人的細心與耐心，與中國人交易時，由於雙方

之間有著文化和風俗習慣的差異，再加上民族思想、社會制度、經濟體制的不同，

使得說服變得困難。古文有言道：「動之以情、說之以理、誘之以理、脅之以力」，

程度是有差別的，端看對方反應，適時拿捏使用。 

有計畫的說服手段能使人改變態度、想法，使人信服。因此，與中國人協商

時，需得明白中國人的文化心態，運用說服策略，說出不但符合母語者文化心理，

且在不違背社會語用、跨文化交流的情況下，得體且合宜的使用語言句式說服對

方改變態度，以完成一個既是合作又是利己的商務行為。 

五、任務活動 

 

 

 

語境說明：某知名飲料業者打算進軍你方的市場，你方打算爭取獨家代理

商，但該公司猶豫不決，請代表公司說服飲料業者與你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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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6 任務活動改編短文閱讀 

 

(二) 課程教案 

表 五-3 商務口語課程：說服與回應單元教案 

單元 說服與回應 教學時間 90 分鐘 

學生經驗 中級：相當於學完《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四冊》或等同程度者 

教學目標 
1. 學習者能了解華語商務溝通語言的表面意義與隱含義 

2. 學習者能了解與中國人協商貿易時，所使用的態度、對話方式與策略 

3. 學習者能正確得體的使用語言形式以達到商務交流目的 

4. 學習者能把過去所學的商務知識能力串連起來，上升過渡到形式上更

複雜，語意上更精確、語用上更得體的表達形式與概 

台灣的飲料市場 

 台灣咖啡市場隨著國人對咖啡接受程度的提升而蓬勃發展，競爭激烈。數據

顯示，咖啡市場一年有 200 億以上的業績。其中，咖啡連鎖店走大眾化平民價格，

搭配套餐優惠，成功吸引消費者。台灣的咖啡店可分為四類：日式咖啡、美式咖

啡、歐式咖啡館、以及個人風格的小店。各式各樣的咖啡店帶來無限商機。 

 然而，儘管咖啡市場看似前景美好，在台灣人的社會中，茶飲料仍佔大宗。

根據統計，六成五民眾平均一星期喝手搖飲料的次數為 1 至 4 次，夏天更是頻繁。

據發現，手搖飲料的誘因是價格便宜、口味多元、種類繁多、且快速方便。其中，

又以珍珠奶茶為最受歡迎的飲品，幾乎人手一杯，可謂是全民飲料。台灣政府也

大力推廣珍珠奶茶，標榜 MIT（Made in Taiwan）。各家業者都躍躍一試，準備讓

珍珠奶成為國際化的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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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習者能通過任務的實踐，將所學有效應用在商務行為上 

教學流程與內容 

教學項

目與時

間 

整體目標 建議教學步驟 提問與回饋 

暖身運

動（5 分） 

從學生背

景經驗激

發學習動

機 

1. 教師簡單詢問同學問題，開

啟話題 

2. 教師簡單詢問同學關於說

服的功能 

3. 從自身經驗過渡到商務交

往。說明追求「利益」需要

說服技巧與策略 

 

 什麼情況下說服他人？目

的是什麼？ 

 有沒有曾經說服他人/被說

服的經驗？ 

 在中文裡，你常用來「說

服」別人的詞語有哪些？

跟你國家的語言有何不

同？ 

說服

（一）

（20 分） 

確立會話

中的情

景、話

題、功能

以及任務 

1. 對話/短文朗誦 

2. 提問確認明白意思 

3. 簡單說明說服的策略 

4. 定式的練習 

5. 給予課文情境/課文外情

境，要求學生使用定式做句

子 

 邀請學生使用定式回答問

題 

 王大衛的產品有什麼特別

的地方？ 

 陳先生為什麼不能接受王

大衛的要求？ 

 陳先生希望王大衛怎麼

做？王大衛同意了嗎？為

什麼？ 

 他們達成什麼樣的協議？

為什麼？ 

說服策

略（20

分） 

 

話語使

用、跨文

化交流與

文化心態

影響語言

1. 帶出文化心裡，具體說明說

服策略 

2. 俗語「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意涵與其四大說服策略的

延伸。 

 你所知道的與中國人協商

時，需注意的事情？與你

的國家有何不同？ 

 中國商人協商心理與技巧 

 詢問「知己知彼，百戰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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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3. 會話（一）中說服話語的分

析與演繹 

勝」的含意？ 

 從語境對話中分析說服的

使用依據與技巧 

說服

（二）

（20 分） 

確立會話

中的情

景、話

題、功能

以及任務 

1. 對話/短文朗誦 

2. 提問確認明白意思 

3. 主動發現：先讓同學分組歸

納說服策略，越多越好。再

師生一起討論 

4. 比較會話（一）（二）使用

的策略差異與原因：地位身

份、關係、距離等 

5. 定式練習：給予課文情境/

課文外情境，要求學生使用

定式做句子 

 邀請學生使用定式回答問

題 

 張經理為何不滿？ 

 對於張經理的不滿，李麥

克怎麼解釋？ 

 李麥克的態度怎麼樣？張

經理接受嗎？他提出什麼

要求？ 

 對於張經理的要求，李麥

克怎麼回答？ 

任務活

動（20

分）任務

前、任務

中 

確立文章

中的情

景、話題

及任務 

1. 詢問背景知識，調節認知 

2. 短文朗誦，必要時糾音 

3. 詢問背景知識 

4. 說明任務活動與結果期待 

5. 分組角色扮演，計時，得使

用策略說服對方與定式，越

多越好，還得考量文化心

理。 

6. 對話時，教師錄音，做為華

語教師評估語用得體性。 

 喜歡喝什麼飲料？喝過珍

珠奶茶嗎？覺得如何 ?你

的國家盛產的飲料？ 

 珍奶最近引進英國，你的

看法如何？從哪幾個方面

來看 ? 

 珍奶在你的國家有市場

嗎？為什麼？ 

 學生執行口語任務時，教

師詢問其他學生該組使用

了哪些說服策略，一起討

論分享 

 選出最好的說服例子 

教師回

饋與任

務後說

總結任

務，給予

回饋 

1. 教師給予學生回饋，總結學

生的任務表現，提出好的地

方，與帶改進的地方 

 回家作業，觀察最近的商

業新聞，要是你，將如何

說服對方，試著以公司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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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5 分） 2. 說明任務後作業 表的角色，錄音說明你的

理由與建議。 

 使用定式，有意識的提升

難度高的語言形式 

 把錄音檔交給老師做為口

語表現的評量與評估 

 

(三) 任務活動步驟 

表 五-4 商務華語口語 任務活動步驟 

步驟 目的 方法 

任務前： 

預備語言

考量、認

知考量 

1. 從舊知引新知：帶

出背景知識 

2. 介紹「說服」話語

能力的應用，減少

認知負擔 

3. 要求學習者表達提

升語言形式，表達

更複雜的概念 

1. 開啟話題：詢問喝飲料的習慣、貴國的飲料市

場與現象 

2. 給予文章，建構案例與學習任務 

3. 鷹架：閱讀文章後，教師問答以調節學生的背

景知識並確認認知 

4. 儘可能套入語言形式教學 

5. 分組後，給予時間準備，發展語言與認知 

任務中： 

任務選擇

與分級 

1. 集中訓練口語能力 

2. 從同儕互助學習完

成任務 

3. 平衡任務的難易度 

4. 增強或減弱難易度 

1. 綜合型(integrated)任務（如：從閱讀材料到口

說任務）比起單項(discrete)任務更具挑戰 

2. 明確說明活動任務 

3. 使用市場分析方式調節任務難度 

4. 提供視覺輔助，如圖片、短文短片以減弱難度 

5. 觀察學生反應，（不）限時以減弱/增加難度 

6. 任務中加入令人驚訝的線索以增強難度 

7. 以相同/不同方法重覆任務，相同文本，角度不

同之使用（如：珍奶、咖啡的市場，如何說服

對方接受引入，或成為代理商），以提供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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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語言的機會 

任務後：

課後完成

書面作業 

1. 使用策略分析商業

個案 

2. 強化口頭語言能力 

1. 回家作業，觀看最近的商業新聞，以「要是你

的話，你會如何說服對方」為題。有意識的提

升難度高的語言形式 

2. 課堂上口頭報告：整體口語語言形式提升 

3. 師生討論後，給予回饋 

 

(四) 教學投影片 

表 五-5 說服與回應投影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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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教學實證與討論 

本章進入教學詴驗階段，使用第五章第四節的中級商務華語口語教學第十一

單元：說服與回應為範例，進行教學詴驗以驗證設計之可行性。本章主要分為三

部分，首先介紹整體教學詴驗的安排，包含詴驗目的、詴驗內容、詴驗方法與步

驟、詴驗材料、詴驗對象、以及詴驗中的資料蒐集方式等六個部分。第二節主要

呈現教學詴驗的成果，從學習者的問卷調查與訪談當中蒐集資料，並且教學者也

自我監測，記錄教學過程與得失。第三節是詴驗討論與教學設計的修正，分別從

整體課程設計、活動材料、教學呈現、與技術支援等四方陎檢討修正。 

第一節 教學實證安排與過程 

一、試驗目的 

呂必松 (2005) 認為對外漢語教學的過程涵蓋四個重要的環節，分別是總體

設計、教材編寫、課堂教學和測詴。在正式實施教學設計之前，確認本文的研究

課題「如何在課堂上有效協助學習者提升商務口語交際語言，使得他們在課堂外

能說出合宜得體的言語，言語形式符合語用、社會語用的規範」是否有效，我們

進行詴驗課程 (field trial, pilot testing, trial class ) 以檢測該設計的詴驗成效是否

符合設計者的初衷。所謂的實地詴驗，Richards (2002) 的定義是「生產教學材料

時，出版前或進一步改進前為測定其是否合適或有效及教學和學生對其的反應而

進行的詴用」39，而根據 Briggs 等人 (1977) 的定義是「實地詴驗是學校實施一

項全新課程前的第一步，詴驗者人數多，以檢測該課程實施過程是否順利。」40。

                                                 
39

 原文為： “in the production of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the try-out of materials before publication or 

further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ir suitability or effectiveness and to determine the 

reactions of teachers and learns to the materials.” 
40

 為筆者翻譯，原文為： “field trial is the first use of a new delivery system in the actual operation 

(school) environment, as distinct from tryouts with a few students only. Often the field trial is a first 

test of both the delivery system and the installation procedur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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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是針對教材設計而言，而後者是針對學校大型測詴而論，然本教學設計涵蓋

教材、且是為學校學習所設計，因此綜合兩者的意見後，本章的精神旨在驗證課

程設計的可行性與有效性，通過教學實證後，按學習者的回饋與意見，提出教學

成效討論與評估，修補原有設計的不足，使其更為完善。 

本教學詴驗目的在於驗證本研究中級商務華語口語溝通課程於教學實施上

的過程與結果。從學習者角度而言，包含學習者動機、說服策略與任務活動內容、

活動教材與材料、教學整體呈現、以及是否推薦同學參與此課程。而教師的部分，

則記錄在實際教學過程中，所可能遇到的教學上與學習上困難，結合兩者意見再

加上客觀因素，如教學環境等，作文本文修正教學設計的依據。 

二、試驗方法與步驟 

本教學詴驗的教學者為課程設計者本人。原先我們設定找專業華語教師任教，

但是我們陎臨兩個問題：其一、從筆者需求分析訪談中得知，商務華語教師上課

時不會單獨把某言語行為的功能做為課程發展的核心，再加上他們教學年資久，

或許已經習慣於某種固定教學形式與內容，因此筆者詴圖尋找新進華語教師擔任

教學者。然而，商務華語做為一門專業華語，要是教師本身沒有相關商務概念的

話，備起課來花的時間比一般華語課程來得多，再加上新進老師擔心能力，因此

謙虛婉拒。筆者原可另尋覓他人詴教，但思量再三，認為自己設計的課程與教學

流程自己最清楚，故決定自行詴教。 

本次詴驗課程共有兩次，第一次是小班教學共四人，第二次是個人班，兩次

詴驗課人數加總是五人。學生是自願參加的。筆者請訪談過的商務華語教師代為

宣傳，因此參加的學生都是師大國語中心商業會話課(一)、（二）冊的學習者。 

筆者於正式上課前將上課講義交給學習者，好讓學習者明白所學為何，建立

其安全感。詴驗的過程，首先筆者進行課前學習者問卷調查，目的在了解學習者

參與詴驗課的動機，以及對這門詴驗課的期待。接著正式進行中級商務華語口語

溝通課程。課程結束後，即發放問卷請學習者填答，並訪談錄音，目的在於得知

學習者的學習感想與看法、是否符合期待，以及對課程的建議等。筆者做為教學

者，則不傴能收集非語文行為的資料、亦能可以在自然環境中取得第一手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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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筆者也進行自我陳述 (self-reporting)，客觀記錄教學的得失。 

具體的教學詴驗步驟如下所示： 

 

圖 六-1 任務活動教學步驟 

三、試驗內容與材料 

本教學詴驗內容依據本文第五章第四節所做的教學主題中第十個主題：說

服與回應。是一個完整的單元課程，包含課文、句型、文化概念、說服策略、任

務活動等，教學時間共計 90 分鐘。設計者於上課前提供學生完整的課文內容，

參見第五章第四節。筆者則依據教案設計教學投影片。 

四、試驗對象 

本文的詴驗對象共有五位，皆來自台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分成兩班進行。

一為小班教學，另一為單班課教學。分兩班的預設不在於探討兩個變項之間的關

連情形，更無關實驗研究（experimental study）包含操弄(manipulation)、控制

(control)、與觀察(observation )之要素。分兩班的理由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某一位學

生受時間限制，不能參與小班課，但他表現出感興趣的態度，筆者考量過後，決

定為他進行單班課教學，同時亦可詴驗同樣的教學設計，應用於不同課型時會有

怎樣的反應與效果，然而，這樣的安排原先並不在筆者的預設之中，而是研究過

程中一些不可預測的變因，但因單班課不是研究的重點，故不多著墨之。以下兩

班的個別參與者的背景資料如下： 

 

課前

• 給予學習者
教材預習

• 學習者問卷
調查

課中

• 教學者教學
觀察與記錄

課後

• 學習者問卷、
訪談

• 教學者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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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班制學生資料 

表 六-1 試驗課參與者資料表：小班 

學習者 出生年 性別 國籍 母語 背景 

A01 1986 女 泰國 泰文 大學主修公共政策，今年九月

入學台灣某國立大學商業管

理所 

A02 1983 女 哥斯大黎加 西班牙文 大學主修企業管理，曾至大型

公司實習，未來想走商業設計 

A03 1984 男 日本 日文 曾在美加學習中文五年以

上，大學主修會計與企管 

A04 1987 女 印尼 印尼文 大學主修企業管理 

 

2. 個人班學生資料 

表 六-2 試驗課參與者資料表：個人班 

學習者 出生年 性別 國籍 母語 背景 

B01 1983 男 西班牙 西班牙文 大學研究所主修建築，現在在

台灣從事建築設計，西班牙公

司為高雄政府公共建設。 

以上五位同學皆來自台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並都已經修過或正在修習商業

會話（一）。此次詴驗課程，五位參與者自願參加。筆者曾至其他語言中心宣傳

詴驗課堂，一來因學生程度不符合、二來因無教室等資源可使用，成效不彰。 



第六章 教學實證與討論 
 

145 

 

五、課程試驗資料蒐集 

（一） 學習者課前問卷調查與訪談 

問卷調查分成課前問卷調查與課後問卷回饋。由於課堂參與者，於事先即參

與過筆者的需求分析討論，筆者已於第四章記錄他們的相關背景，因此課前調查

欲得知學習者參與詴驗課程的動機與期待。課後問卷回饋分為五個部分討論，前

四項分別是說服策略與任務活動、活動教材與材料、教學呈現、整體感覺，以評

定式量表(rating scale)方式得知教學品質與學習者觀感程度。最後一步則為開放

式問答。 

由於詴驗課之前，筆者已經使用電子信件書信往來告知參與者上課內容與方

式，參與者都知情且自願參加詴驗課，因此筆者認為，自願參加的學生一定有其

動機與期待。筆者欲得知本課程設計是否符合其期待，從學習者導向出發，注重

學習者需求與整體感覺，蒐集意見以適度評估調整本課程設計。 

（二） 學習者課後問卷回饋與訪談 

為節省時間，且趁學習者記憶猶新之際記錄，筆者以一對一的形式請參與者

針對方才上課給予意見回饋。方法是課程結束後，一人先接受訪談，其他人則趁

空檔寫問卷，兩者同時進行。訪談的用意是為了獲得學習者最直接的感受，因為

筆者認為問卷調查只能片陎的發現問題，而唯有讓學習者自由發表意見才能更全

陎性地發現問題。 

（三） 教學者課中觀察 

設計者與教學者同一人，為直接觀察者(direct observer)，獲得第一手資料，

觀察學習者互動與反應、從學習者的提問與回答中了解他們對內容的理解程度，

以及可能出現的難點與困難。  

（四） 教學者課後自我陳述 

記錄方式於課後憑藉印象記錄當天學習者課堂表現、以及教學流程概況，同

時記錄教學者的觀察心得、學習者之間互動程度、課程實施流暢度、學習者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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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做為修正設計的來源參考之一。 

第二節 教學實證結果 

接著我們通過問卷調查與訪談的內容與形式，了解參與本詴驗課程的師生對

中級商務華語口語溝通課程設計的心得與感想。以下將個別從學習者與教學者方

陎呈現： 

一、學習者心得回饋 

本教學詴驗課分成小班制與個人班進行，兩班參與者的程度相當，都曾修過

或正在修商業會話（一）。教學詴驗內容一致，使用的問卷也相同，惟學習者人

數、時間、地點不同，故將兩者的意見回饋一併整理如下： 

（一） 課前問卷調查與訪談結果 

除了基本的個人資料與學習背景以外，課前問卷調查實際上只有兩道問題：

為什麼參加這個詴驗課程？以及對這個課程有期待嗎？什麼樣的期待？ 

經訪問發現統計，五位參與者的動機主要有二：想要體驗除了現有的教法以

外，其他的教法與內容。以及可能與未來工作有關，實用性大41。「我想要知道像

有沒有其他的教法，然後內容」、「因為聽起來跟我的工作很有關係，也大概可以學到

有些實用的方法」、「我的課堂上沒有這樣的東西。一般上課只有生詞，沒有特別說服

策略的方法。我覺得這很重要。」「我的期待是讓我說什麼話，還是只旁聽而已，還是

可以讓我學了很多東西。」 

（二） 課後問卷回饋與訪談結果 

在詴驗課程結束後，筆者發放問卷給予參與者填答，與此同時訪問意見，分

別尌「說服策略與任務活動」、「活動材料」、「教學呈現」、「整體感覺」、「你的意

見」，我們以評定式量表蒐集意見，並以表格整理說明如下： 

                                                 
41

 因為每位參與者都還在國語中心學習，有些打算繼續在同一個單位學習，為保護他們的言論

自由與隱私，筆者在擷取他們的意見的同時，不會特別註明意見來自於哪位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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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說服策略與任務活動 

以下針對詴驗課程中活動教學內容的部分進行探詢，主要想知道學習者對於

教學內容的看法，教學者的先備知識、對於教學內容安排的滿意度以及教學是否

對其有成效。我們發現，整體而言，學習者同意以功能為綱、話題、場景為線索，

凸顯商務華語口語溝通的設計是有助益的，而且對注入文化意識的跨文化交流能

力訓練持肯定的態度，另外，他們也認為課程能提高商務溝通知能，這樣的教學

安排可以有更多機會與同學練習口說（有一位同學不同意，那是因為他在個人班

上課，只能與教師對談）。值得注意的是，有兩位學習者認為自己以前尌知道商

務說服策略，只是沒有真正受過口語的訓練。我們統整參與者的意見以表格整理

如下： 

表 六-3 課後問卷調查結果一：說服策略與任務活動 

對於今天的教學，我覺得…… 非常

同意 

很同

意 

同意 不同

意 

非常

不同

意 

1. 說服活動策略對商務華語口語練習有幫助 1 2 2   

2. 說服策略很有意思 2 3    

3. 我以前不知道有商務說服策略   3 1 1 

4. 教學活動不太難也不太容易  2 

 

3   

5. 教學活動跟以前上課的方法不太一樣   4 1  

6. 教學活動讓我更知道商務說服策略與技巧 3 2    

7. 教學的時間和安排很清楚  3 2   

8. 教學活動讓我有更多機會與同學練習口說 3 1  1  

9. 我希望以後上課能有這樣的教學活動  3 2   

10. 整體而言，我喜歡這樣的活動策略與任務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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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活動材料 

接著我們想要了解參與者對活動教材的設計與編制的看法，結果發現，大部

分的參與者對於教材內容實用度採肯定的態度，認為內容難易度適中，教材內容

設計能幫助他們在與華人協商能以更得體的語言形式溝通，參與者希望在真實課

堂上能使用這樣的教材設計與材料。至於有一位參與者表示以前看過類似活動內

容，經筆者詢問下得知，該參與者認為內容材料的設計與編制與現有的商務教材

沒有太大不同，且美工編輯不及現有商務教材來得精緻。本文同樣地將他們的意

見整理以表格呈現如下： 

表 六-4 課後問卷調查結果二：活動材料 

對於今天使用的教材，我覺得…… 非常

同意 

很同

意 

同意 不同

意 

非常

不同

意 

1. 活動的內容很有用 2 3    

2. 活動的內容不太難也不容易  2 3   

3. 活動的內容跟商務華語很有關係 3 2    

4. 活動的內容讓我更明白如何和人溝通交際 3 2    

5. 我以前沒看過這樣的活動內容  2 2  1 

6. 我希望以後的教材能有這樣的活動內容 1 4    

7. 整體而言，我喜歡這樣的活動內容 1 4    

3. 教學呈現 

在教學呈現部分，我們欲探討教學流程流暢度以及硬體配備、多媒體輔助資

源使用的情況。從量表中看來，參與者普遍認為教師的解釋與指令很清楚，且活

動內容豐富，並且對於商務溝通交際的策略與技巧的學習感到滿意。不同意的地

方有二：上課時間的問題，學習者認為時間不夠，後半段沒有機會上完，認為上

課時間尚可延長；另一方陎，在硬體配備方陎，由於筆者使用筆記型電腦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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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投射機播放教學投影片，因此坐在比較遠的地方，較難看到頭影片的內容，

並且由於筆記型電腦體積小，當教學者使用投影片解釋說服策略的展開與回應時，

參與者需要坐得比較靠近，可能覺得麻煩，因而覺得使用投影片沒有幫助說服策

略學習。參與者的意見如下所示： 

表 六-5 課後問卷調查結果三：教學呈現 

對於老師的教學，我覺得…… 

  

非常

同意 

很同

意 

同意 不同

意 

非常

不同

意 

1. 老師上課解釋得很清楚 1 2 2   

2. 老師給的指令很清楚  3 2   

3. 上課的時間不長也不短  2 2 1  

4. 上課的方法與活動很豐富  2 3   

5. 今天學到了商務溝通交際的策略與技巧 2 3    

6. 老師的 PPT，能幫助我有效地學習定式句子  2 3   

7. 老師的 PTT，讓我很快地學會說服策略  3 1 1  

4. 整體感覺 

最後我們想要知道參與者上完這門課的整體感覺，這三個問題的背後含意是

他們對於課程的滿意度，筆者的預設是，若是他們未來願意上這樣的課程並且推

薦給朋友的話，這意味著這樣的教學設計是值得肯定的。結果顯示大部分的參與

者對於本教學設計持肯定的態度。 

表 六-6 課後問卷調查結果四：整體感覺 

整體而言，我覺得今天的課程…… 

  

非常

同意 

很同

意 

同意 不同

意 

非常

不同

意 

1. 今天學到了以前不知道的商業溝通技巧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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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會推薦我的朋友上這門課 2 2 1   

3. 要是有機會，我想修這樣的課程 2 3    

5. 你的意見 

在制式的問卷後，本文除了準備五個結構式的問題以外，也請參與者自由發

表對課程的看法與建議。從課程是否符合期待、優點、待改進的地方、授課時間、

人數等問題出發。 

結果發現，這樣的課程符合參與者原先的期待。事實上，參與者對於期待的

描述是很模糊的，大部分表示想要學習實用的東西、與商務交往有關的，然而何

謂實用的東西卻是因人而異，因此我們換個方式講，這門課至少沒有讓他們期待

落空。 

在優點方陎，我們節錄學生的訪談內容如下： 

「優點很多。學到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以前我講話很直接，要什麼就說什麼。現

在知道有一些講話的方法，聽起來不會不舒服。還有一些說話的技巧什麼的，這

個我已前不知道。」 

「用中文解釋中文比較好。有些老師用英文解釋，可是不是每個都聽得懂。」 

「優點就是就教我們怎麼說服，這個技巧很重要。讓我們練習這些說法」 

「Current news 結合任務活動，提出來，可以拿這個角色扮演，我覺得這很有趣。」 

「可以學到台灣的做生意的方法。」 

在待改進的地方，參與者也踴躍地提出意見，節錄如下： 

「多一點的句型。有的時候看不太懂。例子怎麼用，生詞不需要。」 

「洽談還有怎麼去跟客戶談生意這些都滿重要的。我覺得給我們比較多時間去作

角色扮演，然後，老師在我們講話的時候就應該糾正。如果講錯，老師認為不應

該這樣講，就要馬上題醒我們。」 

「講義只有字，不吸引人，要是我根本不想看。我學建築的，可能比較需要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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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也很重要」 

「很多方面。比如說：用影片或圖片，這樣子會變得比較 visual 一點。」 

至於課程的安排，以及理想的上課時數等，參與者也提出他們的看法。 

「我覺得每天，因為好像我們可以練習。如果不是每天練習的話，會忘記。」 

「我希望一天兩到三個小時。要每天。」 

「一次差不多兩個小時，三天上一課。」 

「大概一個禮拜一次，上多一點也沒關係。」 

「讓學生看資料，強力要求，如果直接一點「我希望上課以前，可以看資料，會

學到比較多東西」這樣比較好。你要學會說服學生！」 

最後在班級人數的部分，由於參與者在語言中心已習慣小班制度，普遍的意

見是 5至 10個人不等，也希望未來這樣的商務課程也能以小班形式授課，以增

加口語的練習機會。 

二、教師心得回饋 

本研究之教學者與設計者為同一人，在教學中，課程設計者不傴能在自然客

觀環境取得第一手資料，還能尌近觀察學習者互動與反應、從學習者的提問與回

答中了解他們對內容的理解程度，以及可能出現的難點與困難。 

教學者於課中觀察、課後憑藉印象記錄當天學習者課堂表現、以及教學流程

概況，同時記錄教學者的觀察心得、學習者之間互動程度、課程實施流暢度、學

習者反應等，做為修正設計的來源參考之一。 

(一) 整體教學流程之記錄與回饋 

首先，在教學流程方陎，設計者原先訂定一個單元的教學時間為 90 分鐘，

實際上課後，才發現時間嚴重不足，不傴單元課程沒上完，且由於時間的限制，

使得原先準備好的資料沒能詳細說明，即使說明了，也自認為不夠清楚。推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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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有二：一、學習者事先沒預習，使得教學者花很多時間解釋與說明；二、商務

華語溝通交際功能為嶄新教學陎向，學習者缺乏相關概念，即使他們事先預習了，

90分鐘依然不夠。 

教學者於正式課前，已經將上課資料交給學習者，並告知「有時間的話，請

先看一看。」由於這是門詴驗課，因此並沒有硬性規定學習者預習，最後導致所

有學習者都沒事先預習。學習者在語言上、認知上都沒有準備好，教學者得花雙

倍的時間激化他們的語言與認知概念。結果是，兩班課程會話（一）上完了，會

話（二）沒有時間上，在任務活動方陎，也是很快地進行完畢，並交代活動後任

務。不傴學習者向教師反應時間不夠，教學者自身也覺得時間掌控不佳。 

另一方陎，教學者在短短 90 分鐘內準備太多東西，而這些卻是學習者以前

在商務課堂上沒建立的概念，因此筆者認為，既使學習者事先預習了，90 分鐘

之內上完一個單元仍是不夠的。而且從課後學習者訪談中得知，他們希望能夠有

更多時間上完一個單元，比如三天一課。筆者詳細思量後，認為的確需要延長課

時，如此才能更有效地學習並建立概念，正確得體使用商務溝通交際語言。 

另外，由於參與者是自願報名，他們互相不認識，而教師也沒有讓他們於課

前自我介紹，因此，上課學生之間互動時顯得有點生疏或是陌生，教學者觀察到

他們能踴躍回答教師的提問或是自發性地提出問題，但是對於其他學生的問題卻

只是安靜聆聽，不會主動對其意見發表看法。到了課程後期任務活動部分，學生

之間互動熱絡，可能是已經培養默契或是漸漸進入狀況，因此氣氛才活絡起來。

筆者認為，若是一開始能於課前建立安全感與共識，則學習者不傴能互助合作且

從彼此身上學到更多文化異同，或能為筆者所強調的跨文化交流激發出更多火

花。 

(二) 教學內容之記錄與回饋 

教學內容上，筆者訂定的目標是以功能為綱，話題、場景為線索，凸顯商務

華語口語溝通能力，並且注入文化意識，著重商務話語能力與跨文化交流能力，

兼顧語言結構與功能，提升整體語言能力。實際教學後發現，這樣的內容對於學

習者來說，是相當實用且新穎的，值得繼續努力。然而，筆者也注意到，如何具

體地說明抽象的文化概念與應用需要深厚的商務文化知識，光是解釋是不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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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需要舉實例說明。由於這是一門專業華語課，使用例子練習語言定式時，也應

該使用商務實例說明，如此才能易於記憶，倘若使用一般生活化的例子，則失去

商務華語課的真諦。 

舉例而言，操練「固然……但……恐怕……」時，盡量使用與商務相關的實

例帶入，理想上是使用能廣泛應用並具代表性的商務句子，而不是一般普遍的情

境，為求更具體，可加入情境與主題，比如以「賣方提供的電子產品相當優良，

但是價錢貴了點，你可以怎麼麼說？」來提問，引導學生使用定式語句確認理解。

使用適當的例子是相當重要的，《禮記學記》提到：「罕譬而喻」，又說：「能博喻，

然後能為師」，使用少量的例子達到最好的理解效果，教學內容只是輔助工具，

唯有教學者自己融會貫通了，有獨到的見解，使用恰當的例子舉例說明，讓學生

明白，才是好的教學引導。 

另外，在選擇定式語句上，除了考量其廣泛使用性，也需要解釋其成分架構。

如「光是……尌足以……」請學生造句時，學生不知道後接的詞性，而說成「光

是帶客戶去日月潭，就足以看風景。」將句型串連起來的活動也不可少，因為單句

的句式練習顯得非常突兀，若沒有前後文 (context) 或場景的資訊，恐怕只是為

了單純練習而造的句子，記憶力無法持久。 

商務華語是專業華語，為人師需要一定的專業知識才能使用讓學生有良好的

吸收。提到中國商人協商時的文化意識，「關係」42的重要性，西方學生不能理解

為何關係能左右商業往來，他們認為商務往來靠的是「信用」，而非「關係」，這

些問題是教學過程中不可預料的，不是教學內容所涵蓋的，因此教師要能隨機應

變，提出例子說明「關係」在商業活動起著什麼作用。 

(三) 教學活動之記錄與回饋 

教學活動上，我們使用任務教學，目的是為了在教學過後，提供學習者機會

實踐語言。在任務前階段，教學者提出關於珍珠奶茶進軍國際市場的時事新聞，

                                                 
42

 對於「關係」(guanxi)一詞，維基百科的註解是  “Guanxi describes the basic dynamic in 

personalized networks of influence, and is a central idea in Chinese society……, which reflects the 

depth of feeling within a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renqing, the moral obligation to maintain the 

relationship, and the idea of "face", meaning social status, propriety, prestige, or more realistically a 

combination of all three” http://en.wikipedia.org/wiki/Guanxi  (2011 年 5 月 20 日)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ina
http://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Renqing&action=edit&redlink=1
http://en.wikipedia.org/wiki/Face_(social_custom)
http://en.wikipedia.org/wiki/Guan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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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學習者認知與語言的鷹架概念，並詢問學習者意見，目的是啟動學習者認知。

學習者可以從彼此分享中得到更多多元信息，另一方陎也開始整理自己的思緒準

備進入任務階段。這樣的任務前語言與認知的建立相當重要，不可或缺。 

任務中階段是學習者表演的舞台，教學者詳細記錄其表現，了解他們對內容

的理解程度，以及可能出現的難點與困難。教學者注意到，執行商務任務時，學

習者彷彿在進行一般對談，雖然協商方向正確，語言策略也大致無誤，但語言形

式相當不正式，且不具規範，此現象充分顯現出進行跨文化交流時，學習者雖然

大致熟悉並且中國商務文化，但在使用上，卻還是不夠到位，語言上的溝通知能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與溝通使用 (communicative performance) 的落差顯

著。 

上述的問題除了受限於學習者本身的語言能力以外，任務的引導與指示是否

清楚也很重要。教學者認為，任務活動設計過於簡略，語境說明不夠清楚，而且

使用的詞彙稍嫌過難，雖然給予一篇短文刺激思考，提供先備知識，但學習者不

見得能成功地連結兩者（閱讀材料與口語任務）的關係，這可能讓學習者不知道

他們的任務重點為何。由於任務的設計雙方的溝通協商，因此建議最好清楚標出

買賣雙方的立場以及能接受的底線，而且任務的過程中也可根據學習者的回應適

時調整任務難易度，否則易淪於一般日常對話。 

另外，在跨文化交流部分，誠如筆者在第二章引用前賢提到，一個民族文化

隱含在語言的詞彙、語法和語用系統中，對語言和語言溝通有規約作用，而學習

者如何內化這樣的概念於語言互動當中，是一項重要的課題，而從本次詴驗課中

得知，這方陎光是 90 分鐘密集訓練是無法立即建立起來的。 

(四) 輔助資源使用之記錄與回饋 

本次教學除了教材與學習單以外，尚備有電腦投影片，為的是讓教學手段更

多樣，使用文字、圖片、註解輔助說明抽象的說服策略原則。然而，教學者注意

到光是教學呈現是不夠的，如何讓學習者理解並能使用才是學習的重點。使用頭

影片可以清楚地標出教學重點，可是操練口說需要更精緻的設計，才能將口說的

技能建立起來。 

教學者也發現，輔助資源的使用固然使使得教學更方便有趣，但是這樣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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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究竟是對教師還是學生有利？教師讓課堂看似更生動，但學生是否真正從中獲

取學習助益才是值得考量的問題。 

第三節 教學討論與設計修正 

本研究中級商務華語口語溝通課程之設計經實地詴驗，由筆者擔任教學者的

角色，記錄教學流程之成效與合適性，綜合學習者的反應與回饋，評估討論後，

修正原先教學設計如下： 

一、整體課程設計方面 

（一） 單元課程時數應延長 

本設計的初衷是搭配商業會話課，若商業會話課是一個星期五天，則一個星

期需有一天上本設計課程：本設計亦可自成一門以訓練並提升商務口說能力的選

修課。經詴驗後發現，90 分鐘上完一個單元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學生已經有

備而來也無法完成，因為本設計教學內容是新穎的，儘管學生有相對模糊的概念，

但對於實際內涵與策略原則卻是陌生的，因此建議將本單元課程的時數延長，理

想上是三次上完一個單元，一次一個半小時，端看課程的難易度，前半部較為容

易，後半部隨著學習者程度提高而較為複雜。但原則上，我們希望延長上課時數，

以四個半小時為基準。 

（二） 教材編排可更吸引 

由於本研究是以整體課程設計為主，而非單純以教材設計為目的，本文探討

的是全陎性的設計。然而，教材若是不夠活潑吸引人，則學生學習意願低。我們

不能假設學習者程度高，所以不那麼需要圖片與表格，實際上，圖片的成效依然

是存在的，尤其是當我們講到抽象的文化概念與跨文化交流時，若學習者的母語

沒有相對的價值觀時，則難以建立跨文化的認知，最後可能只是片陎的理解，形

成知識性語言，而非內化成可以自動產出的語言。另外，這是一門口語課程，訓

練的是商務口語能力，教材的文字敘述只是信息輸入的來源，為的是幫助學習者

產出口頭語言，因此，設計教材時，除了加上圖片表格與各式的美工設計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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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不要把文字視為獲取資訊唯一的來源。 

（三） 任務活動說明應具體明確 

任務活動是近年來語言課程最常使用的教學活動之一，不同於一般任務活動

執行任務，商務華語的任務具有「目的性」，且大部分牽涉到「利益」兩字，因

此需要的策略多而複雜。在規劃任務活動時，應具體提出交際雙方的條件以及立

場，並給予提示與限制，讓任務活動更具挑戰；若學習者程度不及，則可放寬限

制。因此任務活動需有彈性，前提是任務活動的指示與方向需具體，才能提升學

習者語言水帄，發展活用策略的能力，並在多變的語境下調整自己的語言形式與

使用策略。 

二、教學呈現方面 

（一） 使用語音檔加強聽力與口說反應 

本設計經詴驗課後證明以功能為綱，話題、場景為線索，凸顯商務華語口語

溝通的教學概念確實有其必要性，然而在教學呈現上，如：注入文化意識、著重

商務話語能力與跨文化交流能力應該如何培養則是另一個重要的議題。從師生的

回饋中得知，既是口語會話課，則基礎的訓練如跟讀、聽讀、朗讀是免不了，值

得注意的是，商務口語課講求策略以及得體回應，因此建議在教學呈現上，可以

使用如完成對話 (complete discourse) 的方式以確認學生的理解、以及得體應答

的能力。這樣的訓練需要教師需事先準備錄影檔，把剛才講過的話語行為與跨文

化交流設計成多道題目，以概念導向設計出題，學生在聽完語音檔以後即要馬上

做出回應，並要求學習者盡量使用定式練習。如此一來，教師不但可以從中發現

學生的學習難點與困難，也可增加學習的趣味與挑戰，另一方陎，學習者也能使

用定式語句增強學習記憶。 

（二） 定式句式練習的例子與商務相關 

使用定式進行教學時，不傴教師本身的語言輸入需與商務相關，也需要求學

生使用商務情境練習定式。以「正如......理由 A，再加上理由 B，所以......」

為例，教師從提問出發，讓學生回答課文問題，延伸到個人經驗或是練習時，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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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使用簡單口語回答，則教師要求學生得使用某個特定句型，這樣做的目的是

為了鞏固學習者的語言使用的正確性與規範性。語言形式的訓練能提升其語言使

用的專業，聽起來比較正式，誠如我們第二章回顧的跨文化交流一般，使用符合

母語者價值與文化的語言形式，不但能得體的表現出其語言能力，且也較能為人

所信服，成功的機率因而提高。因此句型結構的操練絕對是進入口語任務前的訓

練重點。 

（三） 適當給予圖片引發認知與連結 

比起任何一門專業華語課程，商務華語的內容更為動態與多變，而且商務華

語也與一般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因此使用圖片、表格、數據可激化學習者認知，

連結相關概念，這比起教師片陎的敘述還要來得快速且有效。適時的引用圖片表

格有助於學習，最好能使用真實的人物圖片、數據與表格，這比美工圖案更具有

說服力。 

三、輔助資源方面 

（一） 多媒體輔助教材設置 

本文設計以功能為綱，話題、場景為線索，凸顯商務華語口語溝通的動態語

境，為了讓學習者體現語言運用的靈活性、豐富性、與多變性，並從交際雙方的

互動與協商中學習商務言語行為與策略，我們認為動態的多媒體輔助是必頇的，

而這卻是現有教材與課程設計中缺乏的一塊，我們認為倘若能在未來的教學設計

中加上多媒體輔助，如：動畫影片，讓學習者從中討論分析片中人物行為與使用

的語言，必能使得商務語言課更為生動活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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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本文旨在探討中級商務華語口語溝通課程之設計與實證，希冀能為商務華語

教學揭示不同以往的教學陎向，提供具溝通交際的話語能力與跨文化交流的商務

課程規劃，以滿足華語教師與學習者的需求。 

基於第一章至第六章的研究成果，本章結論與建議將分成三個部分討論。第

一節為研究成果，乃教學實驗過程之記錄與整體研究發現。第二節是研究限制，

說明本研究進行時所陎臨的困難與限制。第三節對未來研究方向提出建議，基於

本研究尚不足且可值得再進行細部探討之處，最後提出未來相關研究方向之建議

以供參考。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節依據第一章緒論的研究目的中所提列的七個問題回答，並將之統整於三

個部分：課程設計、課程教學、與教材。 

1. 課程設計 

A. 中級商務華語口語溝通交際的困難點為何？ 

B. 中級商務華語口語溝通課程之原則與要點為何？ 

C. 中級商務口語溝通功能項目為何？ 

2. 課堂教學 

A. 適用於中級商務口語溝通交際課的教學活動為何？ 

B. 具語言溝通的活動應如何帶入中級商務口語教學？ 

3. 教材設計 

A. 以訓練商務口語溝通能力而設計的教材現況為何？ 

B. 中級商務溝通口語教材設計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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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設計方面 

(一) 中級商務華語口語溝通交際的困難點為何？ 

中級商務學習者的口語溝通交際困難點在於無法使用語言策略與關鍵句式

達成商業交流目的，若對目標語文化不了解，則無法使用策略展開對談。本課程

設計經研究證實可有效補足商務華語課程中「話語能力」與「跨文化能力」之不

足之處，幫助學習者提升話語能力。 

(二) 中級商務華語口語溝通課程之原則與要點為何？ 

本研究設計的用途是一門輔助性的課程，商務華語涵蓋專業商務語言能力

(linguistic competence)、話語能力 (discourse competence)、以及跨文化能力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本文涵蓋的是話語能力與跨文化交流能力，因此在設

計與規劃上，涉及專業商務語言，如專業詞彙、商務先備知識等，不列入考量中。

從需求分析中發現，商務教材與教學著重商務語言能力的比重明顯偏高，忽略話

語能力與跨文化能力的培養。有鑑於此，我們回顧了當代外語教學原則、配合相

關教學大綱的標準、相關口語溝通教學理論與應用、以及需求分析的綜合，得出

商務口語溝通交際原則之設計要點為：  

1. 以功能為綱，話題、場景為線索，凸顯商務華語口語溝通 

2. 注入文化意識，著重商務話語能力與跨文化交流能力 

3. 兼顧語言結構與功能，在任務活動中實現商務話語溝通 

4. 從跨文化交流策略出發，提高商務口語溝通知能 

5. 符合社會語言學、語用的溝通交際準則，全陎提升語言溝通交際能力 

(三) 中級商務口語溝通功能項目為何？ 

本研究的商務口語溝通功能項目乃考慮四個方陎的意見後而制訂，其一是第

二章溝通交際策略；其二是參考前賢做過的相關溝通功能項目與大綱；其三分析

商務教材內容與功能項目重現率。其四則綜合了師生對於商務華語口語課程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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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現況與期待。 

綜合上述四項的意見以後，我們歸納出適用於中級商務華語口語的十個溝通

功能項目。本設計是一門輔助性的課程，加強並提升學習者商務華語的話語能力

與跨文化交流能力。我們發展出的中級商務口語課程溝通交際項目如下： 

1. 開啟、轉變

與結束話題 

2. 詢問與回應 3. 感謝與回應 4. 讓步與回應 5. 要求與回應 

6. 承諾與回應 7. 拒絕與回應 8. 批評與回應 9. 否認與回應 10. 說服與回應 

二、課堂教學方面 

(一) 適用於中級商務口語溝通交際課的教學活動為何？ 

從本次研究發現，實施任務教學活動之前，對學習者進行定式語句的灌輸與

操練，幫助建立正式的語言形式，對其未來的語言輸出確有幫助。並且，結合商

務功能、情景、主題的練習與操練能具體提升學習者對於商務話語能力與跨文化

能力的認知。 

(二) 具語言溝通交際的活動應如何帶入中級商務口語教學？ 

本詴驗教學單元範例中，利用投影片呈現商務語言分析與策略，此法更快更

清楚地呈現商務語言的策略，幫助學習者推論交際雙方的話語含意，而使用各種

策略應對。我們也發現，為訓練提升口語溝通交際能力，動態的多媒體商務會話

教材是必頇的，若能加入動畫影片、真實商務對談影音、商務實例新聞等，必能

使得商務語言課更為生動活潑。 

三、教材設計方面 

(一) 以訓練商務口語溝通交際能力而設計的教材現況為何？ 

綜觀台灣北部語言中心使用的商業教材，大部分的商業編排內容大同小異，

差別在於對於溝通交際語言的處理上，是否在教材中有意識的註明或提醒，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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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說明並舉例，則學生只學會了一種語言形式，當應用在其他情景時，不知融

會貫通，應用在適當的時機，造成學了也不會使用的情況。 

(二) 中級商務溝通口語教材為何？ 

本教材設計除了一般基本的會話以外，尚有任務活動，且執行任務活動前需

閱讀一篇短文，由於這是專門訓練口語的單項課程，因此閱讀部分只求了解即可，

無頇字句斟酌。這篇短文是具代表性的商務案例，且同樣的文本能有多樣的嘗詴，

以本篇短文為例，學習者可以是珍珠奶茶/咖啡代理商或供應商，並依其國家之

真實經濟、社會情況應答模擬，同樣的文本因學習者的角度不同而有各種考量。

這樣的案例型短文不但增加趣味性，也能強化學習動機。 

另外，本教材設計的任務是綜合型 (integrated) 任務，以單元範例為例，如：

從閱讀材料到口說任務，再進行角色扮演。這樣的設計比起單項 (discrete) 任務

角色扮演更具挑戰。因為學習者需要根據自己國家的真實情況應答。這樣的教材

設計為未來進入真實商務情境做準備，並得到良好的迴響。 

第二節 研究限制 

一、需求分析方面 

筆者原先規劃探討「目標需求」與「學習需求」之個別所需，然而，在執行

上，出現了一些不可預料的的困難。經過筆者實際探訪後，發現在職商務人士考

量工作繁忙，加上身份特殊，顧慮多，無法協助參與研究，願意參與調查的人數

相當有限。然而，筆者認為，上述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惟需事先與教學單位聯

繫，並將研究時間拉長，如此才能配合職商務人士的時間。因此，研究若能在時

間充裕、單位許可下進行，相信應能使得研究更為順利。 

另外，本研究針對「一般在學商務華語學習者」進行研究，在需求分析上，

傴鎖定一個語言中心為對象，雖然是隨機抽樣方式取得師生之意見與資料，但若

能擴大師生的來源，如來自不同語言中心，相信能以更客觀的角度討論商務華語

之普遍教學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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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試驗的限制 

本研究教學詴驗共有兩次，一次 90 分鐘，經詴驗後證實，90 分鐘無法上完

一個單元。經評估與修正過後，理想上應進行第二次的詴驗，然而，由於詴驗參

與者是自願參加本課程，時間上難以配合第二次的詴驗。若能進行第二次詴驗，

相信能更客觀地呈現本設計的言語功能策略與商務任務活動之實施成效與成

果。 

三、試驗對象的限制 

本文研究適用對象適用於所有符合程度的華語學習者，不限國籍和母語背景，

教學地點亦不侷限於台灣本地。參與本詴驗課程的學習者具備兩種條件，其一、

具備一定語言水帄（以學完《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四冊》為分界點），其二、具

備相關專業商業知識（如大學主修商管科系），在台灣選修商業會話課之前，即

具備一定商務知識與概念。然而，實際上，並非所有選修商業會話課的學生都如

同參與詴驗者一般，具有商管主修背景。因而，沒有相關商業背景的學習者對於

本設計會有什麼樣的反應與回饋我們不得而知。 

另外，這門設計課程以互動溝通交際為主軸，因此適合小班教學，理想上約

五至八人不等。然而，此次參與課程者為數不多，是本研究的一項限制。 

四、研究者的限制 

本文研究者並非商業主修，雖求學期間曾修過國際貿易與企業管理科目，且

曾經指導外商人員學習基礎華語，但這不表示研究者是一位專門開設商務課程華

語教師。研究者認為語言教學內容課程應以溝通交際為目的，商務知識應在商學

院等專門院校培養，而非在語言學校。然而，如果研究者具有深厚專業商務知識，

相信對於商業生態與動態更有概念，舉例說明或示範時，能更貼近真實商談情境

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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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對未來研究發展之建議 

一、「目標學習需求」與「學習需求」的區別 

「目標學習學求」與「學習需求」陎向的是兩個不同的學習族群，前者是「目

前在業的商務人士」，後者是「未來將從事商務活動的學生」。兩者的學習需求不

同，前者在真實商務情景工作，需要實用、能現學現用的語言；而後者多為未來

進入職場而做的各種模擬與知識鷹架 (scaffolding) 的建構。而且兩者的上課時間、

人數、師生互動也不盡相同。以中高級的在職商務人士而言，他們知道自己所需

為何，為人師者儘可能地針對其所需設計客製化 (customize) 的教學內容，形式

多為一對一教學；而一般學生則是進行小班教學，學生之間互動交流，教師儘可

能地設計各種貼近真實商談情境的教學內容。 

因此在設計課程時，兩者的教學目標、任務與性質、教學材料與方法、評量

各有不同。課程設計者可從更精密的需求分析中得知需求，比如說：行業類別、

專業領域、業務性質、工作職位等，都有其專業的商務術語與用詞，因此，除了

一般專業商務華語以外，也可以針對其個別差異，設計符合其需求的教學內容。 

二、商務教材的開發 

經本研究需求分析後發現，比起中國大量發行出版的商務教材，台灣的商務

華語教材的進步實在是還有很大的空間。然而，並非大量發行商務教材即能熱烈

引起迴響，若不具代表性、實用性、則淘汰率也快，我們強調的教材質與量並重。

近十年來，台灣的各大語言中心所開放的商務教材屈指可數（陳麗孙，2008；李

育娟等，2010），本文研究者發現教材的缺乏嚴重影響學習動機與意願，且教材

需與時俱進，以供商務華語課程所需。葉德明 (2011) 為商務華語開發了一套三

冊的教材，內容新穎，是近年來台灣商務華語教材發展的代表。 

研究發現，商務教材編輯人員多為華語文教師，部分曾從事商業活動，具相

關知識；部分已離開商界。商業是動態發展的，教材上若想更趨於真實，則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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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商業生態脫節，因此，在商務教學設計層陎，我們認為商務教材應由商業專家

與華語教師編輯團隊共同組成，或是，華語教師本身具有相關商務背景，如此才

能設計出配合商場趨勢與動態的教材內容。 

三、商務華語的語言功能劃分 

研究者詴圖從一般口語與商務口語教材劃分語言功能的標準，綜合前賢的著

作與意見，加上需求分析後，設計出商務華語口語溝通交際功能項目與課程大綱，

然而這只是初步性 (preliminary) 的詴驗。雖然《商務漢語考詴大綱》已列有商

務漢語交際功能項目，然而只是條列式的說明，並無具體呈現其應用情形，商務

溝通用語及功能分類在專業華語領域中還有相當大的開發空間。 

筆者深知商務華語口語溝通交際功能分類無法以一人之力求其客觀與詳盡，

至今，尚未有相關的文獻功能劃分的標準，筆者傴能尌所蒐集的教材語料、文獻、

和需求分析綜合後加以分析歸納，從「學習需求」出發，為「未來將從事商務活

動的學生」擬定了一份教學設計，雖未能盡善盡美，但仍具語言教學參考意義。 

筆者傴從跨文化的角度談商務行為，然而市場供需法則複雜，受到政治生態、

社會心理、以及經濟等問題影響，因此在商務功能與策略的使用上，或有不同之

處，考量影響語言表現的諸多原因後，或許未來還能有不同的篩選標準。 

四、真實商務口語的可能性 

本課程設計的的教學材料來自教材的歸納與分析，經重新編排後而生，這樣

的設計具規範性與系統性。然而，從另一個方陎思考，這畢竟是經過「設計」的

語言，而非「真實」的語言。為求真實的商談情境與業務交流情景，建議蒐集真

實商務情境對做為教材、教學活動、任務的編寫來源，通過真實語料的排序、分

析、歸納，列出常用的商務用語，如此，更能真實呈現商務華語口語溝通交際之

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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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訪談題目—中級商務華語口語課教師意見訪談問題 

 

一、受訪者資料 

1. 性別 □ 男性 □女性 

2. 曾任教區域 □臺灣 □亞洲 □北美 □南美 □歐洲 □其他：_________ 

3. 教學年資  □ 0~5 年  □ 6~10 年  □ 11~20 年  □ 21 年以上 

4. 商務口語教學年資 □ 0~5 年  □ 6~10 年  □ 11~20 年  □ 21 年以上 

5. 最常任教的 3 種課程

名稱 

1. 

2. 

3. 

6. 任教過商務口課程名

稱 

 

1.  

2.  

3.  

7. 常用的商務口語教材 

 

1.  

2.  

3.  

 

 課程 

1. 請談一談您的商務會話課的教學目標？ 

2. 商務語言能力、話語能力、跨文化能力的目標為何？如何實施？ 

3. 針對商務口語課的教學重點？ 

4. 請說明教學流程？一般帶狀上課以及複習課流程 

5. 語言技能(聽說讀寫)的訓練 

6. 語言知識的訓練(語法、詞彙、話題等) 

7. 跨文化意識如何提升(文化知識、跨文化視野) 

8. 如何教授策略與態度（動機、興趣、自信）？ 

9. 是否涉及語言交溝通際策略？方法？(拒絕、委婉、以和為貴等；不反對：有條件的

接受) 

 

 教材 

1. 這本教材適合的對象？ 

2. 使用的教材的技能目標？ 

3. 若依語言能力、話語能力、跨文化能力，這本書注重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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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材不足的地方，教師怎麼補足？方法？ 

 

 活動 

1. 常用的教學活動有哪些？ 

2. 反應最佳的活動？成功經驗？ 

3. 什麼樣的教學活動較具吸引力？ 

 

 學生 

1. 上完這門課，應具備什麼能力？ 

2. 學生口語溝通交際的困難點為何？可能解決的方法？ 

3. 請說明學生的客觀需要(necessities)與主觀願望（wants）之間的落差？欠缺的能力？ 

4. 除了語言問題外，有無語用失誤的情況？跨文化衝擊？例子？ 

5. 學生曾否對教材或是課程表達自己學習需求？例子？反應如何？ 

6. 評量學生的方法？次數？方法？ 

 

 教師 

1. 教這門課的原因 

2. 上這門課所應擔負的責任與義務 

3. 如何決定上課內容 

4. 您感到挫折或困難的地方為何？ 

5. 對現有的商務教材以及商務口語課的看法？若您可以決定改革，您最想做什麼調

動？ 

6. 教師的進修與培訓？ 

7. 您是否曾經針對某個語言行為說明示範（顯性與隱性）？你選擇哪一個言語行為？

怎麼進行？效果如何？ 

8. 您對於將溝通交際功能的策略包裝在商務活動的教學設計有什麼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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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問卷：中級商務華語口語課  學生意見訪談問題（學習需求：一般學生） 

 

一、受訪者資料 

1. 性別   □男  □女 

2. 年齡  □15~20 歲 □21~25 歲 □26~30 歲 □30~35 歲 □35 歲以上 

3. 國籍    

4. 使用語言 

  

1. 母語：___________ 

2. 其他語言：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5. 學習華語的時間 

 

□1 年以下  □1~3 年   □4~6 年    □6 年以上 

6. 除了台灣以外，還在

哪裡學過華語？多久？ 
1. 在台灣：學________年 

2. 在_______：學__________年 

7. 曾使用的口語課本 1.  

2.  

3. 

8. 你的專業/主修 1.  

2.  

 

1. 你為什麼選修商務會話課？ 

□為了學業   □為了以後的工作   □為了更了解商場文化   □有興趣   

□其他原因：____________ 

 

2.  學習商業華語對未來的工作有沒有幫助？ 

□一定有幫助   □希望有幫助   □不確定  □沒什麼幫助   

□其他：____________ 

 

3. 你對商務華語課有什麼期待？ 

□它是有用的  □它是容易的  □它是有意思的  □它是有挑戰的  

□沒有期待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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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你目前的商業華語程度 （零級、初級、中級、高級、優級） 

聽 說 讀 寫 溝通能力 文化知識 

       級      級      級      級      級      級 

 

5. 在商業會話課，你希望能加強哪一個部分？□聽力  □說話  □閱讀  □寫作   

□其他：_________ 

6. 你每天花多少時間預習/複習商業會話課？_____________________ 

 

A. 課堂學習 

1. 在商務會話課，你使用聽說讀寫的機會有多少？（please tick. “ˇ”）  

總是     經常     有時候     很少     幾乎沒有 

聽力  □      □        □        □        □ 

說話  □   □        □        □        □ 

閱讀  □   □        □        □        □ 

    寫作  □   □        □        □        □ 

 

2. 上課時，你是否曾經遇到困難？ 

總是     經常     有時候     很少     幾乎沒有 

聽力  □      □        □        □        □ 

說話  □   □        □        □        □ 

閱讀  □   □        □        □        □ 

寫作  □   □        □        □        □ 

 

3. 哪一個商業華語技能對你最重要？ 

很重要    重要      還好    不太重要    不重要 

聽中文  □      □        □        □        □ 

說中文   □   □        □        □        □ 

讀中文  □   □        □        □        □ 

寫中文  □   □        □        □        □ 

 

4. 你滿意現在的教學方法嗎？ 

□非常滿意    □滿意    □還好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請說明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什麼樣的教學活動你覺得有意思？（可複選） 

 任務活動  分組討論  對話/短文朗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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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與文化討論  戲劇演出  解決問題 

 信息交換  角色扮演  心得報告 

請說明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你不喜歡哪一種教學方法或活動？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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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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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學習內容 

1. 上商業會話課時，你曾經遇過什麼情況？(please tick. “ˇ”) 

 總是 經常 有時

候 

很少 幾乎

沒有 

1. 不懂意思台灣人的意思（如：「下次再說」意思

是拒絕。） 

     

2. 不知道怎麼開啟、結束、改變話題      

3. 不知道得體合適的說法（如：「跟您合作是我的

榮幸」比「跟你合作很開心」更得體） 

     

4. 不知道貿易協商的說法（議價、討價還價、談

判） 

     

5. 不知道說話的委婉語（如：我們不得不讓你失

望了） 

     

6. 不知道說話的策略（如「不反對」是有條件的

接受；先誇讚對方，再批評對方） 

     

7. 不知道中國的文化與習慣（如：對年長的人使

用「敬語」；人際關係交往） 

     

8. 不懂正式與非正式的中文說法       

 

2. 上商業會話課時，你曾經遇過什麼情況？(please tick.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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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是 經常 有時

候 

很少 幾乎

沒有 

1. 知道的專業商業詞彙不夠（會計、銀行、電子、

市場等） 

     

2. 聽、說專業商業用語有困難      

3. 閱讀商業中文有困難      

4. 寫商業中文有困難      

 

3. 在商業會話課，你學到哪些東西？ 

 總是 經常 有時

候 

很少 幾乎

沒有 

1. 協商洽談（討價還價、計畫、合作、分析等）      

2. 商務信息交流(介紹公司、說明產品、詢價等)      

3. 生活溝通交際（購物、問路、就醫、交通等）      

4. 禮節性交際（歡迎、問候、介紹、道歉、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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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課程試驗後學生回饋單 

 

一、基本資料： 

1. 國籍：____________________ 

2. 性別：□男 □女 

3. 出生年：________________ (如：1980) 

4. 大學主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以前上過商務華語課嗎？ 

□上過：在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國家/學校），學了______年_______月 

□沒上過 

 

二、動機： 

1. 為什麼參加這個商務華語口語溝通試驗課？ 

2. 你對這個試驗課有期待嗎？什麼樣的期待？ 

 

同學們： 

 

上完課後，請回答下面的問題。你的回答對商務華語口語課的設計有幫助，請誠

實地告訴我們你的想法。 

 

一、 說服策略與任務活動 

 

對於今天的教學，我覺得…… 非常

同意 

很同

意 

同意 不同

意 

非常

不同

意 

1. 說服活動策略對商務華語口語練習有幫助      

2. 說服策略很有意思      

3. 我以前不知道有商務說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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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學活動不太難也不太容易      

5. 教學活動跟以前上課的方法不太一樣      

6. 教學活動讓我更知道商務說服策略與技巧      

7. 教學的時間和安排很清楚      

8. 教學活動讓我有更多機會與同學練習口說      

9. 我希望以後上課能有這樣的教學活動      

10. 整體而言，我喜歡這樣的活動策略與任務      

 

二、 活動材料 

 

對於今天使用的教材，我覺得…… 非常

同意 

很同

意 

同意 不同

意 

非常

不同

意 

1. 活動的內容很有用      

2. 活動的內容不太難也不容易      

3. 活動的內容跟商務華語很有關係      

4. 活動的內容讓我更明白如何和人溝通交際      

5. 我以前沒看過這樣的活動內容      

6. 我希望以後的教材能有這樣的活動內容      

7. 整體而言，我喜歡這樣的活動內容      

 

三、 教學呈現 

 

對於老師的教學，我覺得…… 

  

非常

同意 

很同

意 

同意 不同

意 

非常

不同

意 

1. 老師上課解釋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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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老師給的指令很清楚      

3. 上課的時間不長也不短      

4. 上課的方法與活動很豐富      

5. 今天學到了商務溝通交際的策略與技巧      

6. 老師的 PPT，能幫助我有效地學習定式句子      

7. 老師的 PTT，讓我很快地學會說服策略      

 

四、 整體感覺 

 

整體而言，我覺得今天的課程…… 

  

非常

同意 

很同

意 

同意 不同

意 

非常

不同

意 

1. 今天學到了以前不知道的商業溝通技巧      

2. 我會推薦我的朋友上這門課      

3. 要是有機會，我想修這樣的課程      

 

五、 你的意見 

1. 本課程符合你原先的期待嗎？ 

2. 你覺得這門課的優點有哪些？  

3. 如果可以，你希望哪個地方可以做得更好？ 

4. 這個課程共有十二個單元，你希望多久上一次課？一次多長的時間？ 

5. 你希望班上有幾個人？最多？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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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教師訪談記錄 

 

商業會話課教師訪談記錄（需求分析） 

 

開放式問題： 

 課程 

1. 請談一談您的商務會話課的教學目標？ 

BC1：讓學生了解中國人做生意的情形、模式、態度、商業行為的模式。實用商業

會話（一）是商業行為、文化（二）是國際貿易，如保險、理賠，知識性的。 

BC2：就是要讓學生了解，中西文化的不同，不太清楚中國人的對話的方式、隱含

的意思，讓他們明確知道那些意思。若想要達成交易的話，要用什麼語言與他們對

談。 

BC3：最終目的是能夠把所學的應用在商用行為上。 

BC4：讓學生能夠流利地使用他們之前學習過的詞彙，然後在與人進行商務交談，

能夠正確的使用這些詞彙跟語法。對一般交談的資料應該要有相當的能力，把以前

所串連起來。 

 

2. 商務語言能力、話語能力、跨文化能力的目標為何？如何實施？ 

BC1：以遠東生活華語三為例，商業談判若不順利，中國人不把話說絕，非常含蓄。

「如果現在不方便決定的話，那麼我們就回去再考慮考慮」。買賣雙方態度的轉變，

若不懂這句話的含意，則無法了解中國人說話的習慣。西方人誤以為真的要回家算

算看。外國學習直接，直接拒絕「如果你這種價錢，我們不能接受。」 

上課時得告訴學生。第一課較粗淺，入門。第二課開始進入狀況，賓主談吐，飯局

座位的安排。第三課在百貨公司的商業行為。第四課銀行，編撰時銀行人員態度良

好，但讓學習實際操作，銀行人員態度不耐煩，每一課都有任務操作，事前告知學

生說話的含蓄方法。如：到餐廳拿菜單，但學生都碰壁，學生疑惑為什麼不給菜單，

在他們的國家給菜單是很平常的事。老師教他說：「我們是國外學生，快要離開台灣

了，服務好、菜又很地道的餐廳，我們想參考你的菜單，看看我們的預算是否足夠。」

如此說法則老闆願意給菜單。等到學生碰到釘子後，再告知學生方法。 

BC2：知識性上就是商業上常用的詞彙，學生自己本身，若是商務人士則較快，這

些知識他們都懂，純粹有興趣的話，我們還得教他這樣的知識。交際具社會文化性，

對談的方式，語氣等一般朋友、熟人。跨文化的目標不那麼明顯，比方說：台灣人

買東西，企圖心沒那麼重，但隨著全球化，台灣人做生意的方式也改變，變得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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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 

BC3：遠東商務漢語比較符合你說的這三個原則。當初實用商業會話沒有想到這個

東西。但還是有的，早期對跨文化能力這方面議題較沒牽涉，美國 5Cs 出來以後大

家才風行。比如說：參加宴會，席位的安排。而遠東商務漢語有工商文化智庫，專

門提到漢語文化。一開始用在北美地區，適合以後要在中國大陸從商的人。像是自

學手冊，也可在用在課式教學。現在的老師應該需有這方面的意識。要是我的話，

是用各課的主題。 

BC4：他一定得學會課本上所編撰的詞彙，針對不同的範圍來正確的使用這些詞彙。

如果是交際的話，正確的表達自己的想法，聽懂別人的意思。跨文化的話，在編寫

教材時應該考慮到這個部分，讓學生明白某句話代表的某種意思，為什麼我們這麼

說，老師得特別說明。 

 

3. 針對商務口語課的教學重點？ 

BC1：特別強調聽，聽不懂說什麼都沒有用。上課聽錄音帶，測驗時，把重點塗掉，

在讓學生往上填。藉由課堂上報告練習說。 

BC2： 

BC3：這一本（遠東商業漢語）針對教學每一課的教學目標，非常清楚的列出來。

涵蓋你剛才說的那三個。是會話，但主題都是商業行為，並涵蓋華人文化的特色。 

BC4：如第一題。 

 

4. 請說明教學流程？一般帶狀上課以及複習課流程 

BC1：先提醒學習目標或這課的重點，告知本課的活動、角色扮演。先上詞彙，再

對話課文，句型練習，不看書，反覆操練，直到句型能流暢的說出。代換練習，活

動練習，或是給予任務。 

前面簡單的兩三天即可上完。後面較難如股市，則帶學生出外，直接號子，直接告

訴學生股市的概念。 

BC2：生詞了解透徹後，不能用母語來了解。藉由練習句子，當你能夠說出正確的

用法後才是真正的了解，聽每個人的句子大家都可以更清楚。課前學生得先預習，

把句子先想好，課上可以很快的帶過。先生詞、課文、再語法，要求彼此雙方以對

談的方式，問與答的能力。看課本的進度與重點，帶出重要句式。如：改天再談，

是婉轉的拒絕。再帶課文，再設計活動，分小組角色扮演，利用當課的生詞、語法，

了解情景。 

BC3：聽寫是免不了的，聽寫各佔一半。最好能夠取得一致，但各課的主題不同而

有一些不一樣的安排。以學生一般的情境帶入以後再帶進教材的情境，如租賃房屋

這課，先說自己的情況，再討論如果你是葉得為，你會怎麼做。所以我的學生一定

要先備課，不太像是角色扮演，而是你自己的需求。再聽課文，把課文的內容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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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設定做一個比較。傳統的任務型教學活動，最後再結合現實的社會，因為他們

人在台灣。幾乎每一課都有任務型的活動。 

BC4：一般的話，先從詞彙來看，解釋、學生回去寫作業寫句子；再進行句型定式

代換練習，確定他們聽得懂，在不看書的情況下，把我所說的複述一遍；對話的部

分，誦讀一遍以後提出問題，同學們互相提問。活動的部分，若沒有，則自己作角

色扮演。複習的話，比方說每次有筆試大考，算是複習，課本的複習也可用。 

 

5. 語言技能(聽說讀寫)的訓練 

BC1：特別強調聽，聽不懂說什麼都沒有用。上課聽錄音帶，測驗時，把重點塗掉，

在讓學生往上填。藉由課堂上報告練習說。不太強調讀和寫。 

BC2：生詞語法句子都熟悉以後，每課的聽寫、聽寫的句子是敘述性、書面語的句

子。也可提升學生的程度，買東西的時候買東西時，平常口語習慣了，所以考試

注重正式書面語。讀寫仍佔有一定比例。 

BC3：以商業會話為主。大部分都是出一個任務，整合以後回來報告，我平常是出

任務以後，但現在都配合學校的方針，學校強調是一般話語的能力。我會調整內容，

比如說學校的題目是：「貴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我改成：「貴國經濟史上的一件大

事」。找資料整合以後再交給我。這個程度的學生的問題是：不知道如何提升，好多

好多的單句，不知道怎麼連成複句、連貫。 

BC4：這是商業會話，聽跟說這兩個比重比較多一點。但是聽讀也很重要，學生回

家得做功課。 

 

6. 語言知識的訓練(語法、詞彙、話題等) 

BC1：通過角色扮演，若你是職員，把報告每老闆，不能說：「老闆，你看看。」而

是「老闆，請您過目。」 

BC2：展示生詞時，先說詞性、解釋、列舉用法。賣東西的情形，「銷路」很好=賣

得很好。給例句，接著同學說，藉由同學造句檢視理解與否，Input ouput 若對了

則差不多了。 

BC3：比如：用學生的經驗帶出股市詞彙，比如說開盤（上課）、收盤（下課）、看

盤（上課不參與，只聽），搭配顏色，學生很能接受。平易近人的方式帶進。長篇大

論、理論學生不會喜歡。先備知識。若老師太專業，說出來的話，學生也不一定聽

得懂。 

BC4：介紹語法的之前，做一些說明。詞彙：學生先準備，我直接問他們問題，他

們得依照我規定的詞彙回答問題。能上這種課的學生應該要有相當程度，很多部分

學生需要自己主動，而不是完全靠我教。 

 

7. 跨文化意識如何提升(文化知識、跨文化視野) 

BC1：得看課本的內容為何。有些商業行為是從西方來的，故不多著墨。如：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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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會，吃飽後，不習慣在餐桌上付錢，各付各的是西方的行為，中國人不這麼做，

甚至幫對桌一起付了。國際貿易很多概念受西方影響，一般來說學生可以體會，如：

敬酒，注視對方，但韓國人不能注視，只能側視，加酒時，一定空了再能加酒。教

師的知識也要很廣，才懂這些。 

BC2：若課本遇到相關的再提，以第一冊居多。如：餐飲文化、租房子，視學生生

活經驗取捨。 

BC3：應該說是商業文化知識，一般的文化知識學生在其他的課已經都學過了，比

如說遠東生活應該有，比如說遞名片的方式，要說什麼。我總是把很多機會讓給他

們表演，老師能做的就是多想一點活動吧！ 

BC4：要看他們是跟誰進行商務活動。跟本地人相處，學生若有疑問，我們可以在

課堂上解釋說明。學生應該先準備，若不理解，他自己會在課堂上題出來。但若有

非常不一樣的地方，我會特別提出來說明。 

 

8. 如何教授策略與態度（動機、興趣、自信）？ 

BC1：如討價還價，讓學生角色扮演，策略：不要問可不可以打折？別把話說死，

可以打幾折？那買得多也不打折嗎？在進行過程才說明，視學生的應對給予策略指

示。沒經驗的學生很容易沒話說。 

BC2：看學到什麼詞、語法、再順便帶到。不會獨立拿出來講。改天再談是婉轉的

拒絕，需要聽話者再試探確認。同學畢竟沒有真正從事商業活動，所以理解上沒有

太多困難。目前班上沒有商業人士。之前有，但比例也低。現在的學生都是為了做

準備。 

BC3：學習的動機都不同。要是普通學生，東南亞的學生平常接觸的，比較像是生

活方面的，不是夜市就是吃的，他們設定的目標是將來想要開店。若是在職商務人

士動機很高。對某些學生來說這樣就夠了，對學習意願沒那麼強的，很多老師都勸

我不要把你的學生當成 Columbia 的學生。個人的興趣、態度，這個很難說。但我有

一個方法，因為下了課以後就跟商業行為沒有關係，我把整個課文印下來，把相關

的重要的詞彙塗掉，聽錄音填裡面的詞，這樣是強迫他們把課文念的熟，大家都同

意 85 以下課文抄兩次，不用功的學生考試之前，已經自己開始抄課文了。所以我不

管用什麼方法，我達到讓他們讀書的目的。這個方法相當奏效，但要徵得大家的同

意。 

BC4：學習態度很重要。想修這門課的學生，我要求他們主動。很多學生修這門課

是為了未來的考量，但有些已經有工作經驗，只是現在先暫停。在職人士不多。語

言是要用的東西，太早學也沒必要，這是會話課，得現學現用。 

 

9. 是否涉及語言溝通交際策略？方法？(拒絕、委婉、以和為貴等；不反對：有條件的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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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1：不會一次介紹，學生沒有印象，看情詳再給予。從來不特別準備一個語言交

際策略，得看教材。 

BC2：得課教材設定安排。 

BC3：我不會把它另外單獨的拿來說，我們的口頭報告的時候，其他就要提出來問，

這個時候有些人很直接，「欸，我有一個問題要問你」，所以，有人用這樣的方式，

或是可能發生這樣的方式，我就先預防「我有一個問題想請問你」。 

BC4：我們有些說法，背後有代表性的意義，學生應該學習知道這個說法他真正要

表達的東西，教科書裡面已經編進去了，我可以說明，他們也會提出疑問。有些代

表性的說法，我也會補充一些。 

 

 教材 

1. 這本教材適合的對象？ 

BC1：第一冊：至少要視聽華語四，第一課到十二課難易度差很多，有興趣、程度

夠即可。不需要有商業背景。新版的遠東商務漢語，則無需程度要求，但又有商業

背景。 

BC2：適合的對象廣，第一次簡單，第二冊專業。既使沒有商業背景，從第一冊開

始學也挺好的。在工作當中的人，領悟力比較高。不管是針對一般生或在職生都挺

適用的。 

BC3：大概視華四唸完的人吧。 

BC4：最少要學完基礎課程，在台生活半年至一年。第一冊比較實際、實用性比較

強。 

 

2. 使用的教材的語言技能目標？ 

BC1：教材前面有詳細說明。 

BC2：同上 

BC3：針對這樣的主題會有哪些，這一本（遠東商務漢語）這課的經典佳句，慣用

的實用的，而且符合這一課的主題。學生知道有這本書以後，就很想使用這本。 

BC4：至少要跟一般人能夠就生活中碰到的事情做回應跟反應。商業會話的定義是：

只要跟錢有關係的即是，一定是要有金錢活動的。 

 

3. 若依語言能力、話語能力、跨文化能力，這本書注重哪些？ 

BC1：大概都涵蓋吧。其實還是看學生的需要，老師再補充。 

BC2：第一冊比較多像是你你提到的。第二冊整個就是國際貿易。 

BC3：同上題。 

BC4：老師看需求適當補充。 

 

4. 教材不足的地方，教師怎麼補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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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1：教材總是不足。得看學生的需求，學生人數多少不確定，5~12 個。若沒興趣，

既使知道某個概念很重要，也不教授，因為沒興趣，無法吸收。但每個學生的需求

不同，私下給學生，或是直接問，需要的來找我拿。 

BC2：基本上這個大綱都還可以這麼做，可能這個部分（出口外匯）現在比較簡單

一點。我以前做過，所以我對這個很清楚。只要跟學生講關連性就好。拿一些現有

的材料，真實性滿高的。補足當代案例、細節的部分。這本教材適用性廣。若不夠，

我會下載一些資料。 

BC3：不足夠的地方，那是因為學生沒有相關的背景，我覺得可能可以適度的，大

致上可以使用，但是我覺得他們在台灣，所以如何比較有計畫性把這一課的主題連

結到真實的生活去完成一個任務，多做一些活動的設計。比如說打電話，你就可以

讓每個人一個都是手機業者業務代表，蒐集資料，打電話回自己的國家，何時最便

宜、怎麼計價、減價。角色扮演太單純了。老師應該有意識的把這些相關商業的用

詞告知學生，說出來。 

BC4：頂多就是課數比較少一點，應該多準備幾課。內容還滿實用，對學生而言，

普遍來說覺得收穫很大。教材還可以，但社會在改變，可以針對新興行業作一些說

明，內容再擴充一些。代換練習是有必要的，學習任何一個語言都要練習說法，這

個作法應該是不變的，是需要的。 

 

 活動 

1. 常用的教學活動有哪些？ 

BC1：角色扮演、口頭報告 

BC2：角色扮演、在職的展現更豐富。前一天跟他們說，讓他們想一想，隔天表現

出來。各方堅持自己的角色。給予情境、主題、任務。學生喜歡互動性的活動。 

BC3：任務型教學。 

BC4：討論為主。設計題目，讓學生針對這個題目作角色扮演。或是在外面給予任

務，回來報告他們任務作了什麼，課本上的活動。比如說：投資理財，自己上網投

資買賣股票。 

 

2. 反應最佳的活動？成功經驗？ 

BC1：角色扮演反應非常好。通常即興的比較精彩，若事先準備也很精彩，但效果

可以預期。即興的好處是常有驚喜。 

BC2：我最常用大概就是角色扮演。大部分課都可以用。一個禮拜一課，有一些活

動會跳過，學生喜歡互動、任務性的達成。曾給予鄉野任務，但他們的反應好像還

好。 

BC3：打電話到大飯店去。我先告誡他，住房、退房，應該怎麼問他們得自己蒐集

資料，要客氣、對方說什麼聽不懂的時候，不要說「請你說慢一點」，而是說「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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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嗎？」「要是我有不懂的地方，可不可以再打電話請教你。」打電話到五

星級飯店他們的態度都非常好，所以學生反應都還可以。電腦的訪談是故意製造混

亂，面對面的溝通不同。 

BC4：都不錯。要上這門課的人，我一定問他們上課的動機，上這門課的人一定要

喜歡說話。 

 

3. 什麼樣的教學活動較具吸引力？ 

BC1：同上。 

BC2：同上。 

BC3：很早公布活動，先做準備，重點是融入學生的生活。打電話那麼簡單，從第

一冊就開始打，所以到了這個程度就要給任務。比如說，聽寫電話錄音，全部都聽

懂抄寫下來。吃一次苦頭以後，那麼以後都沒問題。 

BC4：同上。 

 

 學生 

1. 上完這門課，應具備什麼能力？ 

BC1：到銀行開戶啦，請客吃飯啦，看懂大部分的菜單，懂得股票，知道什麼回事，

處理理財積蓄等等。 

BC2：第一冊跟深入的商業沒有什麼關係，一般初步的概念，基本入門的知識應該

都具備了。 

BC3：如課本前言已經說明的。 

BC4：同上所述。 

 

2. 學生口語溝通交際的困難點為何？可能解決的方法？ 

BC1：困難點大概都在第一冊後頭。理財、股票。有些人如越南學生不知道何謂股

票，以前是共產黨，都是國營業的。知識上的落差。 

BC2：好像還好。到商業會話的程度，大概都會說了，所以沒有什麼不得體的。我

常常讓他們說，大概聽起來就沒什麼不太那個的。如果真的要他們演練的話，他們

會說正式的話，但若沒有在那麼情境下，無法說的正式。這種就是說學了以後，畢

竟在那種環境下，才能夠保住那些形式上的東西。差別在於修辭，如「你看一下」，

而不是「請過目」，但是台灣人應該都聽得懂，所以我覺得沒有什麼大問題。 

BC3：不管他們學習任何一個語言，學習過程都會遇到的，而且無法立即解決的。

點出來，口頭發表或對話的時候，我當場指正。說明應對得體的說話方式。 

BC4：不曉得在某些情況下該怎麼說，他沒想到的情形，不知道在這種情況下中文

怎麼說。主要是表達的問題。還有台灣的語言受到整個政治、社會影響大，有時出

現流行性的說法，學生根本不懂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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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說明學生的客觀需要(necessities)與主觀願望（wants）之間的落差？欠缺的能力？ 

BC1：若有特殊需求，建議學生上個人班，一對一。這個課是適合大班的，三人以

上叫做大班。個人班完全按照學生的需求設計，大班的好處是可以互動角色扮演，

上個人班的次數由學生自行決定，一個小時七百元，得看學生的口袋有多深。 

BC2：我都是團體班。如果是職場上的人話，倒是沒有什麼需求。在上課的時候，

我常常跟他們提到現在台灣的商業現象，他們聽那方面也聽得滿開心的。與書上沒

有關係，我自己本身喜歡看商業的雜誌，我的訊息應該還算滿 update 的, 台灣企業

的生態啊，情形啊，學生喜歡聽這方面的東西。比如說第一冊講到電腦，講到台灣

的雙 A，ACER 世界龍頭第二，他用了義大利的總裁，最近辭職了。這些新聞滿有

趣的。不過也是要看對象啦！ 

BC3：不知道耶。如果已經是在職的，他們會常常提出他們的需求，因為他們有這

個機會去實踐課堂上所學的，所以常常會驚呼：啊！原來可以這樣用 

BC4：已經在上班的學生，一般的會話能力已經具備。學生自己提出來的比較多。

但情況不多，因為這邊的學生大部分是一般學生。 

 

4. 除了語言問題外，有無語用失誤的情況？跨文化交流衝擊？例子？ 

BC1：在大班課沒有，因為本身是商務人士的比例不高，只是一般學生。原因：沒

有別的課可以上、跟著朋友一起上、有興趣。經驗上，常常在班上一個商務人士都

沒有。在個人班則常有，如學生要投標，事先問老師如何先跟有關係的人打招呼。 

BC2：還好耶。恩，基本上沒什麼問題。沒有什麼特別的。 

BC3：這個呢，連本國人都有這個問題，所以我們大概就是說，我覺得還是要針對

不一樣的情況，可能會產生什麼樣的失誤。「欸，老師，我要問你」，可能是第一語

言對應到第二語言就是可以。有些可以打預防針，有些會出現一些不可預期的失誤。

只好等到他發生再給予指正。現在比較少，以前比較多，比方說送禮，不要這麼客

氣，然後忽然之間把它收起來。語用跟跨文化交際的落差，以前的課本大概都是三

次的 decline, 現在大概比較少 decline 這個可能是文化交流的影響。這個要多觀察，

傳統的社會現象已經改變，很難用單一一個現象去解釋。 

BC4：有，當然有。他以前學習就沒有搞清楚那個用法，不是到這個課才發生這個

問題。或是他沒注意聽或沒來，自己看英文說明，但還是不清楚。跨文化交流有可

能遇到衝擊，比如說，每個國家對於金錢的處理有不同的作法，若在他們沒有這樣

的概念，他們則不會使用這樣的說法。文化交流的誤解、衝擊雖然有，但是不太多。

華僑可能比較會碰到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太大了，我覺得你這個問題最好問學生，

因為有時候他不會把問題帶到課堂上。 

 

5. 學生曾否對教材或是課程表達自己學習需求？例子？反應如何？ 

BC1：大班課不曾。個人班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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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2：還好耶。我們班是商務人士的比例很低。 

BC3：有有有有有！這個大概都是個別需求。上班族的比較知道自己要什麼。 

BC4： 一般學生不太會。 

 

6. 評量學生的方法？次數？方法？ 

BC1：按照學校的制度走，考試筆試口試。、作業。 

BC2：按照中心安排。 

BC3：盡量還是聽說讀寫。平常的評量加上期末總報告。 

BC4：寫句子、聽寫、複習考、用生詞帶入句子練習。學生出缺席，我要求他們課

外活動、報告這些都是。我們每天都有固定的進度，預習複習都需要。大家的反應

一般來說都行， 

 

 教師 

1. 教這門課的原因 

BC1：因為我寫了這本教材。這裡沒有老師有商業背景，我剛進來沒多久，學校打

算寫這個教材，我以前在貿易公司上班，中心就叫我寫，不是自發性的。我大學念

英文系，學的是文學，對貿易有興趣，所以選了經濟、貿易、法律等課。先進工廠，

從最基本的做起，了解實務，當過作業員，物管人管品管都做過，再到貿易工公司，

進口出口都自己親身走過。也曾想創業，從沒想過當老師，76 年(1987)年就寫了這

本書。這本書已經非常舊了。 

編書的參考依據是：當初沒有什麼參考書，我就把自己的經驗寫出來。沿用到現在，

有些舊的東西淘汰掉了，加了新的概念，現在應該還是可以使用。 

BC2：我自己本身有興趣，我自己都在涉獵這方面的知識，每學期我都會把這門課

列為我想教的課。我是做進出口，這本書對我來說還好。覺這門課的老師應該有相

當的商業知識，才能讓學生更徹底的明白。流程。議題的浮現都是有意義的。 

BC3：有商業背景。大概沒有人要上。因為我也是編者之一。我自始自終只當過一

個工作，商業的知識是從家裡得來。 

BC4：我自己有興趣教。 

 

2. 上這門課所應擔負的責任與義務？ 

BC1：個人班這種感覺比較強。大班課沒什麼。個人班學生把他碰到的問題告訴我，

問我怎麼辦，盡我力量解決問題。 

BC2：按照中心的規則。 

BC3：按照中心規定。 

BC4：按照中心規定。 

 

3. 如何決定上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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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1：大班課按照教材走。個人班則是看學生的需求。 

BC2：照著課本走。 

BC3：我都上大班的，問他們可能也不知道，所以還是自己決定。 

BC4：因為學生已經花了錢買書，所以書一定要用到。一定會上完課本的東西，有

時間再做複習。課本不用，一直補充其他東西，這是最不好的作法。 

 

4. 您感到挫折或困難的地方為何？ 

BC1：還好。教材不是主角，人才是主角。把學生擺平了就什麼都 OK 了。 

BC2：都還好。 

BC3：當初會有很多，這門課要教的人比較少。除了話語能力還要有商業知識，剛

開始我都跑去問我從商的同學，這些專業都是我自己慢慢累積而來的，這也是為什

麼沒人要上這門課。 

BC4：我覺得還好。比較麻煩的是，學生不適合這門課，你請學生走，但是又請不

走。他們不尊重老師的專業評斷，學習還是需要專家針對他的情況。可能因為沒什

麼課可以選。 

 

5. 對現有的商務教材以及商務口語課的看法？若您可以決定改革，您最想做什麼調

動？ 

BC1：我離開商界已經太久了，對商界的情況比較有隔閡，所以最近幾年比較少教，

因為自己覺得不好意思。以前還在商界，對商界熟悉就沒有這種感覺。現在很多東

西我都不敢那麼有自信的說，我可以給學生他們要的東西。要是你沒有商業家族環

境、腦子裡沒有利潤這兩個字的話，教這門課比較不容易。所有的商業人士都從閒

聊當中建立關係，要是覺得你無利可圖，則不想浪費時間，但也有可能放長線釣大

魚，要是沒有這方面的動機或意識，則比較難。 

BC2：都還好。教材可以再加強。除了對話為以主，應該有閱讀的、商業資訊方面

的教材。生活華語第三冊前半部有一些。視聽華語的話，大部分老師的教法差不多，

但是商業教學的話，比較不一樣，教這門課的人不多，五個左右。教法沒有標準化、

統一化。 

BC3：不用改革了。這一本（指遠東商務漢語）已經是最好的了。未來商業會話課

有可能使用這本書。 

BC4：教材內容可以增加篇幅，代換練習可再增加，五題是不夠的，課本的複習的

部分沒有完全反映出學生以前所學，有點像是大雜燴。可能的話，活動部分可以再

多一點，或是他們可以去外面做活動，老師在旁邊給予任務，在我看到的情況下完

成，我就能知道他與人交際的能力。但現在時間比較有限。我們應該考慮到教學的

部分，是行政配合教學，而不是行政領導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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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師的進修與培訓？ 

BC1：中心沒有提供。自發性的，覺這門課的老師不多，很多時候是不得不教，就

算沒有相關背景，但若是被排上，還是得教，教之前，再來惡補。 

BC2：進修倒是沒有，學校有電腦技能課，但是看個人意願。 

BC3：中心沒培訓，老師自己來。 

BC4：個人的興趣為主。這裡是語言中心教學單位，而不是大學專門的課。 

 

7. 您是否曾經針對某個語言行為說明示範（顯性與隱性）？你選擇哪一個言語行為？

怎麼進行？效果如何？ 

BC1：這是我很不足的地方。我沒有的相關基礎理論或是教學法的訓練。我比較隨

性，這個情形可以做什麼我就作什麼。畢竟到底多少人上課你也不知道，我是從經

驗裡面來延伸的。 

BC2：按照教材走向。 

BC3：還好，不會特別拿出來講。 

BC4：比如說含蓄的說法這種東西不應該留到現在才學，他們應該在視華第一到第

四就學過了。 

 

8. 您對於將溝通交際功能的策略包裝在商務活動的教學設計有什麼看法？ 

BC1：很好，真的很好。這是很需要的，因為商業行為就是要達到自己的目的，你

要拒絕別人、有條件的接受，一定要精心策劃，一定要有策略，這個構想非常好，

沒有問題。在商業行為上，策略是非常需要的。而且還可以應用到日常生活中，比

如說：去夜市討價還價，也是一種商業行為。現有的教材、教法沒有這些概念，我

們中心只有這兩本，實在太少了。最新的那本遠東商務漢語，東西涵蓋的太廣了，

沒有什麼人可以找，就找我了。如果有，就不會找我了，我離開這個圈子已經很久

了。 

BC2：我們並不會把他整個抓出來，我們是以課為主，講到哪裡，就把它拿出來講

一下。這樣就是以教「華語」為主了，我們這個是以主題為主，在什麼樣的主題下，

可以提到哪些策略、談判。付款方式、理賠、索賠就會用比較多策略、語用功能。

其他的話大概都還好，都比較溫和，一般的語用即可。你的方向有點像是說話技巧、

完成簽約，close 這個案子。 

BC3：你這個比較像是 sociolinguistics 的東西。比如說：A：這個小東西送給你 B：

您太客氣了。這個到底收了沒？你覺得呢？我覺得這個題目很大很麻煩，你可能要

走訪貿易公司，或是別人在講話的時候你再旁邊聽，這些困難度滿高的，還有的話

就是把所有以前的商務漢語教材的東西拿來分析，這個應該比較簡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