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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華語歌曲及錄音軟

體於華語教學之課程設

計 
論文摘要 

  
關鍵字：  華語教學，學習動機，中文歌曲，模仿學習，錄音軟體 

 
華語在近幾年已成為學習第二外語的熱門選擇，尤其隨著中國在國際地

位的提高，以及在軍事及經濟發展各方面都不斷成長，華語學習的需求趨勢

預估將有增無減。《每日電訊報》針對碩士畢業人士應學習的語言做排名，

華語是亞洲區語言第一名，並且是全世界第四名。 

很多人對於華語作為第二外語的學習深感興趣與動機，然而，對非母語

人士來說華語學習極具挑戰。尤其很多學生在初學階段抱持興趣，但是隨著

程度加深，會有越來越多人放棄學習。因此，隨著華語學習需求的增加，華

語教師的需求也隨之增加，華語教學方法的設計與探討也成為重要的研究對

象，發展能夠不斷維持學生動機的課程設計，讓無論初級或高級階段的學生

都能保持興趣，更是華語教學亟待探討的主題之一。 

本研究探討改進的方式之一，是以中文歌曲作為教材的課程設計，以引

起學生的學習興趣。研究並探討什麼樣的歌曲適合作為教材以及適合的教學

方式，並以焦點團體教學方式探討教學效果。研究發現，以歌曲作為課程設

計的主軸，能夠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動機，無論是內在還是外在動機，並

符合馬斯駱（Maslow,1943）所指出的動機來自於自我認同。透過中文歌曲，

學生能以多元方式探索與認識華語本身以及華語文化。 

作為第二外語，華語這片學海對非母語人士來說浩瀚無窮，常使學生感

到挫折。因此研究者希冀透過本研究，在華語教學的教學方法上帶來一些新

的見解與嘗試，進而提供華語教師作為多元教學參考。貢獻在於希望教師藉

由採用以中文歌曲為輔助教材的教學方法，能讓學生藉由中文民歌、流行歌

以及古典民謠等歌曲更認識華語、華語文化甚至認識自己，進而對華語學習

保持不滅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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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age of Chinese Songs and 
Recording Software in Mandarin 

Curriculum Design 
 

Abstract 
 

Keywords: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Motivation, Chinese Songs, 
Mimicry, Recording Software 

 

Regarding foreign language study, in 2014 Mandarin Chinese is hot and only 
growing hotter. Britain’s Telegraph Newspaper ranks Mandarin as the top Asian 
language for graduate jobs, and fourth in world languages overall. With the world’s 
largest population of native speakers, qualified Chinese teachers and classroom seats 
are in great demand. This is a trend that has only been growing in recent years, as China 
increasingly commands a more powerful and influential military,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international presence. However, as Chinese language students progress into 
upper semesters, their overall numbers drop precipitously.   

On the one hand then, Chinese holds tremendous appeal for beginning students,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it remains for non-native speakers, arguably one of the world’s 
hardest languages to learn. Still, with this being the case, it only makes it more 
imperative that Chinese language educators and university programs find ways in 
which to retain students’ initial enthusiasm, and stem the flow of upper semester 
student attrition. In this paper, I discuss some of the reasons behind this attrition, how 
the introduction of music, specifically Chinese songs, can alleviate the drop in student 
numbers, which songs are suitable as classroom material, and what is to be expected 
from their proper implementation. 

It is the author’s assertion that through the use of songs as a curriculum backbone, 
a new avenue opens for students. Chinese songs allow students to explore and immerse 
themselves, in a dynamic and expressive new form of their language study.  
Motivation is piqued and the excitement of new language learning rekindled. I also 
discuss motivation as it manifests intrinsically, or extrinsically. Further the research 
provides support for the position that our motivations are born of our sense of self, as 
evidenced in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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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in its immensity has a propensity to overwhelm students. It is to the 
benefit of the entire endeav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hat dynamic 
learning programs are infused into pedagogical settings. This paper introduces focused 
teaching goals, stressing realistic student expectations, and measured outcomes. It is 
hoped that as students familiarize themselves with the hooks of Chinese folk, pop, or 
classic era music, that they will become further hooked by the fascinating study that is 
Mandar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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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華語是 廣泛使用的語言。根據 CIA World Factbook (2014)，世界上

12.44% 的人口以華語為母語，而只有 4.83%的人口以英語為母語，因此相

較之下華語著實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全球有九億三千五百萬人說華語，

而光是這個事實就足以讓華語成為 實用的語言。近日英國首相大衛卡麥

隆的一段話亦呼應了這個觀點。在一次至中訪問後，卡麥隆表示：「當今

日的學童出社會之時，中國必將成為世界 大的經濟體，所以是時候放眼

未來了，法文和德文已經是舊日的焦點，我們應讓更多學童學習華語。」

(http://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3/dec/05/david-cameron-ditch-french

-learn-mandarin-china) 

自 1998 至 2009 年間，美國大學生修習華語語言課的人數增加了一倍

以上，同樣地，高中學生參加 AP 華語考試的人數在 2007 至 2010 的三年

間也相對倍增。表一及圖一分別說明了華語在全球使用與學習人口成長的

情形。 

 

表 一-1 1998 年與 2009 美國大學生修習中文語言課的人數與比率 

(資料來源：CIA World Factbook, (2014) [Online] Available from: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xx.html  
[Accessed January 30th, 2014.]) 

 

 
學 習 西 班 牙

語人數 

學 習 法 語 人

數 

學 習 阿 拉 伯

語人數 

學 習 華 語 人

數 
總人數 

1998 656,590 (57%) 199,064 (17%) 5,505 (0.5%) 28,456 (2%) 1,151,283 

2009 864,986 (53%) 216,419 (13%) 35,083 (2%) 60,976 (4%) 1,629,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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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一-1 參加 AP 華語考試人數 

(資料來源：CIA World Factbook, (2014) [Online] Available from: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xx.html  
[Accessed January 30th, 2014.]) 

Liu (2011) 也認為，從世界性的角度來探討華語教育時，可以由全球

的數據明顯發現學習華語的趨勢與重要性並無衰退。當 HSK 測驗於 1990 

年第一次在中國舉行時，全球僅有 4 家測驗中心、每年受試者不到 2,000

人且沒有任何海外受試者；但到了 2010 年，在全球 69 個國家已有 203 家

HSK 測驗中心設立，每年接受測驗的受試者達到近 750,000 人，而其中更

有將近 670,000 人是海外受試者。 

一方面來說，有足夠的證據顯示對華語學習的興趣日增的假設，且隨

著中國不斷增長的經濟，軍事，及文化影響，這樣的潮流似乎將日趨增長。

然而，即使在全世界各地有越來越多人想要學習華語，這些第華語學習者

卻不見得能持之以恆地堅持下去。 

前澳洲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提出了一項提倡華語學習的政策，

其施政目標是在 2020 年以前，使澳洲高中生的華語學習人數增加到 8000

人，然而，這項政策卻失敗了（McDonald, 2010）。根據 Truett Black：「一

項關於澳洲高中生修習華語課程的成果調查顯示，94%的學生在 12 歲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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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放棄了。」Black 假設 Rudd 的政策失敗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學習中文

實在太困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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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 

    研究者於 1990 年代 在威斯康辛大學（U.W. Madison）大學修習學

士學位期間，親身體會了華語課程修課人數的戲劇化減損。在第一個學

期，教室人滿為患，但研究者於 1997 年畢業時，包含研究者在內，總共

只有兩人熬過了四年的華語學習課程。這樣的現象其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是什麼阻礙了當初懷抱學習熱忱的學生?什麼讓他們挫折，以致不想繼續

修課?從研究者當時同學們的經驗來看，學習華語所需耗費的時間與精力

讓人怯步與氣餒。再者，華語課程每週密集的上課頻率，加上一個學期

六學分，卻換來壓低學期總平的低分壓力，也是讓學生裹足不前的原因

之一。 

    很多華語課程的學生在早期階段便放棄學習，因此引起研究者的研

究興趣：華語學習課程的學生如何保持興趣，老師又如何能保住學生呢？

研究者認為，在教室教學的限制下，音樂，或是更確切的說，華語歌曲

的教學，相較於傳統的背誦與課本學習，更能提供目標導向，有彈性，

以及多元近用的教學方式。 

    在華語學習的課程中，有太多因素使初學者感到無聊或疲乏，甚而

使他們失去學習動機，而較為簡單，更為有趣吸引人的教學方法卻未被

更為廣泛地使用，這使人驚訝。在本研究中，研究者發現，即使音樂與

歌曲在教學上的使用能被找到，但是卻不充裕，更重要的是，新方法的

使用少的驚人。Salcedo (2010)在研究了外國與教學的期刊後，表示「相

較於為數眾多有關其他教學法的文章，關於音樂作為語言教學法的文章

寥寥無幾。」還有其他的研究者也關注到這一點了，例如 Coe (1972) 表

示，並沒有任何關於嚴謹的音樂在語言課堂上的教學使用之實驗，至於

在歌曲與音樂為何沒有更積極地在語言課堂上被使用這方面，Griffee 

(1989) 認為在此領域缺乏理論論述及建立在經驗之上的研究。即使在此

領域已有研究傾向，大體而言仍是少有改變。 

  因此，在前述完整的前提下：學習華語已經是全球盛行且重要的生

活趨勢，研究者認為，應著重探討如何在台灣這樣的華語環境中，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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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動機的難題。不過，首先必須清楚定義本論文特定研究對象的情

況條件。研究者選擇此研究主題的動機，是基於求學時觀察到同班同學

在美國這樣一個雙語環境中學習華語的困難。以英語母語者作為研究個

案的重點是，相較於其他歐系語言，華語對他們來說學習難度高出許多。

因此平均而言，英語母語者在自己的國家、學習相對艱難的華語時，較

有可能因為挫折與困難造成學習動機下降。尤其在一個非華語的環境中

學習華語時，能遇到華語母語者的互動機會很少，真正想學好華語的學

習者，必須自己高度勤勞用功才能做到。 

 本研究的目的是展示在現有的華語教學方法中，加入音樂教學，能讓學

生獲益良多。參考同領域的其他研究報告，能發現學生認為音樂的加入

在外語學習的課程中帶給他們更多樂趣。研究者希望能建立旋律的使用，

韻律節奏以及文字整合及正面對於記憶的影響。 

  以音樂作為教學媒介時，我們應採取哪些實際的步驟，尤其當華語

學習是如此不迷人，不多元又報酬不多時? 如果給予足夠吸引人的動機，

研究者相信華語的初學者不但不會放棄，甚至會發現學習華語其實比他

們相像中的簡單多了。研究者發現，在華語文化中，與朋友到 KTV 唱歌

是 受歡迎的娛樂活動之一，因此在本研究裡，研究者希望能透過 

Mando-pop 華語流行歌曲的研究證明初學者對於華語的入門興趣將大幅

提升，並因此更有意願繼續修習華語課程，甚至在整個華語學習生涯中

繼續努力向前。 

    音樂教學能夠透過富含文化意義的歌曲與節奏性饒舌曲提供學生練

習華語的機會。透過歌曲的引進，藉由重複性的刺激，或許能幫助學生

記憶辭彙。根據 Falioni (1993) 的研究指出，事實上，所有文法重點都能

在歌詞中被找到，而且歌詞也提供了豐富的辭彙，而這些都能夠用來練

習溝通的四個技能。本研究將探討音樂的使用，如何能在華語教學上帶

給學生長期的影響。另外，現今數位錄音軟體已非常發達與進步，無論

是簡便性、彈性與處理速度都很便利，多數人在家中就能唾手可得媲美

專業錄音室的高水準錄音品質。本研究擇一錄音軟體作為教學輔助軟體，

嘗試將新媒體融入傳統華語教學，檢視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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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語言是一種工具，學習語言的終極目的是為了溝通。而音樂亦是一種

語言，且研究者認為，音樂可說是人類所知 原始且 微妙的溝通形式。

本研究因此將試圖探討如何在華語教學中使用中文歌曲以達到教學成效。

研究目的與問題包含以下三大面向： 

1. 在音樂功能方面，音樂與語言學習的關聯性為何？在語言教學的

理論與實務上，歌曲作為教學設計的重要性為何？ 

2. 在錄音軟體使用方面，以錄音軟體輔助歌曲教學的功能為何？如

何設計以錄音軟體為輔助的教學設計？ 

3. 在教學設計方面，華語歌曲教學的課程設計原則及基本架構有哪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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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釋義 

一、漢語、國語、華語、中文  

本文所稱華語、漢語、中文都是指稱「現代標準漢語」，是一種廣泛

通行於中國與漢族社群的語言。 其稱呼與定義因地而異，中國大陸和港

澳地區稱漢語為「普通話」，臺灣則稱「國語」，在東南亞與漢語社群以

外地區則稱為「華語」。 漢語的文文字系統屬意音語系統，亦即表意的

同時也具一定的表音功能。 

在本文中為了行文流暢並尊重文獻原文的使用，可能出現漢語、國語、

華語及中文等用字，但都是指稱「現代標準漢語」。 

二、華語文教學  

華語文教學又稱「漢語作為外語教學」或「對外漢語教學」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Foreign Language），係指對以華語作為第二語言的人

士進行之語文教學，更明確地說便是「以華語做為第二語言或外語教學的

教育」。華語文教學的對象可分為三類，其教學內容與方式也有所差異，

對象分別是非華裔的純外籍人士、海外華裔及華僑或是來華新住民。 

三、華語歌曲  

音樂配以歌詞並可以歌唱即為歌曲。歌曲依據其類型、內容及其它表

演形式可分各種類型，並可由單一歌手或是多人合唱進行表演。一般來說，

歌曲有樂器伴奏，但也可以無樂器伴奏。歌詞是歌曲的文詞部份。歌詞能

表達具體與豐富的意涵。歌詞不一定押韻，但是有些歌詞押韻，這類歌詞

算是韻文的一種，並被視作一種文學體裁。以華語為歌詞的歌曲即為華語

歌曲。 

四、Audacity 

Audacity 是一款跨平台的音頻編輯軟體，可使用於錄音和編輯音訊檔

案，是一個不需付費並開放原始碼的軟體。此錄音軟體可在 Mac OS X、

Microsoft Windows、GNU/Linux 和其它作業系統上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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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為了能掌握音樂與外語教學的關聯性以及其於語言教學中所扮演的

角色，研究者於本章中探討音樂及第二語言教學法的相關理論。文獻探討

的焦點為，藉由將音樂引進課程設計之中，學生如何能習得新的詞彙，並

且是否能更容易地重述與記憶他們所學到的東西。另外，歌曲旋律如何讓

學生在發音的層面上有所進步，甚至幫助他們能聽起來像個母語人士？透

過上述幾個焦點的探討，本研究希望能瞭解音樂既有的結構如何能被利用

在語言教學方法上，並提供相關研究進一步研發新的且更加多元的華語教

學方法。 

第一節  中文語音特性 

當討論到中文學習時，還有另外一個需要教師關注的因素。中文不像

英語，中文不是拼音系語言。因此，中文的發音和中文字無直接關係。這

樣的語言特性，絕對會造成中文教學的困難。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中國

自行發展了一套羅馬拼音系統稱作「漢語拼音」，作為孩童與外國人學習

中文時使用的標準拼音系統。另外一種拼音系統只適用於台灣內，叫做「注

音符號」，又被稱為「ㄅㄆㄇㄈ (bopomofo)」，這套系統 初是由中華民

國在中國境內所發展的。注音符號事實上就是為了中文教學而發展，總共

有 37 個特殊的符號，其中 21 個為聲母、16 個為韻母，還有四種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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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1 漢語拼音與注音符號 

(資料來源：Peabody M., Seneff S. (2009). “Annotation and features of 
non-native Mandarin tone quality,” in Proceedings of the 10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 
INTERSPEECH, Brighton, 460–463) 

不論是漢語拼音或是注音符號，組成的基礎元素都是聲母和韻母，也

就是代表語言的語音元素。聲母也就是起始的子音，而韻母包含中間音(在

母音前的半母音)、核心母音和結尾音(結尾母音或子音)。若這些語音沒有

被仔細教導與學習時，就會有可能產生問題。拼音或注音符號一定都是中

文課程的發音入門，相較於正確的語音念法，教學上更特別著重在聲調變

化。成人的中文學習者通常都完全沒有四聲韻的概念，幾乎所有的學生都

認為聲調對他們來說是 難學會的部分，聲調的平賞去入對這些學生而言

是相當困難且複雜的 (Peabody and Seneff, 2009) 。 也因為如此，有時教師

會將發音與聲調兩者混為一談。聲調絕對是很重要的教學重點，但這不代

表教師可以忽略中文其他發音的面向，包含：發音時的口型、發音方式等，

先學會正確的發音方式，才能加入音調的變化。一、二、三、四、輕聲在

中文裡相當重要，因為中文字只能以母音或是ㄥ(N)、ㄣ(NG)結束，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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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子音的組合。因此，這樣的語音規則限制了中文的組合，所以音調就是

中文變化的關鍵，包含一、二、三、四、輕聲共五種聲調，搭配 多 412

種的語音組合，讓中文能以不同的發音表達不同的意思，否則的話，中文

就會變成一種非常受限的語言了。 

 

 

 

 

 

 

 

 

圖 二-2 漢語拼音 412 種可能的聲音組合 

(資料來源：Peabody M., Seneff S. (2009). “Annotation and features of 
non-native Mandarin tone quality,” in Proceedings of the 10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 
INTERSPEECH, Brighton, 460–463) 

然而，如同先前所述，在確定某一個中文字的音調前，務必要先正確

地發音。若有任何一位外籍新生想要在台北「租」房子，跟房東通電話時，

發音不清講成「豬」房子的話是相當不妥的。又假設學生肚子餓時，他應

該要準確地表達他想「吃」東西，而不是「撕」東西；想要跟服務生「點」

菜時，也不能說成「舔」菜。想要與人順利地用中文溝通、讓他人瞭解自

己所說的話，中文學生務必要注意發音的準確性。在本研究後面的內容中，

將討論用錄音軟體和其他教學技巧，如：影子跟隨、流動重疊法等可幫助

學生改善發音的教學方法，這些方法能讓學生注意到自身發音與母語者標

準的發音中間，是否有什麼不同和差異 (Schmidt, 1990) 。 

對於一個不懂中文也不懂英文的第二外語學習者來說，對新學習的語

言是完全沒有概念的，這樣的狀況下中文的聲韻應該比英文來得簡單，而

這樣的差異則是因為兩種語言本身聲韻的組成邏輯就是不一樣的。即使一

個不會中文或英文的人來聽中文及英文的「聲音」，就是完全不知道任何

語意的狀況下，也會分辨得出來這兩種語言有不一樣的「音樂性」。以更

實際的方式來做比喻，當一個人講到英文的重音音節時，他的眉毛都會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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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動一下，但是對中文來說，就很難出現這樣的臉部表情連結，因為中文

並沒有所謂的重音音節。相反地，中文裡重要的是聲調，也就是所謂的一、

二、三、四、輕聲，並沒有重音音節。 

語言學家用等時性(isochrony)作為韻律的理論區分基礎，也就是用每一

種語言在韻律上的時間分割與差異來作為分類。 主要的三種語言等時性

為：「重音等時 (stress-timed)」，也就是每個重音節之間的時間都差不多，

不 論 這 些 音 節 間 還 有 多 少 其 他 非 重 讀 的 音 節 ； 其 次 是 「 音 節 等 時 

(syllabus-timed)」，則是每一個音節都持續一樣的時間長度； 後是 「莫

拉節拍 (mora-timed)」，指的是以音拍為時間單位的語言，每個音拍都大

約有相同的時間長度和強度，日文就是這種語言，長的音節會包含兩個音

拍而短的音節就只會有一個音拍 (McCawley, 1986) 。 本研究的比較基礎著

重在前兩種語言韻律型式，根據學者 May (2004) 的說法，英文是屬於重

音等時，但中文則完全相反，屬於音節等時。 

 

 

 

 

 

 

 

 

 

          Pronunciation is important.        發 音 很 重 要● ● 

圖 二-3 英文：重音韻律 / 中文：音節韻律 

(資料來源：May, T. (2003-2004). Pus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TESOL 
Program; [Online] Available from: 
http://www.thormay.net/lxesl/tesol/intonation/intonation1.htm  
[Accessed: 11th Octobe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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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相反的角度來思考，英文或其他重音等時語言的母語者，他

們在學中文時遇到的困難，顛倒過來看就會是中文母語學生在學重音等

時這類外語的障礙。Hsian-Pao Lin (1995) 的研究發現，台灣學生在學英文

時，常會搞不清楚重音的位置，也會將所有重音、非重音音節的長度讀

成一樣長，也就是說台灣學生將英文用音節等時的方法去思考。Lin 更進

一步指出，因為台灣學生不確定哪裡該放重音，所以也常會出現他們在

很多音節都加上重音的情況發生。另一方面，由於超音段特徵在中文這

樣的音節等時的韻律中經常被忽略，或是幾乎不存在任何連結性，因此

就會造成中文母語學生在講英文時，發音聽起來鱉腳、怪怪的。 

若以相反的角度來檢視，並且拿 Facebook 執行長馬克‧祖柏克 (Mark 

Zuckerberg) 講的中文做為案例，可以聽出很明顯的英文韻律，想像一下若

把中文的語意抽走，則聽到的聲音和韻律，其實是英文的音韻。華盛頓郵

報的王威廉 (William Wan) 也表示：「祖柏克完全沒有講出中文複雜的音

調，而且是以美式英文的文法在講中文。」 (Phillp, 2014)。當主持人問祖

柏克：「Facebook 在中國的計畫是什麼呢？」祖柏克回答：「我們已經在

中國」這句話時，很明顯地可以聽出祖柏克講的「已經」完全是美式英文

的音律，他特別強調「經」，因為他把這個字當作第二個音節加上重音了，

他心裡想的英文句子是「We’re alrEAdy in China.」，而並非用中文的音律

去念每個音節。雖然祖柏克是一位極度聰明、優秀的企業家，但是談到他

的中文的流利度─包含了音調、超音段特徵、中文的詩性等，他還有很長

的一段路需要努力才能講得更好。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3	  

第二節  記憶力、音樂與語言學習 

一、建立有感連結  

若要進一步探討以歌曲作為中文教學有什麼價值的話，必須先了解大

腦的構造，以及為什麼以歌曲作為教學的媒介時，大腦可以建立有感的連

結，進而強化記憶、印象深度及學習效果。透過歌曲學習，學生不斷地學

習、吟唱歌曲，這樣的過程中，整個大腦的胼胝體(corpus callosum)不斷同

時處理、運行語言性和音樂性的雙重資訊，強化訊息的接受並留下深刻的

記憶。胼胝體在拉丁文中的意思是指「強硬的身體」，是由 Hubel (1995) 發

現定義：「胼胝體是目前神經系統中 大的神經纖維集合，約由兩億條神

經軸索組成，實際的數目可能更高。胼胝體透過一群極細小的神經束叢─

前連合，連結左右兩個半腦」(Hubel, 1995) 。 

 

 

 

 

 

 

 

 

 

 

圖 二-4 胼胝體插圖. 

(資料來源：Hubel, D. (1995) Eye, Brain, and Vision. [Online] Available from: 

http://hubel.med.harvard.edu/book/bcontex.htm. [Accessed: 6th Sept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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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腦部 重要的就是神經細胞，換句話說，神經細胞的交換就是腦部能

創造不同連結的關鍵。人類的思考與學習過程，就像是成萬上億個神經細

胞不斷地產生交換作用。這些神經細胞組成的網絡，中間的交換與連結路

徑可能有上億萬種組合，所以對科學家來說，到底神經細胞是怎麼互相產

生火花、進而創造連結，是人體非常重要的關鍵奧秘，同樣地，這些連結

對語言教育者來說一樣重要。根據 Hart (1983) 發現，大部分的人以左腦處

理語言、文字訊息，而右腦則是負責視覺、音樂等工作，不過這樣的劃分

並無絕對。左右兩個半腦的連結關鍵就是在胼胝體，因此大腦的運作就像

是分成左右兩個系統，分別處理不同工作，再透過不同神經網絡交換來產

生連結。哈特更進一步說明，聽到語言與音樂對大腦的工作處理來說，並

沒有先後順序，因此當理解大腦的運作方式並非線性，而是同步多工時，

便可以理解為什麼透過歌曲，能夠同時幫助語言學習並加強記憶了。

Campbell (1992) 也認為歌曲能幫助兩個半腦之間的連結，因為左腦同時要

處理歌詞的文字訊息而右腦則要分辨音樂的旋律起伏和樂曲抑揚頓挫，所

以左右兩個半腦就不斷地透過胼胝體產生連結。雖然不能把左右腦的工作

完全一分為二，但研究指出，腦部中的神經細胞不斷產生交換作用、創造

聯繫時，對記憶的加強是絕對有幫助的 (Campbell, 1992) 。 

若將學者 Gough & Juel (1991) 的閱讀學習理論應用到中文字的習得上，

則可將孩童的學習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是早期視覺辨識階段，第二階段

是透過學習理解字義、文義。在第一階段中，孩童完全沒有如何了解文義

的能力，所以為了能讀、分辨不同的字，他會使用任何的手段、任何想得

到的方法或他已知的知識來處理資訊，特別注意這裡的功能關鍵字是「任

何的手段」。經過這樣一連串的過程，孩童會在腦中建立自己的一套視覺

索引庫，Gough & Juel 稱之為「選擇性連結」，也就是大腦會將字的形狀與

名稱以獨特的連結串在一起。經過這一階段不斷的學習和累積，孩童就會

逐漸建立解釋、了解文字意義的能力， 終當累積了足夠的連結後，就會

進入第二階段─擁有對文字解碼的能力，可以了解文字的意義。這樣的學

習階段也適用於成人，中文的初學者，就像是還在本理論中第一階段的孩

子，對中文完全沒有任何概念，所以他們會利用任何的方法、任何他們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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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知識，或是任何相關的資訊來解讀、記憶中文。所以在這個階段的教

師，必須要絞腦汁想出所有可能幫助學生學習的方法與技巧。 

Krashen（1982）提出，應將第二外語習得理論應用在教學實務上。而

透過中文流行歌曲的歌詞，學生應可學到克森理論中的三種溝通能力

(Bancroft, 1999)，包含聽力、基礎表達能力及促進語言習得的表達能力。 

Bancroft 認為，使用克森理論的教學方式對第二外語學習來說是很獨

特的，它和傳統教學法不一樣的地方在於這個方法讓學生去感受文法而非

記憶文法規則。克森並提出情感過濾假設 (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他

認為有較高動機、自信、自我感覺良好及低學習焦慮的學習者，能較成功

地習得第二外語；反之，低動機、低自尊和有學習焦慮的學習者，對於第

二外語的習得會產生較高的情感阻礙，也就比較難有良好的學習成效了，

換句話說，當過濾阻礙 (filter) 高時，則不利於第二外語的習得。 

Brewer & Campbell (1991)歸論得出，音樂可以創造輕鬆的課堂氣氛、

建立正向的學習狀態，還能提供多重感官刺激的學習過程，進而幫助學生

的記憶、增加課堂的激情、興奮、趣味與能量，提高整體的學習參與度。 

二、詞彙習得  

詞彙習得與記憶力理所當然是學習任何外語的重點之一，而對於華語

作為第二外語的學習者來說，如果沒有相關的連結，要記憶華語辭彙可說

是無比困難，而這正是音樂可以派上用場之處。歌曲將辭彙與音韻恰到好

處地結合，而歌曲能夠幫助對於辭彙的記憶力。Palmer & Kelly (1992)指出，

僅僅是一個小小的改變，在音樂與文字的結合上就能夠看出一首歌能夠容

易讓人記得還是聽過就忘，並能決定它在提供語言資訊上是失敗還是成功。

當歌詞與旋律結合以後，更能讓人記得。 Serafine (1986)指出，國歌便是一

個歌詞與旋律“整合”的例子，當被要求要唱國歌的時候，許多人可能發

現，在歌曲的某些部份，只能用哼唱的方式帶過，而無法完整唱出歌詞。

Dowling (1973) 做了一個實驗，以檢驗記憶單字的情況。她發現相對於直接

背誦單獨的單字，以歌詞段落的方式較能夠幫助受試者記憶辭彙。這就像

是一首電腦上的歌曲，雖然它佔用的記憶體空間很少，但是卻包含了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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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資訊。另外，Lems (2001) 指出，流行歌曲的歌詞通常非常好理解，而

且一首歌曲內的歌詞通常具有高度重複性，而這正是讓學生學習新辭彙的

佳工具，或是也可以讓他們復習並加強已經過的辭彙。 

然而，Lems 也指出，使用歌曲作為教學教材的困難處在於，歌詞常

常過於口語，有時甚至提供了錯誤的文法資訊。他以 Cat Stevens 的歌曲

“Morning Has Broken” (1975)為例，指出這首歌曲中的現在完成式過於口語

而多有誤用，容易導致學生混淆。不過，Lems 仍然對於歌曲作為教學教材

仍持有相當正面的態度，尤其他認為，當老師要為學生選取歌曲時，老師

可以優先選擇那些會讓自己感到有趣的歌曲。不過，相反的，Keong（nd）

指出了另一種觀點，他認為老師在選擇歌曲的時候必須多一層考慮。即使

是一首老師本身喜歡的歌曲，老師仍必須考慮到這首歌曲對學生來說是否

太老氣，或是否聽起來過於像是死板的教材，導致學生很快就聽膩。另外，

Horner (1993) 提醒，雖然選歌是準備教材至為重要的關鍵，然而老師真正

的挑戰是在確定了歌曲之後，因為接下來，老師必須仔細思考如何利用這

份教材，如何設計相關的教學活動，如何將歌曲恰當地融入到課程之中，

並且如何才能以歌曲達到教學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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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韻律、模仿與發音 

在本節中，研究者將探討韻律、模仿與發音對於語言學習的重要性。

音樂、押韻和韻律是學習語言的必要元素，能讓學習語言的過程更有系統

性並充滿學習樂趣，而這不光只適用在學習第二外語，甚至對學習本身的

母語也是如此(Zhang, 2011)。 

在語言學習的模仿技巧方面，許多人通常都有一個迷思，認為模仿是

一種與生俱來的能力：生來有就有、沒有就沒有，但事實上並不是如此。

雖然某部分的人的確天生比較具備仿效別人的天份，但是每一個人都可以

學習如何去有效地模仿 (Ness, 2014)，本節將探討相關的理論 。 

後，由於發音關乎一位學生能不能具備良好的第二外語溝通能力，

是扮演語言學習 重要的基礎角色 (Atli & Su Bergil, 2012)，所以當教師在

教第二外語學習者發音時，應該要充分準備所有的教學決策與活動，研究

者認為這一點非常重要，因此在本節中加以著墨。 

一、韻律  

(一)韻律的重要性 

「時機決定一切。」這一句短短的箴言，看起來幾乎在任何的情況下

都適用。對於習得第二外語的過程來說，這句話的形容也是再貼切不過。

當要以中文發音說出任何一個單詞、句子或問題，該在什麼時候開始、什

麼時候結束，這樣特殊的節奏和韻律，其實就是如何說出正統、標準中文

的基本要素。在許多第二語言的學習中，常常有很多容易被忽略的面向，

其中 重要的一點就是每種語言獨特的韻律表現─該如何婉轉美妙地「唱」

出正確的音律。研究者在此特地以「唱」這個動詞取代了一般慣用的「說」，

就是為了代表語言韻律的重要。若讀者您覺得用這樣的形容有些奇怪，那

就正好完美解釋了研究者前面所述的論點─大部分的人其實都忽略了語

言「韻律」的重要。把語言比擬作為一首歌，或是一種特殊獨立的音樂形

式，這樣的論點還是很少見；因此，即使是在非正式的日常聊天中講到「唱

出一種語言」，大部分的人聽到這句話時，都會覺得對方講錯了、甚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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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驚訝奇怪。以 Graham (2006) 成功的爵士曲調系列來探討韻律的重要性，

可以知道其實爵士的曲調就是一種自然語言的韻律表現，它將口語的美式

英文和傳統的爵士這兩者的聲韻、韻律結合在一起。學習英文的學生，能

在聽一位英語母語者說話時，感受到如同爵士曲調的韻律、重音和抑揚頓

挫等語言表現。韻律就是學習語言 重要的關鍵。因此，當學習某種第二

外語達到一定的程度後，若沒有辦法掌握該語言的「歌曲」元素時，則永

遠都沒有辦法說得「流利」。如同英文和中文同時都以「流利 - fluent」形

容語言的韻律，包含音調的升、降、起落、流動等意思，由此就可以了解

在第二語言的學習上，必須將其韻律掌握得像流水一般自然、順暢，而韻

律的重要、必要性也就不言可喻了。 

對學習中文的學生來說，想要將中文說得「流利」，達到如流水般順

暢優美的境界，不能只想著要把中文「說」好，而是要能「唱」出中文的

一字一句，想像用歌唱的方式來表達中文。相較於英文，在中文裡語調具

有非常高的重要性，所以若想像中文母語者說得一樣流利，對韻律和聲韻

的表達就更加關鍵了。舉例來解釋，全世界都說英文，而每個地方都有各

式各樣不同的重音和口音，但是大致上來說，無論是從美國芝加哥、丹麥

哥本哈根、中國成都甚至到委內瑞拉的卡拉卡斯，不同的口音並不會影響

聽者了解正確的英文語意。但相反的，在中文裡，常常會把「睡覺」聽錯

成「水餃」，或是把「想」說成「像」；也就是說，對中文來說，只有特

定一種語調、音調才是真正對的說法，才能傳遞正確的語意。有人可能會

認為，上述的例子只不過是無意的語調錯誤，並不能代表聲韻的重要，但

在研究者的觀念中，如何表達一整句話的韻律節奏，對傳遞正確的語意是

非常重要的。因此即使在中文裡，如何說對每一個字的音調固然重要，但

想要成為一個流利的中文口說者，更重要的是要掌握中文整體的韻律、節

奏和流暢性。對中文母語者來說，對中文的音韻、節奏掌握是與生俱來的，

而對非中文母語者來說， 重要的不二法門就是不斷的學習和練習。如同

學者 Karen Yates 在她的論文《以語言模仿教學增進第二外語發音》中所提：

「能掌握語言的韻律和音樂性，是能說得像母語者一樣流利的關鍵」(Yates, 

2003) 。 

(二)韻律的教學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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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與歌曲的特點，就是都具有韻律，而聲韻跟節奏對於教學有很大

的幫助，能幫助學生更快地學會該種語言。而且透過中文歌曲，可以幫助

學生以一個有趣、容易進入的方式去學習嚴謹的中文韻律。因此，在選擇

教學用的中文歌曲時，教師不僅僅是可以用適合學生程度的字彙、文法來

做篩選條件，也可以選擇具有強烈節奏或是聲韻感的歌曲，在教學上會更

有效果與張力。當韻律作為教學重心時，應著重在連串字句間的音調轉

換。 

利用歌曲來做中文教學有很多具體顯著的優勢，其中一項就是歌曲有

既定的旋律能幫助學習，一首歌的長度是固定的，表示每一次練習唱的時

間也一樣，為了要跟上每一個音的節奏，學生被要求要適應所有旋律、韻

律的速度與音調，所以自然必須會有一些發音的省略或延長產生。 

值得一提的是，透過這樣的韻律教學，對學生來說就像在不知不覺中

學習，透過中文歌學習的學生，在過程中是可以很放鬆、很享受課堂氣氛

的，因此他們會有很高的學習興趣，但學習焦慮卻可以被降低，少了一般

中文課堂上的壓力和挫折感，學生可以處在一個有明確目的的語音環境下，

自然而然地接受音韻的訓練。另一方面，許多傳統的教學方式，如：念課

文、念字彙表等等，除了為了完成回家作業外，學生很少會自願在課堂以

外的時間進行練習或是模仿。但是若是學一首中文流行歌曲，學生會在課

堂結束後更自願性、反覆地不斷練習歌唱。對學生來說，練習唱中文歌是

一種 自在、不用刻意努力，就可以學會正統中文音韻變化的方式。而當

學生自然而然學會這種掌握音韻的方式，他們就能更輕鬆地建立在日常生

活中聽懂、解讀自然中文對話的能力了。 

大腦處理各式各樣的資訊與指令以完成工作，大部分的教師多以左右

腦來區別、分類不同的工作類型，右腦負責：感情的、藝術的工作類型；

而左腦則是負責：思考的、科學的、邏輯性的理性工作。例如 Regina Richards 

(1993) 也認為：「音樂、韻律、旋律流動等等，可以建立右腦處理音樂和

左腦處理文字語言的共同連結。」研究者認為音樂是一種非常複雜的複合

作業，無法直接歸類在左腦或右腦處理。而就實際上的經驗來說，語言的

韻律是一種必須要被簡化、深入學習的能力，讓學習者能自然而然地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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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律是每一種語言與生俱來的獨特性，所以可以說沒有任何制式的方法可

以去「讀會」韻律，一定得要搭配聽力兩者相輔相成的訓練、使用。 

Mora (2000) 認為孩童在還沒有辦法完整講出一個字的時候，就已經可

以模仿語言的韻律和音樂性，這個論點相信只要和小孩有相處過的人都會

認同。另外，莫拉指出，語言的音樂性、音調、停頓、重音、音色是形成

音素之所以響亮的關鍵元素，而子音、母音的聲音則是之後再附加上去的。

因此，就像孩童是透過聽覺來學習語言，對於中文的學習者來說，也一定

要用這樣的方式學習。一個學習者想要學會如何正確說出中文的音調、停

頓、重音和音色，一定要透過「中文的歌曲」來學習，無論是真正一首三

分多鐘的中文流行歌，或是朋友間日常流利的對話片段，學習者都必須透

過這樣具有「音樂性」的內容，反覆練習、歌唱與交談中文，才能越來越

進步。  

(二)韻律的評價 

用中文歌曲作為課程設計，通常會遇到的挑戰或批評是，當歌詞為

了配合歌曲的旋律，常常在唱的時候已經不是原本正確的讀音，雖然中

國古樂的五聲音階能完美地融合中文的音調與歌曲的旋律，但是中文流

行歌曲常會遇到的質疑是在歌曲中為了配合現代的音韻和旋律，而犧牲

了中文原本的音調系統。在剛開始介紹這樣的教學法時，應先暫時將中

文的音調結構暫時放在一旁，這並不會損害學習中文的 終目標，目前

只是利用這種教學法作為眾多教學工具的一種。同時，也必須時時記得，

利用不同的教學方法來學習中文的各個方面，透過歌曲教學，可以習得

中文的韻律，但這並不表示應完全屏棄其他必須學習的內容與面向，畢

竟中文是一個非常古老且複雜的語言，所以要學習的東西是非常地多

的。 

那麼，唱歌到底能如何幫助學生在學習語言上獲得精進呢？以音樂

和語言的相通性作為基礎來說，Palmer & Kelly（1992）表示，大部分歌曲

都以樂理為基礎，以四拍小節為結構，這樣的結構和語言中雙元交替

(Binary Alternation)、重音和非重音的音節可以完美搭配。這樣的搭配性，

可以幫助學生在歌唱時，增進對字句的記憶度。進一步來說，「文字和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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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的韻律結構，即使之間無任何交互作用，兩者本身就有某程度的相似

效用，因此藉由音樂的組成和表演，可以幫助學習語言的整體詩韻性。」

龐莫和凱利也建議可以用音樂來幫助建立、解譯語言的意義。當歌曲和

文字在重音與腔調上能搭配時，學習者可以更加體會、理解文字的重音，

增加學習的注意力、對課程的期待感，還可以提升並幫助記憶。總而言

之，將文字和韻律適當地配對，就能夠全面地幫助學生有效記憶、回想

這些課程內容。 

二、模仿  

(一)模仿的重要性 

所有的 L2 級中文學習者都會帶著他們既有的「語言學習」背景，包

含他們在 L1 學到的基礎與自身的母語背景，以及眾所皆知的注音符號表。

然而對 L2 的教師來說，雖然學生具備這樣的既有基礎是很自然並可預期

的，但教師還是必須專注在如何能更加提升學習專注度和安排適當的教

學活動來幫助學生進步。 Flege (1987) 認為形成準確語言腔調的重要原因

之一即是 L2 學習者的意願，只要學習者在 L1 或先前的階段學會了語音

結構，那麼他們就可以在 L2 階段利用這些語音、拼音結構學會新的語彙

發音。另一方面來說，學生會習慣用之前 L1 學過的知識複製到 L2 的學

習上，但他們必須克服這樣的習性，如果學生想要真正流利地使用中文，

他們必須在 L2 級中，進一步了解中文本身的音韻節奏，才能更佳掌握發

音。這就是研究者從之前到此為止，一直在強調說明的，學生必須進入

到一個新的語言學習心智階段，也就是透過「模仿」來掌握 準確的中

文發音。 

通常在電話上交談時，可以在第一時間透過不自然的抑揚頓挫、奇

怪的斷句間隔、誤用的語助或感嘆詞以及字詞間過長的停頓，分辨出對

方是否是母語使用者，即使對方沒有講錯任何一句話或是任何一個詞，

也可以判別他到底是不是母語使用者。這些小地方在任一種語言中都是

獨特、相異的，但是不變的是對每一種語言來說，這些細微之處都不能

被忽略，因為它們即是形成語言特殊與獨特性的要素。在一個理想的案

例中，當 L2 學習者能夠開始分辨、注意這些「語言的微妙之處」，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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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吸收、應用在自身的語言學習過程中，那麼其語言的流利度就會突

飛猛進、大大提升。這些微妙之處在語言學中通常被稱為「超音段特徵」，

是由 Kjellin (1998) 定義的，其中包含： 

1. 重音：代表一個單詞中，不同音節的長短、聲量、音準的特殊組

合 

2. 韻律：不同音節中固定、獨特的節奏、重音、非重音與暫停的特

殊組合 

3. 連續說話調整：一段說話中，在字詞中或字詞間作聲音調整 

4. 強調：說話者去特別強調某些字詞來凸顯某部分的語意或內容 

5. 語調：在短語、句子間，聲調與音準的起落 

可以發現，大部分的超音段特徵和所學習語言的正確音韻、節奏有很

大的關係，而在學習中文的過程中，卻經常發現很多人都忽視了韻律的重

要性。因此，無論是要去「說」或是「唱」中文，不應採用無效的教學方

法─也就是一般人認為的自然學習法，而是要利用更簡單卻高效率的工具

─模仿。 

（二）模仿的教學重點 

絕大多數的人普遍認為，有關音樂性的特質，包含韻律感、音準、

準確唱出每個音或模仿能力等，都是天生決定的能力。的確，2008 年的

一份芬蘭研究也指出，對音樂的資質是由基因決定的，人天生就由基因

決定了對音樂傾向的差異。除了 DNA 排序跟音樂能力有關外，學者也找

出音樂的表現有百分之五十是天生決定的。意即對於音樂的天資高低，

與生俱來的天性決定了一半以上，這也連帶解釋了為什麼有些受試者雖

然沒有經過任何音樂訓練，卻能在許多測驗中都表現極佳，甚至達到專

業水準 (Järvelä, 2008) 。另一方面，亦有許多研究顯示，音樂性的能力是

能夠透過學習與訓練建立起來的。在 Hambrick (2014) 年有關 DNA 和音樂

成就的研究中，他認為，基因決定的音樂成就潛力，需要透過練習才能

夠完美展現出來。也就是說，基因像是決定音樂成就的種子，但是不斷

的練習就像是提供種子成長的養分，幫助有音樂才華的人充分表現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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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潛力、大鳴大放。因此，必須接受唯有透過練習，才能真正養成敏銳

的「音樂耳」，那麼，應該怎麼樣著手訓練學生的能力呢？ 

不論是襁褓中的嬰兒開始試著牙牙學語，嘗試發出母語的第一個字、

或是想要學會中文的成年學習者，所有語言的學習都起始於模仿。學習語

言時，很重要的一點即是要模仿該語言的正確腔調，才能講出正確的發音，

因此，對已經較有中文基礎的 L2 程度學生來說，接下來的中文學習已經

不只是去記下新的字彙、瞭解語意，或是單純學會文法結構與用法這些事

情而已了。想要更進一步的學習，教師可以提供給學生的，就是語言 純

粹的本質─透過說話、聲音來進行溝通，想要達到這樣的目標有兩個 基

礎的步驟：學會標準的發音及認識這些聲音的正確意義。Stevick (1989) 針

對具有成功學習經驗的 L2 與 L3 程度學生進行研究，進而發展並提出這樣

的學習概念。在記錄 L2 中文學生的學習過程時，Stevick 形容就像是一段

「極大量的模仿記憶」歷程，也就是包含：一、連結發音與意義，二、專

注記下發音與意義，這兩件事情。這樣的過程，就是所有人學會自身母語

的方式，透過模仿環境中的人互相講話的聲音，來學習正確的語言意義及

發音。一開始，人們學會連結某些聲音和生活中常出現的東西，比如：食

物或家庭成員，之後我們漸漸學會要用那些聲音來表達更複雜的情緒及概

念。 終，我們的耳朵與嘴巴就完全習慣並學會了固定的韻律、語音和音

調起伏的發音方式。至此，模仿學習對人類來說就更加簡單了，因為所需

學習的詞句的「新意義」，其實是一些已經習得的聲音的「新組合」。因

此，身為一位成人學習者，學習中文的 終目標就是完全熟悉這些發音，

就像是第一次學習的母語一樣，一直到能完全熟悉、習慣中文獨特的語音、

聲調及韻律等等。 

當談到腔調與 L2 學習者的發音關係時，其實是以另一種方式去討論

該學習者的聲音模仿能力，以及他是否能盡量將這些發音內化，轉換至如

同講母語一樣自然流利。Flege & Liu (2001) 提出，因為 L2 的兒童學習者較

容易處在大量第二外語的環境之下，因為他們天天都要上學，而且身旁的

同學都說中文。為了要在這樣的環境下生存，孩童別無他法，一定要專心

注意地聽，並盡力模仿同學間的說話方式，以求能盡速融入到校園生活中

的人際、課堂等環境中。然而相反地，L2 程度的成人學生，通常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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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中文的環境下工作，所以他們也沒辦法像孩童一樣整天讓自己用中文

與他人溝通、聯繫。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成人學生自然而然沒有太多機會

接觸中文，也沒辦法有足夠的對象讓他們可以模仿。換個角度來說，通常

較年幼的學習者，他們的大腦在生理上比較容易去適應不同的資訊，也能

較快適應新語言。一項和語言直接相關的研究，Penfield & Roberts (1959) 所

提出學習語言的「關鍵階段」，即認為孩童的大腦是較具「彈性」的，所

以較容易去模仿、扭轉與學習新的語言。對 L2 程度語言習得的這項理論，

在語言學者間是被廣泛接受的，雖然學習語言有一段 適宜的年紀段，但

是並不是絕對代表學習的成功或失敗。不過普遍認為年紀越大，對於學習

語言是相較越來越困難的。Birdsong & Mollis (2001) 指出，大概到了 15 歲

這個階段，所有的孩童都已經到了學習語言關鍵階段的上限了。然而，即

使所謂的關鍵階段僅有短短的幾年，但是這並不代表 L2 階段的學習者，

會因為年齡的限制，而無法學好流利的中文或是不帶腔調完美的發音。由

於母語影響力的逐漸淡化，加上第二語言的學習，Opitz (2011)發現，在她

研究中所有具備雙語能力的參與者，都能達到「接近母語」的英文流利程

度，而且都是在青少年時期後才開始學。這代表語言學習有年齡關鍵階段

限制這樣的理論其實可以不用在意，而且更代表了語言教學者不應該受到

年齡限制的束縛，而應該運用正確的教學技巧，讓學生成功達到接近母語

表達的中文程度與能力。  

（三）模仿的實作教學 

Nida (1957)在他所著作的「師者的指南」一書中斬釘截鐵地強調：「能

輕鬆具備良好模仿能力的人，在學習外語上佔有很大的優勢，因為他們

能準確地模仿母語者的說話方式。」這也是研究者在本論文中一直希望

堅持的目標，就是透過有目的、結構化的中文歌曲教學，讓學生模仿學

習。若學生要完整、標準地唱出一首中文歌，他們必須要注意到音調、

重音的位置以及歌詞的發音，如此一來一首歌必須要被分解為不同的小

段落，並且仔細地教導每一個細節，之後還要引導學生不只是單純唱出

歌曲，更要去刻意「模仿」原歌手的唱法並加以重複練習。Nida 更明確

列出模仿必須包含的三個層面：準確與持續的觀察、全然的決心與投入

以及連續不斷的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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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的觀察對學習中文歌來說包含了其他作為：特別注意嘴型的長、

圓變化，嘴巴張開的大小程度，哪裡有聲、哪裡無聲、怎麼換氣、鼻音、

唇音、齒音…等等。再以本研究的歌曲案例「忽然之間」作為例子，在課

堂教學的時候，研究者特別仔細地注意學生唱第一個字「忽」時的嘴型，

也就是他們在開始唱歌的第一時間嘴巴的開啟動作。在這樣的觀察下，研

究者發現班上有一位法籍學生對於這個字的發音有極大的困難，必須立即

示範這個字的發音方式：也就是由一個「ㄏ」的摩擦顎音開啟，並以「ㄨ」

結尾。這位學生無法將舌頭抬高至軟顎處，並沒有辦法將氣流推送到捲成

圓形的嘴唇處。這位學生可能在 L1 階段時欠缺這樣的練習，所以現在沒

有辦法成功地發音，於是把「忽然」不斷地念成「汙染」。 

所謂全然的決心與投入，不是一般普羅大眾認為的「全心投入」，因

為這裡所指的決心與投入與兒童時期的教育相關。Nida 認為要能成為一位

成功的 L2 學習者，一定要下定所有的決心傾力投入 (Reed, 1985) 。 然而，

從 1960 年代加拿大發展出的教育模式作為延伸，來考量有關學習投入的

角度，以 Swain & Lapkin (1998) 的論點來看，加拿大成人 L2 的教育與學習

投入之間的關係其中之一，即是建議教師不能讓成人 L2 程度的學生感到

學習挫折。成人學習者需要很多認知及語言學習的策略才能學習成功，而

教師的任務之一就是要幫助他們發展出適合自身的學習策略。當 L2 學習

的投入理論普遍用於鼓勵越來越多年紀小的學習者時，學者 Hammerly (1987) 

提出了反對論點。Hammerly 認為，早期的投入理論會失敗，是因為太早讓

第二外語學習者建立了過高的自信，以至於他們忽略自己的文法錯誤，也

不願意徹底改正。Hammerly 提倡鼓勵學習投入的作為應該針對小學五年級

以上的學生，然後再持續隨著年齡增加。他的理由是，當學習者的心智認

知較成熟時，他們比較能去分析自己的語言學習狀況，也較不會因循 L1

前階段的錯誤。學習投入與本研究中的受試者有關，較無法被具體衡量，

因為其代表的是學習者對中文的承諾或決心。不過幸運的是，研究者接觸

到的學生都對本研究相當感興趣，這也讓研究者在許多方面有了選擇的空

間，研究者得以選擇自身認為更適合的研究項目，並排除不那麼重要的面

向，更能夠全心、專注地探討研究內容。以「忽然之間」舉例，研究者希

望著重的是讓學生能記下歌詞，並了解歌詞的字彙與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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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者近二十年接觸中文學習的經驗中，無論是在教室中學習中文，

或是與同樣學習中文的外國學生相處，有一件事是從未改變的─以課堂經

驗和大多數的學習者經驗看來，中文 L2 程度的學習者，總是花非常多的

時間在了解中文字。這是中文學習無法避免之惡，而且是學習中文的歷程

中一直必須要面對、不能逃避的事情，所以很不幸地，這樣令人討厭的負

擔就會造成學生不喜歡、排斥去學習中文，也無法真正了解中文文字的發

音或是去學一首中文歌。因此，可以推斷學生在學習外語時受到的折磨跟

掙扎，絕大多是都是因為他們並沒有真正去了解正確的文字應該要怎麼念、

怎麼發音而造成的。相反地，學生總是花時間在研讀這些字詞是什麼意思、

字該怎麼寫。其實文字的意義跟發音是息息相關的，而且學生必須要將兩

者連結，所以若學生只是一昧專注在文字的意義，卻根本沒有辦法把它們

念對時，其實根本完全沒有學到任何東西。由此可知，研究者將本研究的

重心，放在吸引學生對音韻與聲調的學習，能投入更多的注意力與用心。  

三、發音   

(一)發音的重要性 

當被問到如何定義「語言」的意義時，大部分的人會回應表示語言

就是由許多的字詞和文法結構所組成，然而研究者認為，這樣的解釋不

但是過於簡化，更是一種過於僵化、錯誤的解釋，完全忽略了語言是一

種與時俱進的有機體，具有隨著時代不斷演進的特性。語言是一種有生

命、會不斷變化的集合，同時包含了語音和語意。因此，當透過放大鏡

仔細檢視語言時，可以發現學生要學會某一種語言並有效溝通，其實只

有兩個 基本的步驟：專精掌握語音的理解和發出，以及了解所有語音

代表的正確語意所以發音應該要怎麼融入這一整套語言的學習機制中？ 

一般來說發音的學習會自然而然發生，因為發音是語言學習的核心，

所以當學生對某個特定字詞發音錯誤的時候，可以判定這學生並不是真正

會說該種語言，只是在模仿聲音而已。這樣的狀況在中文上更加明顯，精

準的語調和發音對於正確地習得中文是非常基礎且關鍵的。 

發音錯誤有時會被認為學生誤解了正確的發音，若學生一直都發音錯

誤、或總是有很濃厚的腔調的話，表示無論這個學生學到了多少單字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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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他都並沒有真正正確地跨出語言學習的第一步。根據 Wang, et al. (2013) 

的研究，接收語言的聆聽者，在發音不影響到整體說話內容的可理解程度

時，能夠忍受一些「發音上的瑕疵」，但是當發音的錯誤太「嚴重」到影

響語意時，則說話者一定會被立即糾正。無論如何，在研究者的經驗中，

許多教師與學生常都花太多時間與精神在關注語言學習的其他面向，卻忽

略了在語言習得過程中， 重要的第一步就是正確的發音；想當然爾，這

些學生很快就會遇到學習瓶頸而無法進步。事實上，若有一位中文學習者

發音不標準，但以很慢的速度講話時，還是可以了解他們的意思；相反地，

也可以用很慢的速度、說很簡單的句子讓對方了解所表達的意思，但難道

這樣的情形，真的是一位中文學習者所想要達成的學習目標嗎？說外語時

的口音絕對不是生理構造或是基因上的原因造成的，Several studies (Stevick, 

1976; Leather & James, 1991; Thompson, 1991) 的實證研究都顯示出，在許多情

況之下，不只是兒童，即使從青少年或成年才開始學第二外語，也能說得

流利不帶口音。 

強調了發音對於第二外語習得無可取代的重要性後，接著要更深入針

對「腔調」做進一步探討。語言是一種能共通分享的語音及語意組成集合。

如果一個人在說第二外語時帶著濃厚的異國腔調，就某個程度上來說，他

並沒有照著該語言約定俗成或正確的語音用法發音，也就會跟母語使用者

講得不一樣。以一個較直接大膽的說法表示，這個帶有腔調的學習者，會

在語言上造成自己和該母語使用者的隔閡，進而無法有更進一步交流與發

展的機會。舉例來說，能精通中文的發音和語調，就能幫助自己能很快地

融入中文母語者的群體，而在這樣的環境中互動，學生就能更自然而然地

學會更多的字詞、表達方式和語言結構；換句話說，就是透過模仿中文母

語者而得以進步得更加快速。掌握了中文正確的發音，對學生來說，每一

次聽到別人說中文，都能再次強化正確的語音、語意間的連結關係。研究

者的意思並非貶抑有腔調的中文學習者，在學習第二外語的過程中，摸索

發音是很正常的現象；然而，想要進一步掌握標準的發音，對任何學習第

二外語的學生，尤其是中文學習者來說，一定要極盡所能地追求發音的完

美。現實殘酷的是，若沒有辦法掌握標準完美的發音，很容易就會被淘汰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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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發音的教學重點 

以研究者自身於台灣多年的英語教學經驗看來，若說有哪一部分的教

學一直沒有獲得很好的成效、可以再加強改進的話，那一定就是清楚與準

確的發音了。事實上，研究也顯示這樣的問題不只存在台灣學生的英文學

習上，而是普遍在世界各地的現象，只要是學習外語時，無論學生願不願

意，發音的教學都相當重要 (Gilakjani, 2012) 。 當更仔細觀察 L2 程度班級

的發音教學時，便可以看到在許多 主流的教學法當中，都以發音教學作

為 重要的主軸。根據 Celce-Murcia, Brinton & Goodwin (2010) 的研究指出，

早在 19 世紀與 20 世紀初期，發音教學在直接教學法中就已經占有非常重

要的角色。直接教學法針對 L2 程度的學生提倡模仿與反覆練習，就像兒

童在學習母語的過程一樣。若想以這樣直覺性模仿的方式成功學習，關鍵

在於學生「聆聽與模仿目標語言韻律與聲調的能力」是否良好 (Celce-Murcia 

et al., 2010) 。 

到了 1940 年代，聽說教學法逐漸興起。聽說教學法較強調分析語音並

倡導要在發音表或其他音韻工具(如：注音符號表)的輔助下清楚明確地進

行語音教學 (Celce-Murcia et al., 2010) 。 同時，聽說教學法也要利用不同

的教學技巧，例如：配對比較、對話，進而讓學生記下發音規則並能進一

步內化自行運用 (Morley, 1991) 。正因為如此，聽說教學法和直接教學法

相似在於透過「模仿」進行發音的教學。聽說教學法強調整體發音的流暢

度，並且非常注重音韻如何被準確地發出 (Celce-Murcia et al., 2010; Isaacs, 

2009; Morley, 1991) 。 

為了要幫助學生能更加流利地說出外語並提升溝通技巧，溝通式教學

法(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CLT)在 1980 年代應運而生。不過，溝

通教學法的信念與上述等傳統教學法相去甚遠 (Jones, 2002) 。 而 Levis 

(2005) 認為傳統發音教學法和溝通教學法的差異來自「過去的教學方式已

不適用於新的現實狀況」(p.376)。舉例來說，語言教科書通常都是根據聽

說教學理論而編輯，但是卻沒有辦法幫助學生有效地建立日常溝通技巧 

(Pennington & Richards, 1986) 。 

在某些狀況下，溝通教學法和傳統教學法對於發音教學的差異，會造

成教師對於發音的教學無所適從 (Isaacs, 2009; Morley, 1991) 。 幸運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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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音教學逐漸在課堂中獲得重視，因為教師與學者都理解並認同若學生沒

有標準的發音，會造成溝通上非常大的障礙。研究者也相信，準確的發音

能幫助學生成功達成在 L2 中各面向的學習目標，比如：教師希望讓學生

能在 L2 的程度下隨心所欲的溝通，那麼能將中文講得像母語使用者一樣

好就會是非常重要的目標。Morley (1991，p.498) 指出，隨著時間演進，發

音教學的確產生了許多改變，教師們已經理解「忽視學生在發音上的學習

需求，即是完全沒有達到教學責任」這樣的道理。此外，Anderson-Hsieh (1989，

p.73) 也認為，當教學重心逐漸轉移到發音上時，這樣的潮流帶來很大的改

變，現在的教學者和聽說教學時代的教學者，已經面對完全不一樣的情況

了。 

專精於發音研究的學者以及教導第二外語發音的教師都知道，發音的

教學不僅限於正確地唸出字詞。它囊括了幫助學生精進所有的口說技巧，

包含所有的超音段因子：韻律、重音、語調等，另外還有發音之外的表達

技巧，例如：肢體語言、語氣用法等等，這樣學生才能真正地學到有效的

溝通方式。很可惜的是，許多教師不但缺乏如何良好教導發音的知識，也

過度忽視發音教學的重要性 (Derwing & Munro,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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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用的研究方法有「發展研究法」（developmental research）、

「文獻探討」、「焦點訪談」及「問卷調查」等研究方法，主要採質化研

究方法，嘗試採取嚴謹的過程與步驟，目標是為華語學習者發展出一套特

別以中文歌曲的教學方法與活動。 

研究步驟依序包含：文獻探討、現行教材評估、需求分析、教學設計

（包含選歌曲原則、歌曲介紹與教學原則、歌曲教學關鍵問題探討及錄音

軟體使用）。首先以文獻探討奠定本研究的理論基礎，再以教材評估及焦

點訪談針對華語學習者和教師進行需求分析，接著依據分析之結果建立中

文歌曲教學活動架構及原則，並實際以此教學模式實施教學，以加以檢視

效果並據以修正，以發展一套實際可行的中文歌曲教學模型。 

第一節  研究設計 

在本節中，將逐一分述本研究採用的「發展研究法」、「文獻探討」、

「焦點訪談」及「問卷調查」等研究方法。 

一、發展研究法  

發展研究法是指研究從實物性的需求出發，在研究的進行程序中，係

基於一套已經預設好的教學目標，或是一套研究者已決定好要使用的教學

方式或工具。採用發展研究法的時候，研究者先從相關的歷史文獻資料及

研究報告中，歸納並分析理論，以確立將使用的教學方法之理論基礎及其

優異之處。理論確立之後，研究者即可依這套教學方法設計並發展教學模

式，並在設計的過程中，或是實施教學的過程中，不斷加以修正或完善之。 

二、文獻分析  

文獻分析是蒐集與研究主題相關的中外文書籍、期刊、論文、統計資

料、法令規章等文獻後，進行綜合性的研讀、討論與分析。 

本研究所蒐集的文獻資料來源包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國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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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師範大學華文所圖書室與相關線上期刊論文資料庫等。由於研究的重點

為華語歌曲教學，因此在音樂相關面向所收集的資料包含歌曲和語言學習

的關係、歌曲的旋律、節奏和重複性上對語言學習有什麼幫助與重要性；

另一方面，在神經學與音樂關係上，亦探討音樂與大腦記憶、解除壓力、

歡愉和提高動機等相關文獻。 

三、焦點訪談法  

由於在目前華語教學的環境下，中文歌曲只被視為課堂的輔助教學活

動，多半依據教師個人的喜好與接受度而實施，所以利用深度訪談的質化

研究方式較為適合，因為學生的學習動機或喜好幾乎是無法以量化的方式

直接衡量出數值的。 

根據 Michael Amora（Surveygizmo, 2010)：「質化研究是極富探索性

的，可幫助定義問題或是根據問題發展一套解決方法，通常被用於無法期

待研究結果會是什麼的時候。質化研究也可找出更深層的議題和發掘出問

題背後更多的意涵。質化研究常用的資料收集方式有：焦點團體、三分法、

二分法與深度訪談。」承上所述，研究者個人亦認為，在本研究中使用不

受限制、較開放的焦點訪談方式，能幫助在訪問學生和教師時，擁有更多

討論與探索的自由，他們更有可能表達出自身遇到的學習挫折與矛盾，或

是在教學上感到力不從心之處。 

四、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是針對特定目標對象的意見調查方法，問卷由研究者設計而

成，以蒐集被訪問者的意見、感受、反應及對知識的認知等。 

為了在教學實施的階段瞭解教學成果及學生的學習成效及感受，本研

究參考各種華語教學及音樂課程的課堂回饋問卷並根據本研究主題加以

修改，設計出二十七題的問卷（附錄一），採用李克特（Likert）五點尺度

量表（5：完全同意、4：有點同意、3：沒意見、2：有點同意、1：完全

不同意）作衡量，以測量學生的學習看法。 

問卷的第一部份為受測者的基本背景資料，總共七題。第二部份為學

習看法，總共二十題，第一題測量學生聽華語歌曲的習慣，第二題測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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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對教材的熟悉度，第三至第五題測量學生對歌曲學習效果的自我評量，

第六至第八題測量學生對中文聽、說及讀三方面能力的學習效果自我評量，

第九至第十二題測量學生對歌曲記憶的自我評量，第十三題測量學生對教

材編排難易度之看法，第十四題測量學生對錄軟體使用之看法，第十五至

二十題測量學生對學習及教學方式的看法及感受。 後，問卷的第三部份

為開放式的意見填寫，以獲得學生的具體意見與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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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的 終極目標為以中文歌曲為基礎發展出一套全新的華語教

學課程，研究者將會確保此研究必須條理清晰、方法嚴謹並有完整的架構

和結論。因此，部分的任務將是了解過往已經發展出的研究成果、哪些方

法已經用於實際的教學環境與其成效、結論如何。這些資訊收集的過程包

含了資料與內容分析兩個層面，前者「資料分析」為無酬、簡易採樣的深

度訪談，而後者「內容分析」以研究者的觀點解釋這些收集到的結果，即

是「讓研究者能夠以系統性方法檢驗大量資料的一種途徑」 (GAO, 1996) 。 

 研究者的目標為盡量客觀地了解收集到的資訊，並檢視哪些部分對本

研究較為重要且相關。在對目前中文歌曲教學現況有理性的了解基礎後，

研究者的目標為採納對本研究有用的教學方式，並加入能更強化學生學習

動機與成效的新方法。這樣的結合與重組，能幫助研究者將 初設想的教

學模式，轉化為更完整的課程活動，並且能不斷持續改進與修正。本研究

論文欲提出的中文歌曲教學課程，將包含以下幾個元素進行規劃，研究架

構之概念圖如下所示： 

 

圖三 華語歌曲教學課程設計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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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研究在台灣採樣的個案，大部分為從海外自願選擇至台灣學習華語

的學習者。由於這些華語學習者是自願學習華語，因此相較於在其原生海

外國家(一個雙語環境下)的初學者，平均而言具有較強的學習動機。Dupuy 

& Krashen (1998) 也發現，學習外語者中途放棄的比例很高，而真正能堅持

到底學成的人，多半是有出國至其學習語言所在地的人，而不是留在原生

國家裡學習外語。在 Dupuy & Krashen(1998)的研究樣本中，高達 84.5%的高

階外語課程學習者，都有出國留學的經歷。由此可知，此類型的高動機學

習者，和在原生國家環境下學習華語的學習者有高度差異性，因此也是本

研究將專注探討的研究對象。 

另外，學習外語的學生，當他們處在一個外語的環境中，應該或多或

少都經歷過無助的窘境。而這樣的經驗其實是非常可貴的，因為他們應瞭

解到，這種無助的感 受僅是語言學習過程中的一個階段，而他們不應因

此而怯步。再者，曾有外語學習經驗的學生，很可能已經有自己的一套辭

彙記憶方法，發音學習方法…等等個人的學習撇步。 

中高階程度的青年華語學習者是本研究的目標對象，因為這些學習者

的年紀足以了解歌詞的詩意與涵義。雖然本研究將發展出的教學活動並無

限定針對哪一種華語程度的學生，但相較於完全沒有基礎的初學者來說，

本套教學活動對於已經稍有中文基礎，也就是已上過一學期的學生來說應

是 有助益。加上青年階段的學習者，也是會去 KTV 的 大族群，依據

2010 年 Trengo 針對台北的市場調查顯示，在 21 至 30 歲的族群中， 普遍

的休閒活動就是唱 KTV (Taiwan Today, 2011)。本研究的主要目的為讓學生

有更強學習華語的動機並能堅持下去，因此讓學生透過學習中文流行歌，

並能和朋友一起到 KTV 休閒交誼，是一個很好的教學策略與方法。 

依研究者的評估，在使用歌曲作為教學工具時，將會排除年紀偏大與

偏小的學習者以期能獲得 高的教學效益，但必須特別注意配合選擇適合

該年齡族群適合的歌曲。舉例來說，像「兩隻老虎」這樣的兒歌，在很多

地方看來是一首非常適合華語教學的歌，但是其內容太過簡單，對某個年

紀以上的學習者來說就過於幼稚。學習一個新的語言本身就是充滿風險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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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的，學生很容易在遇到學習挫折時，產生厭煩或抗拒的負面情緒。因

此，在制定歌曲的教學活動時，教師在選擇歌曲上必須盡量避免這樣的狀

況。若因某次的選擇不當造成歌曲教學過程與氣氛不佳，未來想再進行歌

曲教學就會更加困難也無法產生效益。 

本研究對象的學習者程度設定在中高階，係因這個程度的學習者已具

有相當的華語能力，能知悉基礎文法且能理解華語的文化背景，因此他們

能夠聽懂歌詞並學習歌詞的語法及意涵。再者，以研究者自身的華語學習

經驗來看，對這個程度的學習者來說，要繼續維持學習華語的熱忱並不容

易，而這正是將歌曲帶入教室中的目的，此研究的假設結果是歌曲將能使

華語教學更為振奮人心且更為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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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 

一、教材評估  

本研究將對臺灣及中國大陸出版的現行華語歌曲教材內容作探討分

析，選定的教材有臺灣出版的《實用視聽華語》及《遠東生活華語》，以

及中國大陸出版的《學唱中國歌》及《唱民歌學漢語》共四本教材。 

研究者選擇《實用視聽華語》與《遠東生活華語》的原因，是因為這

兩本是目前在台灣學習華語的學生 常使用的兩本教材 (MTSA, 2015; 

Wilbur, 2005)。至於選擇《學唱中國歌》及《唱民歌學漢語》這兩本的原

因，則是研究者在閱讀中國大陸出版的華語歌曲的教材之後，認為這兩本

書的編排方式與本研究的主題 相關。 

二、觀察  

課程觀察係指研究者至其他教學者的教室參與課程並觀察該教師的

教學方法、教學教材及學生的學習反應以及與教師之互動。陳美玉（2005）

提出，觀察他人的課程時，在選擇課程時 好能選擇對方感到較滿意 、

較具信心的課程。不過，Fullerton（1993）的研究則證明，若選擇一全新、

困難而且教學者較不熟悉的課程進行觀察，則所獲得的效益會更高。觀察

他人課程的目的，並非對班級教學有所批判，相反地，乃在於資料的分享，

以及與被觀察者、或其他同僚的專業互惠性成長（陳美玉，2005）。 

在觀察前，研究者應先花一些時間，與被觀察者討論「要觀察什麼」

以及「想達到什麼目的」，如此也較能取得被觀察者的信賴。在觀察時，

教師及學生的行為及經驗都是主要的觀察重點。觀察教師的部份包括其講

解能力、發問技巧、教學溝通、媒體運用、學生行為管理、教學準備、組

織、評鑑，甚至是教師本身的教室觀察能力等，都是極值得觀察的對象

（Dean, 1991: 140）。至於學生部份的觀察，則同樣要包括學生的行為性

與非行為性表現（陳美玉，2005）。  

另外，由於教師、學生、教材與環境等因素，以及各因素間交互作用

的結果，都足以影響師生的教與學之行為。因此，在觀察師生的行為之餘，

也必須將教室內外的情境脈絡以及及教材的使用狀況一併進行整體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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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本研究選擇觀察的課程對象為臺灣北部某大學國語教學中心於 103 學

年度上學期開設的大班制華語教學課程「唱歌學中文」，觀察時間為整個

學期的課程。研究者秉持上述觀察課程之原則，使用描述性方法，於每堂

課紀錄觀察筆記並加以歸納、整理並分析之。 

三、教師訪談  

本研究的訪談樣本為使用歌曲教學的華語教師十五人（附錄二），由

於時間和其他條件的限制，研究者選擇方便取樣(convenience sampling)以

達到研究時間及零預算的限制，直接尋找可接受訪問並符合研究背景設定

的樣本，獲得研究分析欲挖掘出的洞察與結論。教師的樣本來源包含台灣

著名的華語教學機構 (Hsu, 2012)：台灣國立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MTC)

共七人、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語文中心共二人、台北歐洲學校共二人、輔

仁大學共三人以及成功大學文學院華語中心共一人。 

研究者依文獻探討理論並參考許志榮（2007）的研究，設計出訪談大

綱，以詢問教師以歌曲作為教學方式的時機、歌曲教材設計的主要架構、

選擇歌曲之標準、對歌曲教學成效之看法以及對錄音軟體作為教學輔助之

看法。 

四、學生訪談  

本研究的訪談樣本為華語學生十五人（附錄二），如同教師訪談，由

於時間和其他條件的限制，研究者選擇方便取樣，學生樣本來自台灣國立

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MTC)共十五人 。     
     研究者依文獻探討理論並參考許志榮（2007）的研究，設計出訪談

大綱。研究者認為，進行學生訪談時，必須謹記學生的動機和興趣是 重

要的關切對象，並應深入瞭解他們的學術、語言和音樂背景，如此才能設

計出適宜的教學計畫。 

進行學生焦點訪談的目的是多面向的。由於本研究的焦點是音樂與語

言的相互作用關聯性，研究者認為有必要了解每一個學生在這兩方面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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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背景及經歷。例如，有過樂 器演奏經驗的學生，理應對於音調及節奏

具有一定的敏銳度，而這樣的敏銳度又是否對他們的語言學習有所幫助，

尤其當他們學習音調性即高的語言如華語。 

至於有關音樂方面的問題，首先，一些比較籠統的問題是為了讓老師

能夠瞭解音樂對於學生的重要性是什麼，並且能讓老師能有對於教學成果

有初步的掌握。再來一 些比較細節的問題，則能夠探究學生的音樂品味，

使老師能為學生量身定做適合的歌曲教材，並能適當地將歌曲教材帶入課

程中。  

綜上所述，本研究的學生訪談大綱問題為：是否喜歡以歌曲作為學習

方式、以歌曲學習對中文能力提升之自我評估 對歌曲教學成效之看法以

及對錄音軟體作為教學輔助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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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華語歌曲教學現況需求分析 
本研究的第二章探討了歌曲教學的相關理論，在本章中，研究者則將

對臺灣華語教學在歌曲使用上的現況探討，以瞭解教材使用的現況、華語

教師在教學上以及學生學習上可能遭遇的困難處及潛在的需求。 

本章第一節將對臺灣及中國大陸出版的現行華語歌曲教材內容作探

討分析。第二節則將選定一門以歌曲作為教學設計主軸的現行課程，至課

堂實際觀察教師的教學方式以及學生的學習情況。第三節則將以焦點訪談

的方式，訪問華語教師及在臺學習華語的外籍生。 

研究者希望能經由探討現行教材、觀察實際課程以及訪問教師和學生，

能從中發現一些歌曲教學現況的優點和缺點以及可能潛在的需求及可改

善之處，以此分析結果作為本研究教學設計的重要參考，成為下一章的發

展基礎。 

第一節  華語歌曲教學教材現況 

在本節中，研究者將對《實用視聽華語》、《遠東生活華語》、《學

唱中國歌》及《唱歌學漢語》四本教材作評估分析。  

一、《實用視聽華語》（2008）      

直到不久前《實用視聽華語》仍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文國語教學中

心所採用的標準教科書。雖然《實用視聽華語》並不會立即會被替代，但

在本研究撰寫過程中，研究者於焦點訪談所採訪的許多華語教師均表示，

《當代中文課程》（鄧，2014）將會成為整個國語教學中心未來採用的標

準教材，而研究者也一直都希望能使用《當代中文課程》作為教材之一。

另一方面，雖然研究顯示華語非常適用歌曲教學，但多數教師表示歌曲並

不會成為國語教學中心考慮採納的教材內容。 

《實用視聽華語》一套共有五冊，通常以教科書、習作本和輔助 MP3

光碟成套販售作為華語教科書使用。難度則是第一冊 簡單、給初學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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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至第五冊 難、給進階學習者使用。在研究者訪問的華語教師中，皆

認為當學生能成功修畢《實用視聽華語》五冊後，中文應能達到「中高階

程度」。而每一冊書隨著難度增加，內容章節數也跟著增加，第一冊總共

只有 12 課，至第五冊已增加為共 20 課。 

每一課都由一段基本對話做為開始，接著再一一詳細解釋對話中的生

詞與單字。每個生詞第一次在對話中出現時都會標記數字，讓學習者可以

直接對照注釋查找，這樣的標記方式能清晰呈現新生詞，不過只有在《實

用視聽華語》第二版中才加入。另一個有意思的特點是《實用視聽華語》

囊括了三種繁體中文的拼音方法，其中第一個被介紹的是注音符號「ㄅㄆ

ㄇㄈ」，且特別稱其為「中文語音符號(MPS)」，研究者自身是在接觸了《實

用視聽華語》時才第一次聽過這樣的專有名稱。 

討論到目前華語教材的英文內容時，研究者針對與華語教師的訪談及

自身接觸過的教科書（不僅是只有《實用視聽華語》的介紹與解釋）看來，

有許多教師表示在課堂上常遇到有學生因為教科書中只有英文翻譯而感

到驚訝，他們認為這是一種「英語優越歧視」。研究者身為一名英語母語

者對此當然無抱怨之處，但亦能體會這些老師與學生所表達的感受。從現

實的角度來看，出版商或許不願意多花成本去出版日文、韓文、德文等多

種翻譯語言的華語教科書，然而這也表示在華語教學教材的編譯上尚有改

進的空間，或許未來有志人士將以其他語言翻譯華語教材的書籍並予以出

版。 

緊接在生詞與單字部分後的內容，是「語法練習」─也就是文法。與

課文相關的文法重點與句型被詳盡地列出，並提供練習題。研究者認為某

些文法說明似乎需要更完整的解釋，不過可以合理的推論作者應是希望直

接在教室中針對這些文法重點進行更多的討論，讓教師來解答學生更深入

的問題。 

第四部份是「應用活動」，這部分隨著不同章節的學習重點，會有不

同的練習內容。這部分也是《實用視聽華語》教科書出現的第一首歌曲教

學。在第七課，課文主題是「你的法文念得真好聽」，因此在應用活動中，

作者根據以法國為主題的課文，延伸至有名的法國童謠 Frère Jacques，並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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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相同旋律的中文童謠「兩隻老虎」。另一個例子，在第四冊的應用活動

中，第一課介紹了「新年快樂」、第七課則是「那些日子以來」。 後的

是「天天天藍」，有些人會認為這是《實用視聽華語》中與歌曲藝術相關

的內容，但因為其內容實為詩的形式並非歌曲，所以不屬研究者探討的範

圍之內。對研究者而言，研究任務是需要找到目前在華語教學中適合的中

文歌曲，因此將以上這三首歌「兩隻老虎」、「新年快樂」與「那些日子

以來」納入所規劃的教學內容中。不過研究者仍持部分保留態度，因為此

三首歌在《實用視聽華語》中所扮演的角色稱不上做為「教材」，雖然每

一首歌詞後都有完整的解釋與單字，但是並無相關的練習或後續延伸的教

學內容，對研究者來說，這三首歌只是與《實用視聽華語》課文內容相關

的附屬單元，並沒有被真正做為教材之用。 

二、《遠東生活華語》（2006）  

《遠東生活華語》是一套三冊的華語教科書，分別以簡體字與繁體字

的版本出版。除了課本外，還有一本習作、生字本以及課文與習作的 CD。

這一套教材是從英文母語者的角度出發，全書皆只有採用漢語拼音，甚至

沒有注音符號。有趣的是，目前已經出版了西班牙文的版本，不過從出版

商的官方網站可以查到，西文版第一冊、第二冊皆為繁體字，若學生想學

簡體字，目前只有第一冊有簡體版本。研究者認為編輯一套簡體版本並不

需要太長的時間，所以可預知的是未來不久後應該就會有一套完整的西文

教材，包含繁簡兩種版本。 

第一冊共有十二個章節，並有豐富的彩色圖表與編排，與沉悶、平淡

的《實用視聽華語》不同。《遠東生活華語》 特別之處，就如書名一樣，

完全是以生活中天天聽到、使用的日常華語做為內容。舉例來說，在第一

篇的對話內容中，首先會學到的是「多少錢？」而非「你好嗎？」這樣的

內容對華語完全陌生的外籍初學者來說，更具實質的意義並能幫助生活。

雖然學會有禮貌的華語自我介紹是一件好事，但對要在陌生環境中，天天

用華語面對生活挑戰的初學者來說，這可能不是 重要的事。因此，《遠

東生活華語》著作的目的在於幫助學習者能真正以華語「溝通」，而不僅

僅是學會聽、說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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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標準對話內容後，是重要單字與文法的說明，另外還有一些特別的

內容，包含：聽力練習、變化練習、猜猜看、真實教材等，之後是課文的

完整英文翻譯， 後則是將對話內容以簡體中文再呈現一次。單字部分提

供清晰的例句以及英文解釋，另一方面，文法部分有很好的圖文編排與清

楚的解釋，也有實際的書寫練習題來了解文法重點。第二冊的基本結構和

第一冊一樣，只不過第一冊有 12 課，而第二冊則有 12 個單元、每一個單

元有 2 課。每一課開始時都有「本課學習重點」，對學習者來說這是一個

很好的做法，能在一課開始前馬上了解本課學習的內容與範圍。舉例來說，

第二冊的第四單元(第七、八課)，主題為「夜生活」，所以學習重點包含：

第七課的夜市情景、宵夜、酒吧、攤販與第八課的夜店、飲酒、跳舞、舞

池等等。此外，《遠東生活華語》另一個優點是每一章節都有清楚的分隔

顏色標示，所以能讓查找更快速、清晰、便利。第三冊在 2013 年重新編訂

過，之前的文法說明為全英文，現在已改為全部用中文解釋，章節也從 12

課調整為 16 課。在台灣，《遠東生活華語》（三）通常會在學習者完成《實

用視聽華語》第四冊後，接著使用作為教材，但兩者間有相當大的文法與

字彙程度落差。 

不過研究者對於歌曲在《遠東生活華語》的內容所佔比例極低，甚至

無法成為有意義的分類感到可惜。整套教材三冊書中總共只有兩首歌，而

且都不是常見的中文流行歌曲。這兩首歌都在第二冊的第 8 課「到酒館坐

坐」的真實教材內容裡。第一首歌叫做「少年的我」，大約是 40 年代左右

的歌曲，可想而知對於現今 2014 年的學生而言，幾乎沒有人聽過，也起

不了什麼增加學習興趣的作用。當然，這並不是主觀地批評一首歌的好壞，

或是認為老歌就不好，而是實際上來說，想要引起這些年輕華語學習者的

興趣，70年以前的流行歌曲似乎不是一個好選擇。第二首歌是「青春舞曲」，

是一首著名的新疆民謠。同樣地，這首歌創作於 1939 年，這樣的旋律對於

現在的聽眾來說已經很難有吸引力。這兩首歌後面都有單字的解釋以及完

整的翻譯，另外還有幾題相關的練習問題。《遠東生活華語》和《實用視

聽華語》都有一個稍嫌多餘的編排，就是在歌詞加上了數字簡譜。簡譜在

某些亞洲國家是很普遍的音樂註釋方式，但對於很多來自其他國家的學生，

在歌曲教材中標記簡譜不但不必要，還有可能造成其他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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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唱中國歌》  (Chinese Songs，2009)  

本教材為簡體字，總共包含 19 首歌並分成三大類：民謠、兒歌語流

行歌曲。此教材歸屬在高中程度的華語教材，不過裡面的歌曲似乎過於簡

單，僅有幾首歌有可能會讓成熟的青少年感到興趣。 

這本教材的編排方式是每首歌獨立成篇。主要可將歌曲分成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茉莉花」、「邊板城的姑娘」等中國大陸人民熟知的抒情民

歌；第二部分則是「祝你生日快樂」、「找朋友」等較生活化且輕快的歌

曲；第三部份則是「常回家看看」、「愛情鳥」等當代流行的愛情歌曲。

這本教材選擇的歌曲包括愛情、親情、友情、風景等主題，作為第二語言

的教學使用，應能使學生在歌曲中學習中文並同時能了解中國大陸的風俗

文化。 

四、《唱民歌學漢語》(Sing Folk Songs Learn Chinese，2005)  

這本書總共選擇了十五首民歌，與《學唱中國歌》一樣，每首獨立成

篇。依據這本書的前言介紹，《唱民歌學漢語》的歌曲選擇以「廣泛流傳」

及「簡單易學」為原則，主要選擇新疆、青海、陝西、四川、雲南、湖南、

湖北、江蘇、河南、河北、山東以及臺灣等地的民歌。 

這本教材的特色是，在十首歌曲的後面，附有與歌曲相關的民歌小知

識。另外，除了歌譜以外，每一課清楚的分出課文、生字以及註釋三部分。

「課文」即歌曲的歌詞。「生字」則是從歌詞中選擇出學生可能不熟悉的

詞彙，以列表的方式作雌性以及英文註解。「註釋」則包括當地民歌的簡

介、歌曲背景、歌詞釋義以及歌詞賞析。研究者認為，這本教材的內容詳

盡，既可作為教師教學時的教材，也可作為學生自修的閱讀材料。 

由於本教材中的歌曲全為民謠歌曲，對於中國大陸風土民情有興趣的

學生應該會喜歡這本教材。不過研究者本身認為，民歌雖然屬於經典，但

是或許比較無法引起年輕學生的興趣，畢竟許多學生在乎的是能夠與同儕

討論現正流行的歌曲。因此，研究者在教學設計的原則上，將選擇能讓大

部分學生都感興趣的流行歌曲，因此民謠類的歌曲將不在本研究課程設計

的考慮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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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除了上述的華語歌曲教材外，研究者特別要提出，使用中文歌曲做為

兒童華語教學已經非常普遍，假設本研究要針對兒童華語歌曲教學進行研

究的話，光是現行教材評估的段落就會有好幾百頁的內容。這樣的現象，

亦可發現目前對於以「歌曲」進行華語教學，仍停留在針對年紀較低、或

是初級程度的學習者。因此本研究的目標，實為希望透過適當的教材選擇，

改變這樣的現況，以歌曲做為更進階、完整的華語教學方式。 

總結看來，除非《實用視聽華語》與《遠東生活華語》不再是華語學

習的主流教材，也就是說當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政治大學、銘傳大學等華

語教學機構不再使用這兩套教科書，以及由《當代中文課程》才正要成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文國語教學中心新的標準教材這些情況看來，研究者

認為短期內中文流行歌曲或許尚無法成為台灣華語教學的主流教學活動，

不過應可列為課堂上的輔助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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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課程觀察 

本研究觀察的課程是台灣北部某所大學華語中心所開設的一堂大班

課，課堂名稱為「唱歌學中文」。研究者認為，這堂課雖非常有趣也教得

很不錯，但是開這堂課的理由主因是為了符合教育部規定外國學生來台每

周必須修達 15 小時課程的規定，因為這堂課並無課後練習，也沒有回家作

業，更沒有測驗評量，學生只要出席來上課就好了。每一堂課會教三首歌，

由授課老師自行決定要教那些歌。每堂課開始前，學生會拿到一份講義，

裡面就是當天要教的三首歌。 

以 2014 年 6 月 25 日上課的講義作為例子，講義開頭就有中英對照的

歌曲名稱─「茉莉花」(Jasmine Flower)。歌曲中的每一小段則以數字清楚標

記，左邊是中文歌詞、右邊是英文翻譯作為對照。這份講義有一點做得很

好，在中文字的上下，分別用了注音符號及漢語拼音來做標記，這樣的確

有考量到學生來自各種不同的國家與文化背景，讓整份教材更完整且更專

業。而單詞的解釋則以表格的方式呈現注音、漢語拼音、英文翻譯以及中

文同義詞，如下表所示： 

表 四-1 2014 年 6 月 25 日「唱歌學中文」課堂講義 

1. 茉ㄇ
ㄛ

ˋ  莉ㄌ
ㄧ

ˋ  花ㄏ
ㄨ
ㄚ Mò  lì  huā Jasminum  

2. 好ㄏ
ㄠ

ˇ  一ㄧ

ˊ

 M… Hǎo  yí  ge What a…!!  

3. 芬ㄈ
ㄣ 芳ㄈ

ㄤ Fēn fāng Fragrant, balmy, odorous, perfumed 花香 

4. 枝ㄓ 椏ㄧ
ㄚ zhī yā Branches 小樹枝 

(資料來源：何沐容(2014)。台灣北部某大學華語中心。6 月 25 日課堂講義) 

這份講義的第二首歌是「絕望的生魚片」“Hopeless Sashimi”，第三首

歌是「背叛」“Betrayal”，歌詞與單詞的解釋和編排都和第一首歌的格式一

樣。根據研究者個人對中文流行音樂的教學偏好，第二、三首歌都滿足了

這樣的需求。另外有一特別之處值得留意的是，授課老師指出當天課堂上

對第二首歌的反應並不熱烈，雖然整首歌的內容符合學生的華語程度，但

是大部分的學生反應這首歌太長、且旋律速度太快。對教中文歌曲的老師

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在選擇中文歌曲時，有很多因素需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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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是否適合教學。 後很重要的一點是，講義上有列出每首歌不同版本的

YouTube 連結，這樣可以讓學生回家後能馬上找到、聆聽並練習學到的歌

曲內容。 

然而，研究者注意到，這堂課有兩個可以改進的地方。首先，大班制

是優點也是缺點。大班制能讓比較多的學生一起上課，學生背景能夠非常

多元，然而，大班制通常無法顧及學生的不同程度，沒有辦法依照學生的

特質設計適合的教材。再者，在大班制的課程實施歌曲教唱，缺點便是無

法確定大家都跟上老師的教學步驟跟著歌曲練唱。 

研究者注意到的第二個特點是，這堂課沒有任何回家作業或任何考試。

沒有回家作業及考試的好處，固然是這堂課能夠受到學生的歡迎與喜愛，

然而缺點便是，教師沒有辦法確定學生已經達到了課程目標，例如是否已

經確實瞭解歌詞意義、是否能運用歌詞中的重要辭彙與重要句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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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焦點訪談 

本研究的訪談樣本為「唱歌學中文」華語學生與教師各 15 人，由於

時間和其他條件的限制，研究者認為 15 人的採樣數目已可以包含初階到

高階各種不同學習階段的受訪者，也不至於因人數過多而耗費太長的訪談

時間或得出太多不必要的資訊。研究者選擇方便取樣(convenience sampling)

以達到研究時間及零預算的限制，直接尋找可接受訪問並符合研究背景設

定的樣本，獲得研究分析欲挖掘出的洞察與結論。 

學生的樣本來自台灣 著名的兩間華語教學機構 (Hsu, 2012)，台灣國

立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 (MTC)與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語文中心 (CLD)。

而教師的樣本來源包含上述兩校以及台北歐洲學校、淡江大學與輔仁大

學。 

一、學生需求面  

    針對學生的 15 則訪談內容以題目類型區隔後整理並分析如下： 

1.以歌曲為學習方式的喜好程度 

   喜歡 不喜歡 

    14 1 

    

幾乎全部的受訪者都表示喜歡以歌曲作為學習中文的方式，大部份

的原因是這種學習方式有趣而且也可以學到辭彙與文法句型，Ｈ同學並

表示，因為很喜歡唱歌學中文，所以非常高興能夠有堂課整個學期都是

以這樣的方式來教學。 

其中只有Ｆ同學表示不喜歡這種方式，主要原因是由於歌曲的選擇

太侷限於談情說愛的題材： 

「這些中文歌曲都是些我愛你你愛我啊之類的歌，我覺得對學中文幫助

不大，自己念書還比較好。。。唱歌是給小孩子學習的方式，不適合用

在大人。」（訪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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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表示喜歡的同學裡面，也有人雖然喜歡，但是認為這種方式

對他個人來說太簡單（同學Ｏ），或是表示，喜歡這種方式，但是會擔心

用歌曲學習中文無法學到辭彙的正確發音，因為在歌曲中字詞的發音有

時跟平時聽到的有些微差異（同學Ｇ）。另外Ｂ同學表示，希望這堂課老

師可以出功課讓學生回家練習： 

「我喜歡唱歌學中文的課，但是我覺得其實練習不夠，如果有一點點功

課滿好，我回家可以再更多練習，這樣可能學更好。」（訪談記錄） 

 

2. 以歌曲學習是否對中文能力有提升？ 

   是 否 

   15  0 

 

所有的受訪者都表示以歌曲作為學習方式對於學習中文有幫助。即

使是不喜歡以歌曲作為學習方式的Ｆ同學也表示，雖然不喜歡，但是透

過歌曲學習多多少少都對中文能力有正面的提升效果，雖然歌詞都是談

情說愛的內容，還是可以從中學到一些辭彙。 

另外，Ｋ同學表示，他覺得常聽中文歌曲對他看中文電影和連續劇

都有幫助： 

「多聽歌之後，我看中文電影或電視的時候比較聽得懂。。。有的歌唱

比較快，或是沒有很清楚，像是周杰倫的歌或是那種ＲＡＰ，所以我反

而看電影覺得他們講比較慢，就覺得比較聽得懂，覺得中文能力有進步！」

（訪談記錄） 

3. 是否使用過錄音軟體？ 

   是 否 

   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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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是否願意嘗試以錄音軟體作為學習中文的輔助工具？ 

   是 否 

   15      0  

  

大多數的受訪者表示沒有使用過錄音軟體，其中有幾位同學表示聽

過，但是不確定軟體的用途。 

至於表示使用過錄音軟體的同學，都是用錄音軟體編輯音樂，主要

是為了將歌詞消音以及調整音域，沒有人使用錄音軟體作為語言學習的

輔助工具。但是在研究者大致介紹該軟體作為語言學習的輔助工具之後，

受訪者皆認為這樣的學習方式是不錯的主意，並且都表示願意嘗試這樣

的學習方式，例如Ｈ同學表示： 

「這個方法對我應該滿不錯！因為我喜歡唱歌，我也會想知道我唱得怎

麼樣，這樣錄音軟體可以讓我知道我的發音好不好，應該可以進步。」（訪

談記錄） 

從以上與學生的訪談內容，研究者發現，多數學習者都喜歡以歌曲

學中文，認為是有趣的學習方法，且都認為對中文能力有正面幫助。而

大部份的學生認為，在歌曲選擇方面，如果可以更多元，不要只選擇談

情說愛的歌曲，應該可以提升更多學生的學習興趣。學生並表示，如果

能在課程中加入一些功課回家練習，應該可以提升學習效果。 後，學

生對錄音軟體作為學習輔助教材皆感興趣且願意嘗試，因此研究者認為

教學設計中可以考慮加進錄音軟體輔助學習。 

二、教師需求面  

針對教師的 15 則訪談內容以題目類型區隔後整理並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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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中，大部份的教師都只將歌曲作為輔助，很少教師把歌曲作

為全部課程的正規教材。除了「唱歌學中文」的授課教師（教師Ａ）將

歌曲設計成課程的正規的教材外，另一位教師Ｌ表示，她在國立成功大

學文學院華語中心試圖利用中文流行歌曲做為教學的重心，但是目前仍

只是佔課程規劃中的大部份時間，並非全部。因此由整體趨勢來看，歌

曲作為教學設計的全部仍屬較創新的單一個案。 

2. 歌曲教材設計 

歌曲背景介紹 生字解釋 文法句型說明 播放歌曲或ＭＶ 

8 15 7 15 

帶動歌詞朗讀 歌曲跟唱 不放歌曲清唱 克漏字填空 

10 15 0 6 

 

在教材設計方面，全部受訪的教師都會播放歌曲或ＭＶ讓學生先熟悉

歌曲，全部的教師也都表示會解釋歌詞中的生字，並且所有教師都會請

學生跟著歌曲一起練習唱。所有受訪者都表示，他們至少會播放兩次歌

曲，一次在解釋生字之前，讓學生先練習聽力，第二次在解釋生字之後，

並且第二次會要求學生試著跟著歌曲一起唱。不過，沒有受訪者會讓學

生清唱，原因是教師認為這樣無法帶動氣氛，而且難度太高。 

另外，大約有一半的教師會做歌曲背景介紹，也大約一半的教師會

作文法句型說明。大部份不做歌曲背景介紹或文法句型解釋的教師皆表

示是因為課程時間不夠，無法做太詳細的課程設計。他們也表示，如果

時間足夠，例如如果歌曲本身就是正規的教材，佔整個課程的全部或大

部份的時間，那麼介紹背景及文法句型解釋是必要的。 

1. 歌曲作為教學方式與教材的時機 

僅作為正規課的輔助活動 佔課程全部或大部份（歌曲本身即正規教材） 

13 2 



                     第四章 華語歌曲教學現況需求分析 

 51	  

受訪者裡面，大部份的老師都會待學生朗讀歌詞，並且實施的時間

都是在播放一次歌曲並做生字解釋之後。例外有一些老師會讓學生練習

克漏字填空，實施的時間點是在播放第一次歌曲且尚未解說生字的時候，

藉此讓學生練習聽力與閱讀。 

3. 歌曲選擇標準 

活潑歡樂的歌曲 經典歌曲 當下流行的歌曲  

3 10 12 

副歌好記的歌曲 速度較慢的歌曲 歌詞有深度的歌曲  

11  9 3 

能復習正規課程辭彙文法的歌曲 學生要求的歌曲 

9  4 

 

在選擇歌曲方面， 多教師是以「當下流行的歌曲」及/或「副歌好

記的歌曲」為選擇歌曲的優先標準。教師Ｃ表示： 

「我比較喜歡選擇現在正流行的歌，因為這樣學生學了之後也比較能夠

與朋友討論，讓他們有話題。。。而且正流行的歌比較容易在廣播或電

視上聽到，這樣他們可以多聽幾次，應該比較有學習效果。」（訪談記錄） 

 教師Ｋ表示： 

「有些歌副歌會一直重複，就是重複比較多次，我就會比較考慮這類的

歌。。。這樣學生比較好記，而且句型會重複很多次，就可以學起來。」

（訪談記錄） 

另外「經典歌曲」、「速度較慢的歌曲」及「能復習正規課程辭彙文

法的歌曲」也是多數教師選擇歌曲作為教材時的重要考慮因素。多數受

訪者表示速度較慢的歌曲比較不會讓學生有排斥，因為如果學生比較能

夠聽得懂歌詞，學習的興趣比較高。另外因為多數受訪者是將歌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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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正規課程的教材，因此會希望歌詞剛好可以復習正規課程的辭彙或

文法，不過大多數受訪者也表示，要能夠剛好符合「能復習正規課程辭

彙文法」的歌曲並不好找，所以雖然這是優先考慮的選歌標準，但是大

多數時候並無法順利找到很適合的歌曲。 

至於「活潑歡樂的歌曲」、「歌詞有深度的歌曲」及「學生要求的歌

曲」比較少是教師選歌時的標準。大部份的教師皆表示，雖然這些也是

很重要的考量因素，但是不會是 優先的考量，例如教師Ｃ表示： 

「活潑歡樂的歌曲是不錯，可以帶動上課的氣氛，不過這種歌很多都是

舞曲，比較沒有教材的感覺。。。有深度歌詞當然是 好，不過其實這

種歌也不多。。。可能方文山的歌詞比較算是這種，但是通常他的歌詞

又有點難，所以不會說一定要找這種歌詞，怕學生覺得太難。」（訪談記

錄） 

 教師Ｉ表示： 

「有時候學生會指定要哪些歌，但是我們老師還是要篩選，因為不是說

每首歌都一定適合當成上課的內容，所以不一定會答應學生。」（訪談記

錄） 

 

5. 是否覺得以歌曲作為教學方式能夠幫助提升學生的中文能力？ 

是 否 

15 0 

 

在教師的自我成效評估方面，所有受訪者皆表示以歌曲作為教學方

式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中文能力，並且大部份的受訪者皆認為，

4. 是否覺得以歌曲作為教學方式能夠幫助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是 否 

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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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能夠讓學生以比較輕鬆愉快的心情學習，另外有些受訪者表示有學

生曾給予回饋，認為學習歌曲能夠更快速融入中文文化，也比較容易打

入當地朋友的文化圈，能夠有流行的話題和朋友討論。 

 

6. 是否使用過錄音軟體？ 

  是 否 

  0 15 

 

全部的受訪者皆表示沒有使用過錄音軟體，而在研究者大致介紹軟

體作為語言學習的輔助工具之後，受訪者皆認為這樣的學習方式是不錯

的主意，並且都表示願意嘗試將錄音軟體加入課程設計，例如教師Ｂ表

示： 

「現在很多學生都很會使用電腦，其實我們老師也應該要多學，所以這

個方法應該滿不錯，聽起來可以幫忙學生練習發音。」（訪談記錄） 

教師Ｋ也表示： 

「如果錄音軟體操作不難，應該可以試試看。學生應該也不會排斥，他

們應該也會覺得是有趣的方式。」（訪談記錄） 

從以上與教師的訪談內容，研究者歸納出幾個重要的教學重點面向：

受訪教師皆認為以歌曲作為教學方式能夠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且認為對

學生的中文能力有實質的提升效果。而在教學設計方面，受訪教師皆會

播放歌曲並請學生跟唱，並且教師皆會解釋辭彙，教師也一致認為只要

授課時間充裕，介紹歌曲文化背景及解釋歌詞中重要的文法句型是必要

的。至於歌曲選擇方面，多數教師認為應以流行且副歌好記的歌曲為優

7. 是否願意嘗試以錄音軟體作為華語教學的輔助工具？ 

是 否 

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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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考量標準。 後，受訪教師皆對錄音軟體作為教學輔助教材感到興趣

並願意嘗試帶入課程設計，且教師認為學生應該可以接受這種教學方式，

並認為軟體能夠輔助並提升學習效果。 

三、本章結語  

    綜觀本章對現行華語歌曲教材及華語教學課程的探討與觀察，以及

對華語教師及學生的訪談結果，研究者認為，可得出幾點結論：華語歌

曲在華語教學的運用上，目前主要仍屬輔助的角色，屬於正規課程的附

屬練習。不過也有華語中心會開設完全以歌曲作為教學設計主軸的課程，

例如研究者所觀察的課程。目前華語歌曲教材在歌曲類型選擇方面，整

體來說仍是以兒歌、流行歌曲及民歌為主體，而教師認為選擇歌曲時應

首重流行且副歌好記的歌曲，學生則認為歌曲選材上可以更為多元。至

於教學設計方面，播放歌曲讓學生跟唱並油教師解釋辭彙是基本的架構，

而如果授課時間允許，介紹歌曲文化背景及解釋歌詞中重要的文法句型

也是必要的。另外，學生認為一些回家作業是適合的，因此在教學設計

上應可加入作業設計，讓課程更有挑戰性並能幫助學生確認學習效果。

後，以錄音軟體作為歌曲教學的輔助工具是可行的，可嘗試在教學設

計上加入錄音軟體的使用，提升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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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華語歌曲教學設計 
良好周全的歌曲教學設計對語言學習會有極大的幫助。本研究之教學

設計係以 Richard & Rodgers (1986) 提出的教學設計模式為基礎，並根據本

研究第二章及第四章之結果，以及研究者之看法進行教學設計，從七個主

要項目檢視，包含教學理念（theories of language learning）、教學目標

（objectives）、教與學的活動（learning and teaching activities）、教學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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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materials），以及測驗與評量（tests and evaluation）。 

第一節  教學理念 

回應第一章教學背景與動機所提到的，很多華語學習者之所以中途放

棄學習，是因為失去了動機與興趣，因此研究者認為，任何的教學設計都

應首重學習者的動機。如果能激起並保持學生的動機，這樣的教學設計才

能算是成功。 

以 Semmar (2006) 的動機分類定義來看，能將動機分成外在型與內在

型。具有內在型動機的學生，他們學習的動機是為了獲取知識以及個人成

就感，而外在型動機的學生學習時，則是希望能得到實質可見的獎勵。

Semmar 認為，當學生同時擁有外在型與內在行動機的時候， 能夠獲致成

功。簡而言之，外在型動機讓學生試著學找無數學習（語言）的方法，例

如渴望得到更多教育，得到更好的社會地位，或是希望能讓家人朋友及師

長引以為傲。而內在行動機則帶領學生主動前往語言教室，只因他們在學

習語言的過程中，能夠獲得克服困難的喜悅，或是實現習得語言的目的。

Semmar 也指出，內在型動機較少被關注，因為在大多案例中，第二外語的

學習者大多是被外在型動機驅使。 

另外，關於創造一個具有刺激性且動能性的課堂學習環境，Jolly, Y. 

(1975) 指出了“聽說教學法”（audio-lingual approach）的先天性缺點之一，

是機械性的重複可能造成枯燥乏味。然而，若是採取歌曲教學，便能在保



	  

 56	  

留“聽說教學法”既有優點的同時，也能避免枯燥乏味的缺點。 另外，

Chen Y.C. (2009) 探討了“創意教學法”，她認為比起激發學生的創意，假

使老師本身是充滿活力而且有創意的，則學生便能自然地習得創意。這正

回到了老師與教學本身上面，而以研究者在大學時期學習的經驗來說，從

未有老師能應用這樣的教學法。而學生本身的學習動機僅僅是害怕無法通

過一個又一個的考試。倘能將歌曲與華語教學結合，也能讓老師自身感到

有趣，並將這樣的趣味與正面的歡愉傳達給學生。有質量的教學不代表一

定要是枯燥乏味的，因此，“趣味”對任何年齡層的學習者來說都是非常

重要的，並能帶給他們學習動機。根據 Gilbert (2002)，在課堂中的趣味能

創在正面的情緒，而一個情境中所創造出來的情緒，正是一個情境為何具

有紀念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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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學設定 

一、教學目標  

在任何教學設計模式下，教師都必須要確立教學目標，尤其以歌曲進

行教學時，由於教學過程中歌曲可能會帶給教師和學生高度的娛樂與放鬆

效果，因此教師更應在教學設計時就設定好教學目標，如此才不會忽略教

學過程中的語言實用性（許志榮，2007）。 

在以中文歌曲教學時，教師一定得要先在課前做好充足的準備，因為

教師有責任在課堂上帶領學生一步步學習怎麼學會、記下整首歌，教師若

能充分準備，學生在整個過程中也會感受到，這是一個可以讓他們信任、

放心的學習體驗。教師的目標和責任就是在整個教學過程中，有效地引導

學生，這樣的過程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課堂狀況、氛圍、學生回

饋等不斷動態調整的。以這樣的教學方式作為宗旨，當然還要囊括許多不

可或缺的元素在教學活動中，其中 重要的就是對新字彙適度的語意解釋。

課堂的講義必須要有完整的歌詞、漢語拼音、注音符號，以及新生詞與注

釋，這些資料可以訂成一整份發給學生。而歌曲中的每一個新生詞，教師

都應該先念一遍，再帶著學生重複念一遍。由於新的生詞及解釋都已經很

清楚地列在講義上了，這時候教師就可以很清楚地解釋，這些新生詞和哪

些已經學過的生詞意思相近；同時，當某個生詞在歌詞意義中很重要時，

教師也可以特別引導學生去注意文字的部首，如此一來可以讓學生很快速

地建立新生詞和已經學過的單詞之間的連結，也可以透過部首幫助他們很

快地記住新的中文字。 

教師可以透過一些具體可衡量的方式來進行教學，成功達成學生對課

堂的期待。Tang (2013) 透過實驗資料分析得出，對中文 L2 程度的學習者

來說，認識更多的詞句，能幫助他們的聽力能力有很顯著的進步。實驗的

結果顯示，L2 學習者認識的詞句越多、其聽力分數越高，因為這些詞彙的

多寡能幫助 L2 學習者對語言的掌握度，也能幫助他們在聽中文時，因為

對詞句的了解、預測更好，就能聽懂更多。Holden (2008) 將這樣的概念延

伸至討論學習效率的優勢上：「當學習者不用被要求在短時間內消化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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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時，他們的學習效率會更好。學習者可以運用短期記憶，用很快的

時間延伸運用並記下他們學到的東西。」 

因此，依據這樣的研究結果，可以很明確地訂定對學生實際可行的教

學目標。如果秉持一個重要的原則，那就是每一首中文流行歌曲 朗朗上

口、 令人印象深刻的應該都是副歌的部分，那麼就可以把副歌當成課堂

的教學重心。這樣的作法不只是因為通常副歌都是流行歌曲中 引人入勝

的部分，更是因為幾乎每一首流行歌曲都一定會有副歌，而且會重複唱好

幾次，即使學生只學會副歌，他們理應也記住了幾乎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歌

曲內容。這不單單只是流行歌曲中常見的慣例，更可以做為全班學生一個

很好的共同學習目標，對提升全體同學的學習動機與興趣有絕佳的效果。

的確，Beasley & Chuang (2008) 認為歌曲的副歌段落就是整首歌引人入勝的

重心，因為副歌不斷重複的特性，會讓聽者更容易記下首歌曲。在整首歌

裡，副歌段落通常都會重複個幾遍，而且文字內容也大同小異。 

二、教學者的角色  

許志榮（2007）及研究者本身皆認為，在歌曲教學的課程中，教學者

不僅具有教師身分，也同時具有歌手的身分。倘若教師詢問學生希望在課

堂上聽到甚麼樣的音樂，亦即，將學生的興趣考量進去課程的設計，那麼

教師自身也必須不斷充實自己的歌曲資料庫，必須隨時跟上流行音樂的腳

步。 

當課堂時間沒有受到嚴格限制或是額外充足時，教師可以做一件事來

幫自己和學生一個大忙，就是開啟課堂的開放討論─這樣的討論必須經過

事前設計，以互相交流的論壇形式進行。學生可以準備自己學習與記憶中

文的小技巧和訣竅、幫助記憶的設備或道具，和無藏私的學習策略，使這

場討論變成一個互相交流資源的場合，讓教師跟學生都可以透過這些互相

分享的方式彼此受益。無論如何，學生都被期待 終要自己學會這首中文

歌，這是他們學習的責任，而且每一個教師都要一開始上課時，就讓學生

了解這是他們必須作的事。因此如果時間允許，且當教師發現班級成員特

別認真、學習技巧很好的話，能在課堂上用任何方法幫助學生學會並記下

整首歌，是 理想的狀況。然而，在上課時數有限的情況下，加上要在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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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記下一首中文流行歌曲的本身就有諸多難度，讓學生自行在心裡或課

後練習學會唱這首中文歌，也是合理的教學期待。 

歌詞講義上需要提供英文翻譯作為通用解釋，透過中英歌詞對照，可

以幫助學生聚焦、強化了解歌詞的意思，但是非英文母語的學生還是需要

將英文翻譯轉化成他們各自的母語。但提供英文翻譯的用意在於幫助學生

了解，他們到底有沒有完全了解歌詞的意思？他們了解了百分之幾？透過

中英兩種語言的解釋，可以幫助學生徹底了解歌曲的意義。所有的學生都

應該要清楚了解副歌所要傳達的主要訊息是什麼，若當學生無法掌握歌詞

詞義時，他們應該要想像什麼樣的畫面或是用什麼道具幫助自己記住歌詞？

教師在課堂上應該不斷地抽問學生：「這首歌在講什麼？」或「副歌的內

容表達的意義是什麼？」而學生也應該要可以回答才對。透過這樣不斷的

互動，可以幫助教師掌握班級的學習狀況與進度，當所有學生對歌詞理解

的程度都達到一致，彼此都沒有認知落差時，就能讓學生感覺到「我學會

了」的喜悅，這就是教師應努力達到的教學境界。 

針對課堂結束的回家作業，教師可以要求學生透過創意的方式表達歌

曲概念，來確認學生是否有真正吸收歌詞的意義。例如，學生可以畫一幅

畫來表現安慰與悲哀兩種概念，其他可行的做法還包括：讓來自世界各國

不同的學生，重新用他們各自的母語來翻譯這首歌的歌詞，或是即興演出、

塗鴉等，教師也可以播放影片或進行角色扮演等活動，讓學生更了解歌詞

的涵義。些練習背後的意義，不只是要確保學生有花足夠的時間去了解這

首歌，更要幫助他們能夠自行解析、欣賞並自由想像歌曲中每一字一句的

意思。當教師指派學生前述這樣富有創意、利用不同角度解讀歌詞的課後

作業時，研究者認為，學生的情感過濾阻礙會大大的降低，因為學生可以

透過他們各自喜歡的形式，找到能自在理解歌曲內容的步調與方式，而且

在這樣的過程中，更能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自信心，以達到成功學習中

文的目的。如此的改變可以激起不一樣的課堂火花，教學不再只是講課、

回家作業，在不斷的新鮮刺激、反覆練習與內化理解後，可以創造 佳的

學習與記憶效果。這些變化包含先前所提到的以自身母語翻譯歌詞、與歌

詞相關的故事延伸或是歌詞本身的背景都能激起學生在課堂中不一樣的

情緒或是放鬆他們的學習心情。這樣的變化，能幫助教室中形成正向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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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氣氛，並能防止學生因為無聊的課文內容而忍不住分心。學習語言不是

單純的記下原理、答案，而是要以富有創意的活動、輕鬆的課堂氛圍，幫

助學生建立真正的語言能力和信心。 

三、學習者的角色  

無論在什麼樣的學習情境中，主動積極的學習者都比消極的學習者能

獲得更佳的學習成效，而在歌曲教學的課堂上更是如此，因為如同教師在

課堂上也具有歌手的身分一樣，學習者亦是如此。學習者必須要願意唱歌，

課程才能順利進行。 

學生可能會希望以不同的方式接受學習的評量與驗收，可能是私下一

對一唱給教師聽，或是在全班面前表演，無論是哪一種都完全取決於學生

各自的喜好。使用歌曲教學法從一開始就應該要順應班級每個學生的個性

與特質，因此無論學生是一位極度害羞、內向的人，亦或是一位喜歡眾人

目光、在大眾前展現自我的 A 型人格者，每一個學生都應該有權利選擇他

們感到自在舒服的「表演形式」作為接受評量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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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與學的活動 

教師在課堂上教的任何一首歌曲，都必須要有明確清楚的教學活動。

不同的歌曲可以用於達成不同教學目的，比如有些歌曲可以做為「課堂破

冰」之用，讓學生卸下緊繃的心房並能激起熱烈的課堂討論；某些歌曲則

能符合特定教學主題，包含節慶、顏色、感情、個性、片語等等。除此之

外，正確的歌曲選擇，還能有效幫助文法、字彙、發音等教學，也可有效

提升學生的閱讀與聽力練習。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發現對於第二外語習得的過程，似乎沒有一個明

確定義的準則，來幫助學者或教師直接應用於教學環境中。透過初步網路

資源的搜索後，研究者發現不同作者對於第二外語的習得皆有不一樣的研

究結論，且依其自身看法分別將學習過程分為三、四、五甚至到十二個不

同的階段。這樣的歧異讓研究者感到有些挫折，因為這一塊研究領域中，

似乎尚屬於百家爭鳴的混亂階段，因此，研究者希望藉由本研究，精煉出

一套實際能在華語課堂上使用的方法，讓任何教師都能透過華語歌曲作為

新的教學工具。根據「唱歌學外語」的教師手冊 (2014)以及 Underwood（1989）

的研究，基本上，當教師計畫在教學活動中使用歌曲時，應遵循三步驟：

聆聽前、聆聽中以及聆聽後，這三個階段分別對應了三階段的教學/學習過

程。以下將分述此三步驟/階段中各自重要的關鍵。 

一、聆聽前  

 在這個階段，學生並不會有特定的「任務」，不過還是看教師對學生

有哪一方面的要求，加強課堂反應、具備應有的知識或是提高期待感。課

前聆聽活動包含：推測並討論此歌曲與什麼主題相關、討論此歌曲演唱的

歌手、歌曲的創作來源、作詞作曲者的背景、或是任何相關的文化意涵，

以及練習在第一次聽時找出此歌曲中明顯的文法重點，同義詞、反義詞、

疊字…等 

二、聆聽中  (分析階段) 

 在學生聆聽歌曲的當中，教師是否應再進行其他教學活動，一直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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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爭議。準確地說，在歌曲播放的當下，學生應該要極度專心聆聽並吸

收其旋律、韻律和 重要的歌詞內容。在所有的語言教學中，「聽」通常

是 容易被忽略的一個環節，而要確保學生能真正有效學習歌曲，該作者

認為在聽歌的過程中，不應以其他教學活動干擾學生，否則勢必多多少少

造成聆聽上的負面影響，也會讓整個聽歌的學習過程變得匆忙而失去效

果。 

 研究者常常開玩笑跟學生說，人類只有一張嘴巴但有兩隻耳朵並不是

意外，因為若把聽和說拿來比較時，聽真的比說重要多了！嬰兒如何學會

他們的第一種語言？他們是藉由聽覺不斷地接受環境刺激，吸收學習語言

的養分，經過數年才能完整地透過口語表達意思；換句話說，「聽力」是

對語言全面性了解的唯一途徑。其次，在語言的四種能力：聽、說、讀、

寫中，日常生活中用到 多的就是「聽」，至少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時

間。(Nunan, 2003) 

 雖然聆聽非常的重要，但真正在教室的環境下，教師常常會發現雖然

聽歌固然有用，但是有時也需要其他的活動，讓學生能更專注於歌曲的某

一兩個特點上，以下即列出幾個能搭配並幫助聆聽的教學活動： 

1. 圈出正確答案。根據歌曲內容事先準備幾題問題，讓學生在聽過

歌曲後，從三個選項的答案中圈出正確解答。 

2. 找出歌詞錯誤。倘若教師在聽歌前已經帶全班讀過歌詞，在聽歌

時可以告訴學生其實手上的歌詞有幾處錯誤，要請他們邊聽邊找

出來，且教師可以自行決定要讓學生聽幾遍以完整找出所有的歌

詞錯誤。 

3. 歌詞段落排序填空。根據歌曲的段落數，提供學生相同數目的填

空格，在不同段的歌詞旁分別標上 abcd 等標號，讓學生在聽歌時，

將正確的歌詞段落排序填入空格中，當然教師 好可以先提醒學

生，有哪幾段歌詞會重複出現。 

4. 找出多餘的字。在每一段歌詞中多加入一到兩個字，讓學生在聽

歌時，練習辨認出不屬於原歌詞多餘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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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找出少了什麼。在此活動中，教師要將歌詞中的某些字詞替換成

照片，當學生在聽歌時，他們要同時寫下照片代表的正確字詞。 

這些都是在聆聽歌曲過程中能夠進行的額外教學活動，幫助學生能更

融入聽歌的過程中。 

三、聆聽後  (整合階段) 

用歌曲當作教學活動或是課程設計，是否真的能收到良好的學習效果，

關鍵在於聆聽歌曲後的階段。除了「你們喜歡這首歌嗎？」以外，還有許

多重要的問題必須問問學生。不過，除了強調此階段的重要性外，研究者

認為該作者並沒有為教師提出建議的程序與步驟，但研究者本人相信經過

本研究的教學驗證，應可提出更清晰的方法論。舉幾個建議作為起始的方

向，教師可以將歌曲連結至學生已學過的教科書內容，像是讓學生練習用

不同的中文詞彙說明「感覺」（「覺得」，「認為」，「相信」等…），

或是讓學生兩兩一組互相以中文討論彼此對音樂的喜好與品味。 

也許另一個讓教師會在第一時間想到的、也是 常見的教學活動就是

克漏字填空，將文章或歌詞中的某些字拿掉，再讓學生根據教學目標填入

這些字詞。這是一項很有用的教學活動，不過研究者個人不會在初級程度

的班級進行克漏字填空，避免降低學生的學習動機。除此之外，利用歌曲

教學旨在提升學習動機，但填寫克漏字的練習，可能讓學生覺得像是一個

無預警的考試而感到壓力。無論如何，教師還是可以依據自身的教學所需

來分配比重，因為即使是中文歌曲的課堂中，有時仍無可避免要進行一些

書寫性的教學活動。聆聽歌曲結束後的教學活動包括： 

團體討論。讓學生討論跟歌曲有關的問題，如：這首歌在講些什麼？

這首歌裡有提到人嗎，有幾個人？這首歌裡各個角色間的關係是什麼？歌

手唱的感覺是如何？為什麼歌手會有這樣的感情表現？這首歌後續的故

事有可能是什麼？ 

確認理解。把歌曲中 關鍵的重要生詞寫在黑板上，接著利用這個生

詞繼續問問題，比如：這個詞的意思是什麼？這個詞如何代表歌手的情感？

為什麼歌手會有這種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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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聯想。如果歌曲中 關鍵的字詞適合的話，比如說：愛，教師可

以讓學生練習聯想，學生可以寫下跟愛有關的形象、氣味、味道或是感官

等等。之後兩兩分組，互相分享彼此想到的事物，用這些聯想出的字詞共

同寫一首詩。 

生詞解釋配對/克漏字填答。將生詞和解釋分別編碼後，打亂列在練習

單上的兩側，讓學生練習正確配對。接著可以進階練習，用歌詞讓學生進

行克漏字填空，能幫助他們更完整了解歌詞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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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教材的角色 

若想以中文流行歌曲作為華語教學， 重要且關鍵的元素就是「選

擇歌曲」。除非教師決定自己為課堂創作教學歌曲，否則的話使用一般的

中文流行歌曲，很難直接從歌裡滿足教學目標。因此當教師選用歌曲教

學內容， 關鍵的成敗因素就是如何選擇到適當的歌，如果選到不適合

的歌，對教師或學生來說只會造成學習負擔。 

在選擇歌曲時，教師可以用以下的問題來衡量： 

1. 使用歌曲教學欲達成的目標為何？ 

2. 想要使用哪一種曲風類型的歌曲？ 

3. 這些歌適合這些學生嗎？ 

4. 學生會不會接受並喜歡這首歌？ 

5. 身為教師，你認為這首歌可以達到教學目標嗎？ 

首先來看看歌曲的用途是什麼？教師必須非常清楚歌曲在課堂中扮

演怎樣的角色，這樣歌曲才能夠真正作為有用的課堂活動之一，因此教師

必須規劃好不同教學活動各自的用途；如果只是選一首中文歌、在課堂上

播放、再告訴學生把歌記起來考試，這樣是完全不夠的，教師應該有一套

完整的教學藍圖來設計每一個細節。務必要記住一點：一首歌一定會有旋

律和歌詞，所以教師應可利用這兩者來達到不同的教學目標。 

用教學目標作為 基本的原則，就可以有明確的準備方向。如果教師

想要透過歌曲教學自然而然地緩和課堂緊張氣氛，簡單且歌詞直接、明白

的流行歌曲是很好的選擇。如果教師想要增加學生對字彙與文法的理解，

那麼歌詞中有不斷重複特定內容的曲目就能達到此目標。許多學者和專家，

像是 Stige (2002) 都堅信音樂和歌曲是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也是

研究者個人的中心信念，更是研究者想要以中文歌曲作為華語教材的驅動

力。能讓學生透過歌曲認識華語文化是一件美妙的事，當教師想帶領學生

認識某些文化特色、風俗民情、人文特質或傳統等，都有許多歌曲能夠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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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這樣的目的！當然， 重要的是教師必須謹慎地選擇所使用的教學歌曲。

再次強調，當教師有了清晰的教學目標，並以此作為歌曲選擇的準則時，

相信選到不適合歌曲的機率必定會大大降低。 

雖然研究者希望設計的課程是以中文流行歌曲為主教材，但不代表完

全不能使用其他類型的歌曲。當課程內容與文化特色相關時，傳統民謠就

是很好的選擇，民謠歌曲在大多數的狀況下很適宜教學，也不會偏離主題，

但民謠歌曲所涉及的文化範疇是比較專一且侷限的。如果民謠歌曲的內容

超過教師所熟知的範圍，那麼教師會發現他們無法在課堂中深入地討論這

首歌曲。因此，雖然研究者認為教師不需限定所選歌曲的類型和曲風，但

若能選定某種類別來降低選擇變數及維持教學一致性，對教師仍是有所助

益的。 

另一項需要教師注意的重點，是歌曲的強度─無論是太強或太弱。舉

例來說，教師可能是重金屬搖滾樂的喜好者，而在中國或台灣的年輕學生

可能也會喜歡。但是通常重金屬搖滾樂的歌詞，有很高的可能性過於極端

─太黑暗或太嚇人，對於一般的學生來說，並不適合做為學習華語之用。

反過來說，若教師過於草率，也許會直接選一首兒歌用來教學，這樣的兒

歌旋律很簡單、歌詞也很清晰，但是這些歌是給小朋友甚至嬰幼兒聽的。

選擇兒歌，不只是會讓教學過於簡單，更有可能意外地讓學生感覺被羞辱，

這樣的話，教師就得花非常多的努力和時間才能重建班級信賴，遑論想要

提升學習動機了。研究者欲在此再三強調，能讓兒童學習的歌不一定要是

「兒歌」，幾乎所有的兒童都會學國歌。如果一首歌的內容，能讓成人、

兒童都理解，並且不會因為時間而有所改變，那麼就可以很確定這是一首

經典歌曲。該作者認為在課程設計中放入經典歌曲，不只是單純以教學為

目標，而是可以讓教師能透過難得的課堂機會，帶領學生進行一趟深度的

文化體驗，這是相當可貴的。 

假設無法以經典歌曲作為全部的課程內容，那為什麼教師應該選擇流

行歌曲呢？第一，流行歌曲代表這些歌曲很受歡迎，這不一定表示這些歌

很「雋永」(事實上該作者表示，他的父親從小到大都告訴他流行歌曲有多

麼地不入流或沒有藝術價值！)，但是撇開藝術價值、個人喜好等各種因素，

流行歌曲永遠都會是音樂的一個種類，而且具有強大的傳播力量與大眾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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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再者，流行歌曲也代表當下 流行的事物，更重要的是，這些流行

歌曲能夠在一、兩分鐘內就引起學生的興趣並讓他們了解。 

在此，研究者再次強調學習動機的重要性，如同先前討論過的，由教

師選擇課堂上的教學歌曲是本研究所設定的情況。若某位教師選擇多首流

行歌曲來教學，他勢必已經了解流行歌曲是 容易、快速被學生接受的音

樂種類。不過必須先有所認知，歌詞內容、怪異的用語或文法錯誤等，都

是選擇流行歌曲的負面效用。即便如此，只要教師能留心這些流行歌曲中

的錯誤，並能選擇適當、安全的流行歌曲作為教學之用，那麼還是能創造

出很好的效果。  

由於研究者將以中文歌曲作為課程設計 主要的架構，故第一件事將

是仔細審視已經有被用於華語教學的中文歌曲。研究者並非要判定這些歌

曲的好壞，而是根據教學者在當時選擇的原因與理由，找出合理的選取條

件與準則，制定出研究者自己認為適切的選曲原則。本研究欲達成的前提

是要透過此課程設計提高學習動機，因此 重要的第一件事為分析需求以

了解利用中文流行歌曲教學是否真的能讓學習者有正面的感受。經過前述

的需求分析後，讓研究者有些失望的是，發現中文歌曲仍僅作為華語課堂

中輔助的教學工具而已。 

一個突破性的發現則是，利用中文歌曲教學在理論上雖然無任何問題，

但是實際上在教學上執行的情況卻是相對地低。利用中文歌曲教學通常被

視為華語正統教學以外的一個工具而已，可能為了教小朋友、或是一個有

趣的課堂活動，也可能是因其他非教學目的的原因，如：範大學華文國語

教學中心大班課「唱歌學中文」。因此，並沒有很多的教材可以選擇，教

師若要從已經被教過的中文歌曲裡選擇，必須要注意某些重要的原則，並

確定所選的中文歌曲符合華語教學的基本要求與重點。 

根據 Abrate (1983) 的研究，選擇一首教學歌曲的重要原則有以下三項：

學生程度、音樂表現以及歌曲速度。以下將分別論述這三個重要原則： 

一、學生程度  (Student Ability) 

對於選擇課堂教學的歌曲來說， 重要的考慮因素即是學生的程度。



	  

 68	  

選擇適合學生程度的歌曲，可以提升甚至激發學習動機與興趣；反之，若

選擇了錯誤程度的歌曲，則有可能讓學生感到無聊，甚至讓他們感到挫折、

受辱， 終喪失了學習華語的興趣。如此大相逕庭的結果，在在顯示選曲

時必須特別注意與學生程度的適切性，不然就有可能帶來教學上的風險與

學習的負面後果。 

大多數學習華語的學生，都知道且會參加華語的鑑定考試「漢語水平

考試 (HSK)」和「華語文能力測驗 (TOCFL)」。根據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

作委員會 (2014) 的資料，華語文能力測驗 (TOCFL)是一項專門為非中文

母語者所設計的標準化華語程度測驗。這項考試是由臺灣師範大學的華語

訓練中心、華語文教學研究所與心理測驗中心共同研究出的成果，因此能

推測教師可以利用這些機構的教科書，來作為選擇華語教學歌曲難度的標

準。藉由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網站的「華語八千詞表」，教師可

以判斷歌曲的字彙難度來衡量難度。選曲的目標是找出適合學生現階段程

度的歌曲，而「華語八千詞表」與《實用視聽華語》的字彙分級能互相對

照，所以是一個很好的評量工具。至少，使用「華語八千詞表」可以幫助

教師確保所選擇的中文歌曲在字彙上不會與學生程度差距太大。另一方面

除了字彙以外，Abrate 也提過，一首歌雖然無法滿足所有學生或教學目的，

但是必定能達到不同功能，如：語法、文法或是發音等。 

除了 Abrate 提到的三點外，研究者另外想加上「教師的喜好」這點。

無論一首歌多麼符合學生程度與教學目的，若教師本人對這首歌沒有興趣，

那麼在教學過程中，學生必定無法吸收或感受到任何的正面助益，研究者

認為這即是所謂的「激發滿足因子」。也就是說，若想透過某一首歌曲刺

激、取悅或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基本上教師本人一定得喜歡這首歌，並

確信其能為教學帶來不一樣的化學變化與正面幫助。也只有如此，教師在

教學過程中才會真正投入，並能傳達這樣的情緒來感染學生。如果缺少了

這個因子，即使這首歌曲有許多好處，也都會因為教師無趣、平淡的教學

態度被稀釋了，畢竟當教師本人都並非真心喜歡、或不認為這首歌曲能幫

助學生的話，想當然爾，學生也不可能透過這首歌曲提升學習興趣了。 

既然已經談到這個「激發滿足因子」，便可以快速地檢視當教師想以

此前提選擇適合的教學歌曲時，還會遇到哪些潛在的挑戰。有沒有可能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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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選擇或是提議他們自己喜歡的歌曲用來教學呢？一方面看起來，這似

乎是個正面的做法：因為這樣不但可以讓學生接觸更多的中文歌曲，更可

確保他們提出自己熟悉並喜歡的中文歌曲到課堂上來學習與討論。因此，

鼓勵學生這麼做並沒有不好，畢竟使用中文歌曲教學的主要目的之一，即

是激勵並提升學生對中文流行音樂的興趣，進一步學習更多華語內容與中

華文化。 

另一方面來說，當教師這麼做的時候，有可能會開啟了「潘朵拉的盒

子」─造成課堂上的衝突。首先，當某一個學生帶了他所喜歡的歌曲作為

教材時，並不代表其他的同學就願意接受這一首歌，更遑論如同先前所述，

在歌曲教學課堂中， 重要的關鍵人物─教師是否也滿意這首歌曲。其次，

當某一個學生喜歡這歌曲時，很有可能這首歌曲沒有辦法達到其他客觀的

教學目的：也許文法太簡單、節奏太快或是根本就不符合班上同學的程度。

總言之，讓學生自己選教學歌曲這樣的做法，除了讓教師沒有足夠的時間

準備完整的教學活動、也無法事先熟悉歌曲外，或許 大的爭議在於，當

教師接受了一個學生的提議，就得讓所有學生都有權利提議他們想要學的

歌曲。 

這樣一來，教師在課堂上所扮演的角色到底是什麼？當然，雖然會有

以上這些矛盾與衝突，但讓學生選擇他們有興趣的教材，毫無疑問還是能

帶來許多正面的效益，包括更多的課堂參與並能主動討論他們的喜好。此

作者認為這是 重要的目的並且應該被鼓勵，只是在做法上必須小心謹慎。

換句話說，教師絕對需要讓學生保持高度興趣與學習動機，但同時必須讓

學生了解，完整規劃的課程活動比他們提出的意見更加重要。舉例來說，

教師可以讓學生自行有機會學習有興趣的歌曲，比如能獲取額外的加分或

是取代某一次的作業成績，這樣就能創造良性的雙贏局面。 

二、音樂表現  (Musical Accompaniment) 

在 1983 年，Abrate 完成研究的時代，音樂表現的輔助相較現今的數位

時代來說遠低得多。這減少了對歌曲介紹方式討論的重要性，但是現在我

們身處在一個特殊的時代，隨時隨地都能找到一首歌，而且只需簡單地透

過指尖即可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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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已是 2014 年，YouTube 已經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任何一首歌，

都能很容易地在 YouTube 上找到幾十、甚至上百種的版本。除此之外，在

亞洲 KTV 是流行已久的休閒活動，因此在網上要找到有完整歌詞的中文流

行歌曲更不是難事。假設教師在課堂上能有電腦設備並連接網路，在實體

教室中展現樂曲幾乎不是問題。 

然而當討論到樂曲展現時，也不能忽略在課堂現場表演的這個方式。

不管在 YouTube 上有多少種版本的中文流行歌曲，都比不上身歷其境地欣

賞一個或一群人透過歌唱、演奏樂器現場表演的體驗。研究者本人曾在課

堂上為學生表演中文與英文歌曲，的確創造了無法言喻的特殊體驗與課堂

氛圍。但研究者亦認為，為了教學的一致性，以原版或 常聽到的版本呈

現歌曲當然是 好的做法。無論如何，不論教師用何種方式呈現歌曲，能

讓學生印象深刻且樂意學習的就是 好的方法。 

將現場表演的概念帶入另一階段，當教師以中文歌曲作為課堂的輔助

工具時，必須再次確認首要的教學目標：刺激並提升學生對學習華語的動

機。如果教師能鼓勵學生，不只記下一首中文歌，而是進一步教他們真正

學會這首歌，將它內化為人生歷程的一部分，對於一位教師來說，沒有什

麼更能比得上如此的成就了。 

三、歌曲速度  (Speed of the Song) 

前述已經討論了學生程度與樂曲表現的重要性，當然還有其他因素不

能被忽略，在選擇適合教學的歌曲時，不光只是要注重音樂的表現、符合

學生程度， 基本的關鍵，就是必須能讓學生完整了解這一首歌。教師可

能會選擇到一首符合所有要件的歌曲：字彙符合學生程度、有適當的文法

難度、甚至能提供方便取得的多種樂曲版本，但是卻忽略當歌曲速度太快

的時候，以上所有的條件都將白費。以比喻來說，這樣的狀況就像是一位

小聯盟的棒球打擊選手，卻要面對大聯盟水準的投手去挑戰一般，無論這

位選手在小聯盟是多麼的優秀，光是大聯盟投手的球速就能徹底打敗他。

而這樣的經驗通常是令人挫折且失敗的，無法讓選手日漸進步變成一位更

出色的球員。 

如同永遠打不到球的小聯盟選手一樣，當學生已經認為自己的中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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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到一定水準，卻遇到一首速度太快的歌曲時，會第一次遭逢無法跟上的

打擊，這樣的經驗可能會進一步轉變成失敗的挫折，甚至有可能讓他完全

喪失學習華語的信心與動力。研究者曾在「唱歌學中文」的課堂現場，見

到如出一轍的狀況：首先教師先播放了一遍歌曲，再解釋所有的生詞和文

法，照理來說學生們應該都理解了歌曲內容，而學生的反應與討論也相當

熱烈，但當輪到學生齊唱時，課堂卻突然寂靜地有些刺耳。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首歌的歌詞並不特別難，文法也不艱澀，但是

學生們仍舊只靜靜地坐著，帶著一半尷尬、一半抱歉的表情望著老師。在

課堂後，研究者有機會和這名教師談話，發現他是第一次教這首由任賢齊

唱的「絕望的生魚片」。這位教師的確已充分並正確地準備歌曲教學應注

意的所有事項，但是可能因為不夠熟悉這首歌，所以先前沒有考慮到歌曲

速度過快的問題。當學生聽著如連珠炮似的歌詞不斷飛出，顯然已經超過

他們能力所及，完全跟不上的他們就只能坐著無法開口。 

這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原因，但是教師一定會發現，無論是

教導歌曲或是對話，速度必須要讓學生能夠跟上，才能真正學會、學得好。

因此毫無疑問地，學生程度、樂曲展現及歌曲速度全部都是選擇華語教學

歌曲重要的考量因子。 

另外，除了以上三項 Abrate 提出的因素之外，研究者認為以下還有一

些其他的元素不能忽略，必須在選曲時加以考慮： 

四、咬字清晰  (Enunciation) 

當討論到「可理解性」時，先前已提及過的速度是一項關鍵，同樣重

要的還有歌手演唱的發音與咬字清晰程度。美國民謠搖滾歌手巴布狄倫

(Bob Dylan) 著名的就是他有些含糊的演唱方式，許多歌迷覺得這樣很迷

人，這也變成了他的個人標記，對一般的聽眾來說，這樣特殊的表達方式

很有意思，不過就連英語母語者都會時常覺得要了解他在唱什麼有些困難。

這樣的模糊的歌唱方式，讓英語教師無法用他的歌來教學，這是一件很可

惜的事，因為巴布狄倫的歌常是以當代社會議題洞察作為創作內容。然而，

無論歌詞內容多麼有意義，如果某一首歌的演唱方式太過特殊，以至於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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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無法清楚地理解或是學習正確的發音，都鮮少能作為第二外語教學之

用。 

在中文流行歌曲裡， 著名的例子就是歌手周杰倫，雖然他一直以來

都非常成功且有名，但聽過周杰倫演唱的歌曲的人都會同意，他獨特的「周

式含滷蛋唱腔」─模糊咕噥式的歌唱方式，與他的歌曲詮釋、作詞作曲、

音樂製作等才華一樣為人熟知。舉例來說，他在 2002 年的一首歌「爺爺泡

的茶」中，裡面有好幾段歌詞層層相疊，而且速度非常快，即便是中文母

語者，在不看歌詞的情況下都很難聽懂他到底在唱些什麼。雖然如此，教

師還是可以從周杰倫的其他歌曲中找到適合華語教學的作品，研究者認為

他在 2001 年的一首著名慢歌「簡單愛」就是很好的選擇。這首歌速度較慢，

演唱方式也較為清晰，不會有許多字詞重疊或是速度過快的問題，是周杰

倫的作品中較適合用來作為華語教學的一首歌曲。 

五、真實原創  (Authentic Material) 

選擇歌曲時，應選擇真正的中文流行歌曲，而非以教學為目的所特地

編寫的曲目。如果是專門為了課堂教學所作的歌，還特別包含與課本相關

的文法要點，學生一定完全沒聽過首歌；更重要的是，在離開了教室後，

這首歌完全無法融入在學生的日常生活中，比如他們在 KTV 裡絕對不可能

唱得到。研究者一再希望強調的，是以歌曲教學作為一個催化工具，達到

提高學習動機的主要目標，因此理想上來說，教師應該要從大眾熟知且流

行的歌曲中，挑選適合的教學曲目。至於歌詞方面，就像是歌曲表達與理

解性一樣，應該要選擇詞意清晰、能讓學生快速了解，並且注意文法上沒

有錯誤的歌曲；另外要注意播放的歌曲和歌詞文字是否完全一致，以免造

成學生困惑。 

不過當了解特別為語言學習所創作的歌曲時，可以發現一首歌欲達成

的教學目標大概是哪些。以平均值來說，一首歌中大約八成左右的文法和

字彙應該要符合或是稍微超過學生對應的華語程度。理想上來說，歌曲中

應該要重複出現某些文法結構（動詞重疊、結果補語…等），這樣可以加

強學生對此文法結構的印象，教師也能在歌曲後進行更多相關的句型或延

伸練習。 後，歌曲中應該盡量不要出現特殊或罕見的文法，以免造成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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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混淆，甚至削減了原本應該要著重的學習要點。 

六、詞義清晰  (Clarity of Song Meaning) 

一首好的華語教學歌曲，除了要有優美的音樂性、適當的速度、抑揚

頓挫分明的演唱與原創真實性外，其歌詞也必須詞意清晰且容易了解。以

實際教學的角度來說，教師挑選教學歌曲時的準則，就是要避免意義不明

的歌詞或是太難的主題，以免造成學生無法理解其真正的意義，甚至要花

很多時間去解讀、釐清過於模糊或詩意的歌詞內容。以伊索寓言的「龜兔

賽跑」故事作為比擬，緩慢但踏實的前進才能真正贏得學習華語的這場比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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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測驗與評量之考慮 

學生應該被要求一定要學會並記下副歌的內容，無論他們用什麼方法。

在課堂結束後，不需要一般的紙筆測驗，只要驗收學生是否可以在不看任

何歌詞的狀況下，完整唱出或是寫出副歌的內容。這雖然是一個比較被侷

限的評量方式，但是可以呼應到通用的學習經驗。研究者本人也不例外，

在研究者學習中文的第一學習，所有的學生都被教授要求完整背出唐朝李

白寫的名詩〈靜夜思〉：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 

低頭思故鄉」 

研究者在此舉靜夜思的例子，說明這樣的文字量、背誦要求，是可被

達到也是合理的評量，但其適用範圍僅只限於以上所提的部分，可供中文

歌曲教學做為評量參考。 

所有第一次學中文的學生都要背下靜夜思這首詩，而且整個學期的成

績有很大一部分取決於學生有沒有確實背熟、能不能發音標準地背出，以

及背誦時的呈現方式。研究者其實已經對那次的評量沒有很深的印象，因

為當時是被強迫要背下它，卻沒有任何的目的、也沒有激起任何的靈感，

對學生來說這就只是一份作業，是被指定要做的，而且壓力很大。一方面

來說，研究者知道這首詩的確有它的歷史及文化意義和地位，但是另一方

面來說，這樣的古文對學生來說已經過時， 可怕的是，它一點都不有趣、

也不吸引人。以更實際的觀點來看，這首詩的價值在於對唐代中國文學的

認識，提供了很好的觀察與見解，但反過來說，這首詩對現今二十一世紀

的中文學習者來說，能幫助的地方太少。Tian (2013)曾經表示，中國古代詩

詞的翻譯 (TACP) 是中國文學中非常困難的一門學問，甚至比將英文詩翻

譯成中文還要難。這樣的難度，可以看出古代詩詞跟現代中文的差距，遠

遠高於英文和中文間的差異。將英文詩翻譯成中文，對語言學習者還有某

程度的幫助，但若是為了將古詩轉化成現代中文，對中文學習者來說，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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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離他們太過遙遠，也無法有實質的幫助。 

靜夜思的確是一首中文的經典詩詞，也是每一個中文學生必學的唐詩，

但是當討論到為了特定目的學習中文的成人學生，研究者並不認為這首詩

能幫助他們學到現代、可在生活中應用的中文。另外，單單只因為「每一

個學中文的人都會學這首詩」的原因，並無法做為一個激勵人心的學習動

機，而只會讓學生有被強迫填鴨的感受，就像是「我學得很痛苦，那你也

要學」的感覺。然而討論的重心在於，這首詩並沒有被好好的教導，學生

只接受到「這是一首大家都要學的詩」這樣的學習目的，並沒有真正了解

這首詩的內涵與美。研究者反對死背詩詞並不是重點，因為這樣的學習方

式對學生未來的中文應用能力並沒有實質幫助，尤其是距離生活中實際會

遇到的中文場景太過遙遠。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建立目標是很常見的教

學策略，能夠幫助、激起學習者的自主性 (Locke, E. A., Shaw, K. N., Saari, L. 

M., & Latham, G. P., 1981)。相反地，若教師和學生間對於有效的學習目標，

沒有進行足夠的討論或是具體的定義時，就會導致不良的教學活動規劃，

以及造成學生的困惑與挫折感。 

即便直接用詩詞中出現的文句、字詞來看，「明月光」、「望明月」、

「思故鄉」這些描述、形容的方式，也幾乎沒有可以直接幫助中文能力的

地方。至少對學生的期望來說，他們一定希望在課堂上學到的字彙與文法，

可以在課堂外的生活場景裡使用。以靜夜思為例，這首詩在美國還是中文

學生第一學期必學的內容，但除了為了通過考試成績或是背給教授聽以外，

並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延伸至課堂以外，或是激起學生更高的學習動機。更

進一步，以研究者本人在大學的就學經驗來說，這首詩並沒有被好好地教

導來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不管是詩詞中的字句、文字用法或是聲韻，都

沒有在課堂中深入探究與討論。教授照本宣科地介紹了這首詩，帶著全班

同學念過一遍，之後就派了作業，這份作業就是硬性地要求大家把這首詩

背起來。當學生只是一昧遵從教師的要求時，這樣的教學互動中完全沒有

雙方共識合意的學習目標。若學生能做的只是將詩死背下來，以研究者本

人的經驗，這樣的背誦對個人的中文能力沒有任何幫助，當研究者回想起

這首詩時，只會認為這是很久很久以前完成的一項課堂作業罷了。而根據

Dörnyei (2001) 的研究也顯示，當學習目標被設定得明確、可衡量和具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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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時， 終能達到更佳的學習成果；反之，若學習目標被設定得不可行、

或完全超出學生的能力時，那麼就完全達不到所期待的學習效果了。研究

者認為，可以用更好的方式設計靜夜思的教學方式，除了要有明確的教學

重點，更要安排、選擇適當的教學工具和技巧，並能在課堂上給予學生足

夠的時間來記憶背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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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教學實施 
從第二章的文獻探討，可以看出歌曲運用在教學實施中的理論基礎，

從第四章需求分析則可以明確看到目前歌曲教學的實施現況以及潛在的

修正與改變需求，第五章的教學設計則為本研究訂定了教學活動的設計

基礎。因此在本章中，研究者將進行歌曲教學活動的範例編寫，並實際

進行教學實施，以檢視教學設計的實際成效。 

本章主要將以歌手莫文蔚演唱的「忽然之間」(1999)作為教學實施之

範例歌曲。研究者係依據前面章節之理論基礎及教學設計原則選擇這首

歌曲。這首歌的旋律簡單、直接，歌詞內容不會太過艱澀，即使是中文

初級程度的學生都能輕鬆學習，並且這首歌具有特殊的背景文化：它與

九二一大地震有關，因此研究者認為這首歌適合作為華語教學之教材，

因為在學習這首歌的過程中，學生不但能有機會學到更多中文、為他們

下一次在台灣唱 KTV 做些準備，也能藉由這首歌曲認識一件對台灣社會

影響重大、極富意義的天災事件。 

第一節   教學實施原則 

一、課程開始 

既然採用歌曲做為教學策略的核心，在每一堂課開始時即會播放一

首特定的歌曲，陪伴學生陸陸續續進入教室。可以說，這是在學生開始

上課前，為他們所準備的「背景音樂」。在正式課堂時間開始後，學生可

以正式、完整地聽一遍這首歌。因為這首歌就會是該課堂 重要、 核

心的教材，所以讓學生能盡快熟悉、了解這首歌，在歌曲教學實施中是

非常關鍵的，能夠對學生的學習效率有所幫助。 

當然，同樣重要的一點是，教師也必須要讓學生清楚知道，由於課

程時間限制的關係，他們必然沒有辦法一下子就了解整首歌的意思，或

是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就從頭到尾、一字不漏地唱出這首歌，他們必須要

完全理解歌詞與其中的詩意、寓意後才做得到；也就是說，學生一定要



	  

 78	  

充分體驗、完整學習後，才能真正從歌曲教學中獲得助益並感到有趣好

玩。 

二、  歌曲介紹 

（ㄧ）探索歌曲背景故事 

以準備完整的教學內容來說，時間許可的狀況下可以先簡要介紹歌

曲的作者、歌曲創作的時間，以及這首歌在推出時對當時的社會文化造

成什麼樣的影響等等。這樣的介紹可以幫忙學生很快地了解歌曲的背景，

也可以幫助他們更容易地了解這首歌曲，為什麼這首歌的作者在這樣的

時空背景下寫了這樣的內容？就像六零年代美國興盛的抗議歌曲，某一

首歌和某一次抗爭活動是否有關？這首歌又反映了哪些作者針對當時社

會文化狀況更深層的價值判斷？如同欣賞所有的藝術作品一樣，當學生

能對這首歌了解得更栩栩如生、更全面透徹時，他們對這首歌的欣賞與

喜愛就能更提升、更深入。 

學者 Byers (2014) 在研究發表中指出： 

歌曲傳達的訊息和其美妙旋律的組合，是第二外語最平衡的教學方式。透

過歌曲學習，就像是一次具有音樂和文化豐富性的學習體驗。而歌詞的內

容與翻譯，更為這種極富音樂性的教學方式增添了許多文化的深度與意義。

(Byers, 2014, p.11)  

 舉例來說，當為學生介紹「風兒輕輕吹」這首歌曲時，可以在課堂

講義或是教學投影片上加入以下的內容：作詞作曲者─羅大佑，於 1954

年 7 月 20 日在台北出生。雖然羅大佑對台灣校園民歌的貢獻很大，但他

的音樂風格十分獨特、前衛，無法被歸類在特定音樂類型中。羅大佑寫

出許多極富詩意的歌詞、動人的情歌，對華語流行歌曲，特別是搖滾樂

影響卓著；同時，他也創作許多針對社會、政治、文化批判的歌曲作品，

某些歌曲在 80 年代的台灣甚至遭到禁播。他無人能及的成就，使他在兩

岸三地（台灣、中國大陸、香港）被公認為音樂教父。「風兒輕輕吹」這

首歌，是羅大佑在 1989 年發行的專輯「閃亮的日子」裡的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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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以莫文蔚演唱的「忽然之間」(1999)這首歌之課堂教材設計為例， 

習，這首歌與九二一大地震有關，而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者於實施教學

的時間點，剛好是九二一大地震的十五周年，因此研究者認為這正是一

透過華語歌曲向學生介紹一個有意義的重大事件，並以其作為相關教學

內容的好機會。在介紹本首歌的背景時，研究者準備了以下四張投影片

作為開場白： 

  

  

圖 六-1 創作背景介紹 

（二）解釋生難字詞 

以莫文蔚唱的「忽然之間 (1999)」這首歌為例，在教學時，當學生

第一次學到「懷念」這個詞的時候，他們可能會覺得以前有學過類似的

字詞。的確可以在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的字彙表中，發現「壞」

這個字出現在入門級的列表中，因此可以推斷學生已經在入門級時學過

了「壞」這個字。當然「壞」跟「懷」是兩個不一樣的字，雖然他們只

有部首不同。此時對教學來說，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教師可以在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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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上引導學生連結認識這兩個長得很像的字，並強調部首與字義的重要

性，更應該讓學生知道在學習中文的過程中，每當學到新的文字或生詞，

都必須已經學過的字詞做連結和比較，這樣的練習與能力對一個認真要

學好中文的學生來說，是非常寶貴無價的，所以必須要持續不斷的練習

與精進。如 Shu & Anderson (1999) 的報告指出，超過百分之八十的現代中

文字是由不同的部分組合而成，因此能夠拆解、重組、延伸中文字體各

部分的知識，毫無疑問地是中文閱讀能力一項重要的指標。 

接著在歌詞的生詞表中，又看到另一個詞「關懷」。因為剛剛已經花

了一些時間討論「懷」，所以對學生來說加上「關」這個字其實不難，因

為他們早就認識「沒關係」這個詞，所以很容易就可以理解「關懷」這

個詞的意思就是表達關心、體貼的意思。在研究者這樣設計的教學引導

方式下，焦點小組的課堂中並沒有任何學生表示反對或不理解這些教學

方式，包括生詞的介紹、部首探討、與學生之前已了解的內容互相比較

等等。相反的，在焦點小組的試教後，學生都直接在事後的問卷中回饋，

表示他們在研究者設計的的教活動中，能更全面、透徹地了解並欣賞歌

詞的意義。 

對中文母語者來說，第一次接觸這種比較相似讀音或文字長相的作

法時，可能會覺得沒有什麼必要，但是對非以中文為母語的學習者來說，

任何可以幫助他們記住新文字的策略與作法都是彌足珍貴的。這樣的教

學法是幫助學生學習很重要的前導步驟，因為學生必須要在很短的時間

內就要消化這些組成歌曲的字彙，並且還要在課堂上（而不是回家作業）

持續不斷地練習學會唱這首歌。在必要且持續不斷的重複練習下，歌詞

不再只是單純的文字，而是融合了音韻和旋律，變成一首歌儲存在學生

的長期記憶裡；如同學者 Rose (1985) 所說：「要將每份材料便存在腦中

變成長期記憶，關鍵就是在不斷的重複練習。」雖然許多人可能會理所

當然地假設每一個中文老師，都應該站在學生的角度替他們設身處地著

想學習中文可能遇到的障礙與困難，但事實上，不應該把這樣的狀況視

為理所當然。學習任何一種語言，特別是當學習中文作為第二外語時，

學生更需要教師有耐心、放慢速度、體貼、甚至仔細的教學，幫助他們

更順利地學習。如下頁圖所示，根據美國國務院的分級，中文對英文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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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者來說，是 高等級難學的語言(level 5)─表示中文對英文母語者是特

別不好上手的第二外語，至少需要 2,200 個小時以上的學習才能具備讀、

說的基本能力(Effective Language Learning, 2013)。 

 

 

 

 

 

 

 

 

 

 

 

 

 

 

 

 

 

 

 

 

 

 

 

 

 

圖六-2 FSI 針對英文母語者 難學的語言 

(資料來源：Effective Language Learning. (2013) Language Difficulty Ranking.  
[Online] Available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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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ffectivelanguagelearning.com/language-guide/language-diffic
ulty  [Accessed September 13th, 2014]) 

（三）文法重點解說 

在許多方面看起來，使用歌曲來進行文法的教學，對課堂是很有助

益的。舉例來說， Saricoban & Metin (2001) 的研究即認為，歌曲能讓學生

感到有趣、放鬆，即使在練習嚴謹的句型結構，他們也不會有無趣、負

面的感覺，整體的學習態度會提升很多；同時間，這些歌曲的歌詞內容，

讓學生能更輕鬆地了解該語言正統的文法與結構。因此，回到「風兒輕

輕吹」這首歌時，可先從其歌名討論起，問問學生歌名的意思是什麼？

為什麼一定要有「兒」這個字？這個字重要嗎？ 

首先應先討論歌曲名稱，它真正的意思就只是「風兒輕輕吹」嗎？

為什麼一定要有「兒」這個字呢？有沒有特殊意義？「兒」這個字單獨

來看， 常見的用法是代表「孩子」或「兒子」的意思；但當作一個附

加字尾時，就是一個後綴詞，如同在這裡放在「風」字的後面。另一方

面，若單純就文法層面來看，「兒」是無音節、後綴字尾的捲舌尾音，但

念起來卻挺饒口的；通常直接稱它作「兒化音」(r-colorization / erization)。

這樣的用法在中文裡相當常見，起源來自北方的中文方言用法，特別是

北京話，所以「北京話」就該念做「北京話兒」。在意義上來說，「兒」

作為一個後綴詞，當接在一個名詞後面的時候，通常其意義是為表現該

事物是小的、可愛的，例如：「小孩」變成「小孩兒」。不過「兒」也常

用來作為表位置的介係詞，例如：「這裡」說成「這兒」、「那裡」說成「那

兒」。 

每一首歌的生詞都應該印出並提供注釋。教師在備課時，應利用國

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的字彙對照表，透過 Excel 的比對，可以確認

此首歌曲的內容是否符合學生目前的程度。尤其是當教師對這一班學生

並不熟悉的時候，可以很輕鬆方便地選擇以歌曲作為教學工具。在這樣

的方法下，教師可以不用被任何一種特定的教科書限制住，透過 TOCFL

的字彙能力來自由地選擇教學歌曲。譬如本研究的焦點小組訪談中，設

定的學生程度為基礎級，就可以透過這樣的字彙表，確認「風兒輕輕吹」

這首歌裡面的字彙學生都已經學過。正因如此，不用再重新告訴學生「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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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意思。但另一方面，必須要介紹「地」這個副詞，以及三個不同

的ㄉㄜ˙「語法粒子」（grammar particles）：「地」，「的」與 「得」該怎

麼用。藉由「風兒輕輕吹」這一首歌，教師可以很完整地教導中文學習

者，這三種「語法粒子」的用法和常會見到的問題為何。 

雖然在實務情況中通常無法完全做到，但理想上來說，任何一種語

言的教學，教師都應該讓學生知道其使用的各種議題與現狀。所以當探

討中文的「地、的、得」時，也必須要讓學生知道在現實情況裡，中文

母語者並不在意這三者是否被正確使用，但是身為一個非中文母語的學

習者，你的學習責任在於要學到完全正確的用法，即使日後在生活中錯

誤使用，還是要知道百分之百正確的文法規則是什麼。而這三者正確使

用的語法點，可以綜整為以下一句簡單的口訣：動前「土」，名前「白」，

動形中間「雙人來」。 

在動詞前使用「地 (土字旁)」，在名詞前使用「的 (白字旁)」，而在

動詞與副詞中間使用「得 (雙人旁)」。 

根據 TOCFL 所訂 L1 至 L5 的字彙表，可以發現這首歌有不少的新字

彙，但是生詞長度相對較短，而且在主副歌中皆有重複出現，因此，可

以推斷以這首歌出現的新字彙量，對一般的學生來說，並不會造成太大

的學習負擔。另外一方面，研究者也在先前的文字中強調過，學習一首

中文歌曲，不僅僅是讓學生更加熟悉之前學過的字彙，同時也可以藉此

機會認識更多新的單詞和生字。 

接著教師應向學生介紹第二個語法點，這個語法點在本首歌中會出

現多次，也就是「重疊詞」。中文的母語者在說話時，常常會重複單字或

詞，這樣的用法在語言學上稱為疊字， 常見的疊字就是「謝謝」。根據

Su (2014) 的研究指出：「在中文裡，動詞、名詞和形容詞都可以變成疊字

詞。這樣的重疊用法，其功能在於延長、加強或是柔化字詞的意義。」

在選定的這首歌中，疊字詞出現在兩個地方，第一個是歌名中的「輕輕」，

以及在主歌中的「處處」。「輕輕」是將兩個形容詞重疊使用，出現在動

詞「吹」之前，形容風「吹動得很溫柔」的樣子，也就是透過疊字來柔

化了語意。另一方面，「處處」則是將名詞「處」重疊使用，而形成了一

個副詞的功能，表現葉子「飛舞得到處都是」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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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外一個語法點，則是可以簡要地介紹語法「了」和「的」的使

用原則以及念法。研究者在這裡所提的「簡要」意思是指，教導學生「了」

的用意主要是為了發音的學習目的，但並不是本首歌的文法重點。無論

如何，本首歌裡出現的「了」還是值得稍作探討，因為在本首歌中「了」

大部分的發音是念做 liao。研究這個用法對於寫作能力並沒有太大的助益，

因為對中文母語者來說，這樣的破音字也不具什麼重要的目的。然而，

如同之前所述，教師應該為一首歌曲中出現的任何用法與情況做足準備，

以解答所有可能在教室中引發的討論。「了」和「的」的使用原則以及念

法可以做以下解釋： 

1. 「了」的念法跟節拍有關，/le/是一拍，/liao/是兩拍。 

2. 「的」的念法應該還是節拍的問題，/de/為弱化音，太輕無法自行一

拍，故讀成/di/才能構成有重音的一拍。 

3. 結論：/le/和/de/都是弱讀音，故難自成一拍，至於為何「了」唱成

兩拍「liao」，而「的」卻只唱成一拍的「di」，此與這兩個助詞的語

法功能有關，「的」為定語標記，多位於句中，並非重點所在，故只

要一個音節即可。然而「了」為動助詞或句未助詞，為高峰標記或

段落結束標記，通常需要兩個音節來乘載該焦點。  

（四）與個人經驗連結 

除了要了解歌詞本身的意思外，甚至能更進一步將此首歌曲延伸到

每個人不同的生命體驗、感觸及深層的情感，這樣的教學模式對任何一

種程度的學生來說都是很重要的。如果想要進一步欣賞這些歌曲的藝術

價值，或是希望更深度地探討歌曲的藝術思維，第一步就是要分解歌曲，

詳細了解每一個部份的涵義， 終再從整體的角度欣賞，才會了解為何

要這樣地拆解、審視、賞析這首歌曲。Abbot (2011) 的研究探討過，以

歌詞學習語言有許多認知及情感上的優點。她特別引用 Supertramp (1979) 

的「邏輯之歌」作為例子，這首歌的歌詞就像是一般的對話一樣，展現

出人們在自然而然對話時的語言特性。這樣做的目的，並不是要讓學生

被過多的資訊轟炸，而是在歌曲選擇適當的前提下，讓學生能利用課堂

的每一段片刻，去感受、體驗歌曲帶給他們的人生洞察，能幫助他們更

加投入學習。總而言之，藉由不同角度來學習一首歌曲，不只是幫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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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更深入地學會教材(歌曲)本身的意思，而是讓他們對這一首歌、這樣的

學習內容更有認同感。Augustina & Puspawati (2008) 比較了聽過歌曲前、

中、後不同階段，搭配歌詞學習單，能夠提高學生的聽力技巧與創造積

極的學習氣氛。 

打個比方來說，同樣是演出哈姆雷特，高中話劇社演的內容就像是

單純在背台詞，但是若換成專業的劇場演員來演出的話，更能表現出整

齣劇的內心情感、劇本的詩意，演員不但會針對每個角色發展出其性格

特色，還會深入建立他和角色間的連結，讓觀眾感受到不同的啟發、感

動，無論是在舞台上的外在表演展現，或是對觀眾內心的情感觸動，同

樣一部哈姆雷特，在專業的表現下，都能表演出更強的張力和戲劇性。

因此，當演員在演出時，他們有機會真正投入，變成其中的一個角色，

而創造令人驚嘆不已的藝術時刻。同樣的場景，轉換到學習中文流行歌

曲時，若學生能在課堂中有一點點類似的感覺，就是研究者希望達到的

結果，畢竟若把目標訂得遠大一些，就算沒有辦法百分之百完成，相信

對學生的學習效果也會比一般課堂大大提升。 

中文流行歌曲的課堂不需要任何的課本，每一首歌的歌詞就是上課

的主要教材，就像演出哈姆雷特，需要的是完整的劇本。因此，教師必

須要好好地準備每一首歌的字彙、文法與其背後的文化意義等教學內容。

或許準備中文歌教學遠不及準備一齣真正的莎士比亞劇，但至少教師準

備的內容和用心程度，應與準備一課中文教科書課文一樣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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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錄音軟體使用    

當在外語課堂中討論到模仿時，絕大多數的人會直接想到所謂的「聽

說教學法 (Audio Lingual Method or Aural-Oral Method)」。由老師先念一小段

課文，再由學生重複，一直使用同樣的方式練習，直到學生能念得順暢

為止。此種方法在大部分的狀況下，是很被推崇的教學方式，而相同常

被 使 用 的 還 有 直 接 教 學 法 (Direct Method) 以 及 文 法 翻 譯 法 (Grammar 

Translation Method)。不過，到目前為止，確實只有聽說教學法能幫助學生，

在課堂上解析、記憶中文歌曲。所以，在此階段將在教學計畫中運用數

位科技工具錄音軟體來幫助教學。 

一、錄音軟體輔助教學  

 

 

 

 

 

 

 

 

 

圖 六-3 錄音軟體截圖 

 

研究者選擇錄音軟體 Audacity 而不是其他軟體的原因在於，它的使用

介面非常友善、也具有足夠的功能性，甚至還有提供高品質的音效處理。

學生需要電腦跟網路才能下載並使用這一套軟體，但是對於現今二十一

世紀的大學生來說，可以放心地推斷這並不會是一個問題，也不會對大

部份的學生造成困擾。當要用這套軟體錄音時，建議學生可以使用獨立

的麥克風直接插在電腦音效卡上，可以保證 好的錄音品質，若學生的

電腦沒有這樣的設備，任何一個簡單的視訊攝影機內建麥克風或是耳戴

式麥克風也絕對足夠、沒有問題。在所有的情況下，教師應建議學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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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有一副獨立耳機，這樣可以更有效地隔絕外界雜音，清晰地聽到自

己的錄音。 

成功安裝後，教師會教導學生使用 Audacity 的主選單，並且開始「匯

入」錄音。在此之前，教師應寄一份 MP3 檔案到每個學生的電子郵件信

箱，所以在課堂的時候可以確定學生是否已經把此份檔案放在電腦中。

再次重申莫文蔚唱的「忽然之間」就是研究者在課堂上要用的教學材料。

當每個學生都成功把這首歌匯入 Audacity，並且出現音波圖形在主視窗

畫面上後，接著就教導學生如何將此首歌分解成不同的「語彙段落」，也

就是任意長度的引言、詩詞、歌詞、小說的某部分…等等。(Nattinger, 1980 

依 Becker, 1975 著作修正提出)   

值得注意的是，當使用 Audacity 這套軟體時，可以從畫面上很清楚地

看到人聲(歌詞)與配樂(旋律)兩種不同的波形，幫助學習歌曲的文字與旋

律兩個組成元素；另一方面，也能更清楚地看到原唱歌曲和自己的錄音

兩者間的圖形。如此一來，教師即可透過這些音波圖形的比較，清楚地

指出重音所在的音節，避免學生有所遺漏。像 Audacity 這樣的免費音效軟

體，在 L2 程度的教學上已經有研究的實證應用，也就是視覺回饋範例 

(visual feedback paradigm, VFP)，有時也被稱作電子化視覺回饋 (electronic 

visual feedback, EVF)。(Olson, 2014) 而 Lambacher (1999) 的研究也已探討過

視覺回饋的使用，甚至早至 Anderson-Hsieh (1992) 也已指出利用視覺回饋

教學的好處，但因為當時個人電腦不如今日普及，所以在 L2 的教學課堂

上很少被使用。 

如同先前所述，為了要達到實際的背誦記憶目標，在課堂開始時，

不論任何情況下，學生都會被要求要背下副歌的部分。因此，研究者決

定將「忽然之間」的副歌依照韻律，分解為六個不同的小段落。 

1.  我明白 太放不開你的愛 

2.  太熟悉你的關懷 

3.  分不開，想你算是安慰還是悲哀? 

4.  而現在，就算時針都停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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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就算生命像塵埃，分不開 

6.  我們也許反而更相信愛 

 

 

 

 

 

 

圖 六-4「忽然之間」副歌 

 

 

 

 

 

 

 

 

 

 

 

 

 

 

 

圖 六-4 錄音軟體編輯工具列視窗 

 

再下一步就是進入編輯視窗使用選取工具，用滑鼠選擇並複製第一

小段加入新的音軌中。這樣，學生就能專注在每一段單獨的歌詞上，接

著可以長按 shift 鍵再點選播放，或是在下方選擇「循環播放」就可以輕

鬆簡單地重複聽取這一小段歌曲。 

在此所依據的語言教學理論是：學生對若聽得越多遍，應該越容易

模仿學習，也就是聽說教學法的理論基礎。學生若能建立多聽教師與教

材錄音的習慣，在回答與反應上都會有更好的表現 (Brown, 1994; DeKeyser, 

1998; Hadley, 1993) 。根據 Duff (2000) 的研究指出，語言學習中重複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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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力，不只是養成一個好的學習習慣，而進一步可以掌握更多不同的語

言形式，以本研究為例，即是可透過聽中文歌曲來學習中文。此理論認

為，透過不斷重複練習不同形式的語言聽說，學習者就可以建立更自然

而然對該語言的反應能力，不需要制式地去想答案，而是能輕鬆自如地

使用該語言。 

若學生在重複聽了第一小段「我明白，太放不開你的愛」之後，還

是覺得沒辦法流暢地掌握歌詞，那麼這個時候 Audacity 還有一些內建的功

能，可以幫助學生依自己的特定需求調整音樂播放。研究者認為其中對

學習中文歌曲 有用的，共有三項功能。這些功能都在功能表裡的「效

果(Effects)」選單下，第一個是「改變節奏(Change Tempo)」。 

 

 

 

 

 

 

 

 

 

 

 

 

 

 

圖六-5 錄音軟體改變播放節奏 

 

這項功能讓聆聽者不管是想要使用整首歌、或是只想選取特定一段，

都可以將播放速度放慢，如此一來就可以更清楚地聽懂每一個字、每一

個發音。當學生覺得目前的速度他們已經可以自在、輕鬆地掌握時，他

們就可以慢慢地增加播放速度，或是調整為正常的播放速度。若上述研

究者分成六小段的歌詞，學生仍覺得每一段太長時，他們也可以將每一

小段再切割為他們方便練習的長度，他們可以利用 word 編輯每一小段的

歌詞，將其劃分為不同長短的單詞、音節等，但不建議切成一個一個字，



	  

 90	  

這樣就會分得太細而失去練習的意義。透過這項視覺化的工具，學生可

以透過滑鼠點選、拖拉選擇他們想要的歌詞部分，接著選擇「編輯à複製」

就能複製該選取部分的音軌。接著，學生可再建立一個空白音軌，使用

「編輯à貼上」的功能，將剛剛選取的部分建立一個單獨的音軌。如此一

來，學生就可以透過剪下、貼上，一個一個字不斷地去練習歌詞，像是

「我，我，我，我，」「明，明，明，明」「白，白，白，白，白，」 等。 

「改變節奏」功能還能幫助其他的教學或練習技巧。第一項是由

Professor Alexander Arguelles 發展的，稱作「影子跟隨」技巧。這項技巧是

讓學生聽一段內容，然後在 快的時間內跟著重複一遍，就像是影子一

樣緊緊跟著說話的人，所以稱做「影子跟隨」。這項技巧即是非常純粹的

模仿，而且的確可以幫助學習者準確地學習正確發音。Arguelles 建議要讓

學生越快重複越好，才能有 佳的學習效果，目標是在說話者一講完後，

近乎無縫接軌地重複念出，不過這樣的練習當然相當困難，也一定會有

一些時間延遲。另一項十分相似的技巧稱為「流動重疊(Flow-verlapping)」。

這項技巧是由 Idahosa Ness 在其模仿教學網站上提出，直接將學生的錄音

和原始教材兩者同時比較，讓兩段音軌直接「重疊」貼在一起。當學生

念的韻律、速度和腔調…等等越好時，那麼學生的錄音跟教材本身的差

異就會越小，也就是學生模仿得越好，此時在視覺上也可以看到兩段錄

音的音波圖形應該越接近。不過使用這項技巧對於某些聲音可能會過分

吹毛求疵，學生常常會不知不覺太在意、太陷入在某段歌曲或文字讀誦

當中。 

第二項極度有用的工具是「改變音準」，這項功能可以讓學生將歌曲

設定為不同的音調，適合他們自己的音域來演唱。在研究者研究中的六

位受試者都很認同這項功能，因為剛好「忽然之間」演唱者莫文蔚的聲

音比一般女生來得低一些，但又比男生的聲音高，所以學生剛好可以利

用這項功能，將歌曲調整成適合自己演唱的音準。在效果選單中選了改

變音準的功能後，就會跳出一個清楚明瞭的表單，讓使用者可以依自己

的需求升高或是降低歌曲的音調，在合理的範圍內找到適合自己演唱的

音調高低且不至於太過模糊。本研究的所有受試者皆表示他們用了這項

功能後，在家裡練習演唱變得更輕鬆自如了，也能夠有信心地到課堂上

表演成果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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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6 錄音軟體改變音準 

 

後，這套免費軟體還有一項功能可以幫助本研究的教學目的：「消

除人聲」功能，使用者可以在「效果：消除人聲」中找到它。選取了這

項功能，軟體就會透過獨特的演算法，將人唱的聲音消除掉，只剩下所

有的背景樂聲。如果學生對這樣的音效軟體比較上手的話，他們也可以

選定某一音軌然後刪除它，不過通常這樣的作法已經超乎大部分人的使

用需求了。透過消除人聲的功能，可以把歌曲轉換成像在 KTV 聽到的版

本一樣來練習，更可以選擇將自己唱的聲音錄起來加進去。這樣的功能

可以有效地幫助學生判斷他們自己歌唱的聲音、時間、速度與發音…等

等，而不受到原歌手聲音的干擾。打個比方來說，這就好像是當獨自開

著汽車時，會不由自主開心地跟著音樂唱著 愛的歌曲，但若是收音機

突然斷了訊號，沒有了原歌曲的聲音，會驚覺自己的歌聲有多差勁。而

透過這項消除人聲的功能，至少可以保留背景音樂的襯底，慢慢練習唱

出節奏穩定、速度一致、音準語發音正確的中文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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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7 錄音軟體消除人聲 

 

後，研究者要求學生用剪輯好的背景音樂，錄下他們自己唱的整

段副歌。學生唱的聲音會錄製為一個新的獨立音軌，在這個時候教師會

要求學生用耳機聽背景音樂一邊錄下歌聲，因為若把聲音放出來的話，

會錄下很多的雜音，也聽不清楚學生究竟唱得如何。這個錄音軟體也允

許將 終編輯的音檔存成許多種格式，研究者建議可以存成 AIFF、WAV

或 MP3 格式，就能方便用電子郵件寄出。因此，當學生完成他們認為唱

得 好的錄音後，研究者要求他們將完整的檔案寄出。這樣研究者就能

運用這些檔案，聽聽看學生是否已那些地方發音不正確，也可以更明確

地知道學生的問題所在，可以預先準備下一週的課程以即時糾正。當教

師發現學生無法在一週的時間內記下整首歌時，以上的做法能成為非常

可行與有效的教學策略。 

剛開始使用這套軟體時，學生一定需要花一些時間學習怎麼操作，

所以初期會有一些學生對於這樣的過程感到挫折或厭煩。有學生問研究

者，既然可以於先寄給他們整首歌，為什麼不能直接寄給他們剪輯好的

副歌片段，如此一來他們就可以不必學怎麼操作這套軟體，省下許多時

間。這樣的問題與要求勢必在教學過程中會出現，所以必須詳細告訴學

生「為什麼」要用這套軟體來學中文，這也就是他們「為什麼」必須學

習怎麼操作的原因。起初，研究者設想的教學目標是讓學生能記下中文

歌曲的副歌，並且能夠以準確的發音演唱出來，改善 L1 時錯誤的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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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研究者在規劃整套課程時，希望的是學生能在第一時間透過這套軟體，

在學習中文歌曲的過程中感到有信心、體驗到練習的重點，進一步啟發

他們在課堂後還能夠自己用這套軟體不斷地練習， 終學會整首歌。另

一方面，在練習的過程中，學生可能會發現若他們自行將教師示範的六

小段歌詞，再分解成更小的句子或單詞，對練習會更有幫助。若研究者

在一開始即寄給學生剪輯好的副歌片段，學生就沒有機會學習怎麼用這

套軟體剪輯，也無法有進一步的機會更深入地練習歌曲了。在此要再次

強調，這樣的訓練都是為了幫助學生獲得 佳的模仿成效，所以在整個

教學過程中，學生一定要自己學會怎麼使用這套軟體，以獲得 好的學

習效果。 

二、作業與評量 

在課堂上的教學結束並指導學生學會使用音樂編輯軟體 Audacity 之

後，教師應給與回家作業，要求學生回家練習演唱歌曲的副歌部份，並

以 Audacity 錄製並檢視自己的演唱結果，同時將自己錄製的檔案以電子

郵件傳給教師，由教師確認學生皆以充分練習並學會使用該軟體。然後

在下一次的課堂上，教師以測驗的方式評量學生是否以習得副歌部份。

在小班制的課堂上，可以要求每位學生都唱一次副歌部份，教師可以依

學生的程度評估是否要求學生背下歌詞或是可以看著歌詞演唱。倘課程

屬於人數較多的大班課，則可以以聽寫測驗的方式來確定學生都以對副

歌作充足的練習。當然，如果學生的程度及學習意願很高，能夠且願意

嘗試以整首歌作為學習目標，則教師亦可以以完整的歌曲作為回家作業

及評量的範圍。教師應隨時根據學生的程度和需求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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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學活動實施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希望以實際教學檢驗本研究歌曲教學設計的可

行性，並藉此體現本研究的研究精神與研究目的，希冀從教學者的教學

過程、學習者的學習過程以及學習成效去檢視本研究於前揭章節中的教

學設計之效果，並欲從實務經驗找出問題進行修正，以求本研究的教學

設計架構及內容都能更臻完善。 

一、學習者資料 

教學活動的實施對象係從臺灣北部某大學國語中心開設的「唱歌學

中文」課程中徵求自願參與者。「唱歌學中文」的學生普遍來說中文程度

屬中級程度，都可以流利以中文表達意見，並具有相當程度的讀寫能力。 

因「唱歌學中文」屬人數較多（約六十人）的大班課程，而研究者

實施教學活動的教學目標之一，係檢視小班教學是否能較大班制更能達

成學生的學習成效，因此徵求六名自願參與的學生。 

因研究倫理限制，六名學生的姓名保密，基本資料如下： 

表 六-1 學習者資料 

學習者代號 性別 國籍 

學 1 女 印尼 

學 2 女 印尼 

學 3 女 日本 

學 4 女 法國 

學 5 男 印尼 

學 6 男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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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目標 

依照第四章教學設計及本章第一節教學實施原則和第二節錄音軟體

使用，研究者將進行三堂課（一週一堂課，共三週）的教學，每堂課三

十分鐘。教學目標的設定為： 

1. 藉由學習一首華語歌曲，提升學生的中文學習興趣以及中文能力。 

2. 藉由錄音軟體的使用，提升學生對歌曲的熟悉度、幫助學生記憶歌詞

並改善中文口說發音。 

依照這兩項教學目標的設定，學生在上完課程之後，應能對研究者

選擇的歌曲之文法及單字有完整的瞭解與熟悉，且能記下副歌部份，並

能以標準的發音唱出歌詞。並且在課程結束時，學生應能學會使用錄音軟

體，並能運用該軟體作為語言學習的輔助工具。 

三、教材編製 

（一）歌曲選擇 

如第一節所述，本研究的教學實施以以歌手莫文蔚演唱的「忽然之

間」(1999)作為教材。 

（二）講義製作 

研究者參考「唱歌學中文」的課堂講義，以「忽然之間」為題材，

製作課程講義（附錄三）及ＰＰＴ（附錄四）。講義的部份包含完整歌詞、

生字解釋及重要文法解釋，ＰＰＴ包含歌曲背景介紹及 Audacity 軟體使

用解說。 

四、教學流程與步驟 

本教學架構的設計是以整個學期的教學為安排，主要是設計十二首的

中文歌曲（一週一首歌），每一週有三堂一小時的課程，一整個學期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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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十二週；每一首歌用一週的時間教完，也就是共三堂課，而第三堂（

後一堂課），則有歌唱或是口說的複習測驗來做為課堂成績計算。 

礙於研究時間的限制，本研究的實施步驟以一首歌三堂課為架構（每

堂課三十分鐘），每堂課間隔一週的時間，教完全部課程共需三週。教學

的流程為：第一週第一堂課程中，第一步驟為先播放歌曲一次，第二步

驟則由教師以ＰＰＴ簡報向學生介紹歌曲、歌曲背景、歌手資料，第三

步驟則是再次播放歌曲並請學生試著跟唱。在第一堂課的 後，由教師

介紹錄音軟體並解說使用方式。第一堂課的回家作業是請學生安裝錄音

軟體。 

第二堂課（第二週）的第一步驟則是再次播放歌曲並請學生跟唱。

第二步驟為教師以講義解釋生字和文法，並請學生造句。課堂的 後則

由教師確認學生都已成功安裝錄音軟體，並由教師以電腦操作示範錄音

軟體。回家作業是請學生以錄音軟體練習歌曲演唱，並將錄製的檔案以

電子郵件傳送予教師，並且，教師要求學生記下歌曲的副歌部份，並告

知將於下一次上課測驗。 

第三堂課（第三週）的第一步驟為教師再次與學生討論歌曲的生字

和文法，以確認學生都已習得生字文法。第二步驟為再次播放歌曲並請

學生跟唱。第三步驟為討論學生繳交的錄音檔案，檢討學生的發音。第

三步驟則是測驗，亦即請每位學生不看歌詞唱一次副歌。 

詳細的教學流程步驟以表格方式呈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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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六-2 教學流程 

課

堂  

教學步

驟 

教學活動 時

間 

教學重點 

第

一

堂

課 

播放歌曲 

 

播 放 一 次 歌

曲 「 忽 然 之

間」。 

3
分

鐘 

 

 

1. 讓學習者聽過歌曲，並熟悉

歌曲的相關背景。 

2. 讓學生了解使用軟體輔助學

習的好處。 

3. ＰＰＴ內容包含編輯軟體的

實際使用畫面，讓學生了解

操作方式。 

4. 問題提問：是否有經歷過臺

灣的九二一地震？或是否在

台灣經歷過任何地震？感覺

是什麼？ 

5. 作業：安裝錄音軟體 

軟體介紹 以 Ｐ Ｐ Ｔ 簡

報（附錄四）

介 紹 歌 曲 內

容、歌曲文化

背景、歌手資

料等資訊。 

15
分

鐘 

 

 

 

 

 再 播 放 一 次

歌曲，並請學

生 試 著 跟 著

唱。 

3
分

鐘 

 

 以 Ｐ Ｐ Ｔ 簡

報 介 紹 錄 音

軟體。 

9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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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堂

課 

生字及文

法解釋 

播放歌曲，並

請 學 生 跟 著

唱。 

3
分

鐘 

 

 

1. 問題提問：是否都了解歌詞

裡的單字和文法句構？請學

生試著用新學到的單字和句

型造句。 

2. 安裝軟體的過程中有沒有遇

到什麼困難？如果有困難，

教師應試著幫忙解決。 

3. 作業：用錄音軟體錄製「忽

然之間」並將檔案以電子郵

件寄給教師。 

4. 記下歌曲的副歌部份。 

 使 用 教 師 製

作 之 講 義 解

釋 生 字 和 文

法。 

20
分

鐘 

 

 

 確 認 學 生 都

成 功 安 裝 錄

音軟體，並再

次 由 教 師 以

電 腦 實 際 示

範 如 何 使 用

錄 音 軟 體 錄

製歌曲。 

7
分

鐘 

第

三

堂

課 

複習與評

量 

再 次 討 論 歌

曲 的 生 字 和

文法，確認學

生都習得。 

5
分

鐘 

 

 

 

1. 問題提問：在使用錄音軟體

過程中有沒有困難？覺得使

用錄音軟體輔助是否提升學

習效果？ 

2. 請學生唱副歌時，如果學生

感到不自在，可以改以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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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次 播 放 歌

曲 並 請 學 生

跟著唱。 

3
分

鐘 

 

一句以接龍方式完成。 

3. 請學生填寫學習回饋單。 

 

 討 論 學 生 繳

交的檔案，檢

討 學 生 的 發

音。 

 

 

10
分

鐘 

 

 

 

 請 每 位 學 生

不 看 歌 詞 唱

一 次 副 歌 部

份。 

12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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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施結果 

對於本次活動的實施結果，分成兩部份討論。第一部份係依學習者

給予課程的回饋與感想進行討論，第二部份是教師的自我檢討。學習者

的回饋來自 後一堂課程結束後，研究者發給學習者填寫的學習回饋問

卷（附錄三），而由於研究者本身即為課程設計者及教學實施者，因此教

師的自我檢討部份，將由研究者自身的感想訴諸文字呈現。 

一、學習者回饋 

學習者填寫的學習回饋問卷總共有二十個問題，其中第一及第二題

詢問學習者對聽中文歌的習慣及對教材的熟悉度。第三至第八題詢問學

習者的自我評估，認為這樣的課程設計是否幫助其提升中文的聽、說、

讀及寫的能力。第九至第十二題則詢問學習者在經過三堂課的學習之後，

對教材的熟悉程度。第十三題詢問學習者對教材編排的感受，第十四題

則詢問學習者對使用 Audacity 軟體的心得。第十五至第二十題則詢問學習

者對整體課程設計和教學模式的感想與看法。六份問卷的內容經整理後

各題回答情況呈現如下： 

表 六-3 問卷結果(各題作答人數) 
  完 

全 

同 

意 

 

5 

有 

點 

同 

意 

 

4 

沒 

意 

見 

 

 

3 

有 

點 

不 

同 

意 

2 

完 

全 

不 

同 

意 

1 

1. 我喜歡聽中文歌而且常聽中文歌 4 1 1 0 0 

2. 上這堂課以前我從來沒有聽過「忽然之間」

這首歌 
5 1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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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覺得上課之後我對這首歌的文化背景有更

多認識 
2 2 0 2 0 

4. 我覺得上課之後我對這首歌的歌詞涵義已完

全了解 
0 6 0 0 0 

5. 我覺得我已能使用歌詞的文法重點造句並應

用在生活中 
1 3 1 1 0 

6. 我覺得我的中文聽音能力有進步 2 2 1 1 0 

7. 我覺得我的中文說唱能力有進步 3 1 2 0 0 

8. 我覺得我的中文閱讀能力有進步 2 2 1 1 0 

9. 我有自信能不看歌詞唱完這首歌的副歌部分 2 4 0 0 0 

10. 我有自信能不看歌詞唱完整首歌 1 2 2 1 0 

11. 我有自信能看歌詞唱完這首歌的副歌部分 5 0 1 0 0 

12. 我有自信能看歌詞唱完整首歌 4 0 2 0 0 

13. 我覺得教材編排難易適中且有助於我的學習 2 3 1 0 0 

14. 我覺得使用錄音軟體有助於了解我的發音 2 3 0 1 0 

15. 我喜歡用唱歌學中文的學習方式 4 0 2 0 0 

16. 我喜歡這堂課老師的教學方式 4 0 2 0 0 

17. 我覺得與老師同學一起唱歌有助我記憶歌詞 3 2 1 0 0 

18. 我覺得小班制的教學比大班制讓我獲得更多 3 2 1 0 0 

19. 我覺得這堂課提高我對中文學習的興趣 3 2 1 0 0 

20. 以後有機會，我願意再接受這樣的訓練方式 3 1 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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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習過每一個生詞後，教師（研究者）帶著學生一段一段地去讀歌

詞，以了解每一段歌詞的意思與結構。本課程的 終目的，不只是讓學生

記下這些歌曲，而是能真正深入了解、學會這些歌曲的意義，他們在學過

這首歌後，能真正把裡面的字彙和有用的文法運用在日常生活的中文裡。

在第二堂課時，可以進行一個中文聲韻的突襲隨堂測驗，在課堂剛開始時，

就要求學生背出副歌歌詞，不是用唱的而是用念的，是為了測驗他們對中

文聲韻的學習與掌握度。這個測驗的有兩個目的，第一個是去測試學生是

否真的有把副歌歌詞記起來，第二個目的就是讓學生真正學會怎麼去念這

些歌詞正確的中文韻律，而不是只有用唱的。在六堂課過後，有一半以上

的學生都可以輕鬆地完成這項測驗要求。 

全班前三名背誦表現 好的學生表示，他們不但練習唱這首歌非常多

次，也在課堂上用念的不斷反覆練習來幫助背誦。而相反的，背得不好的

學生告訴教師，他們有跟著教師教的段落來練習，但是他們僅僅只有用唱

的去記這些歌詞，並沒有用念的。表現 差的學生告訴教師，她沒有練習

唱、念或是用任何的背誦技巧，她只是不斷地反覆聽這首歌。從上述的測

驗結果看來，表現不好的學生或許可以有很多解釋：讀書時間不夠、記憶

力不好、緊張影響表現…等等，但研究者相信那些表現好的學生除了練習

唱之外，剛好都有用「念」的方式去練習歌詞，這並不是單純的巧合，因

為在這樣的過程中，他們更能體會、掌握對於中文的音節等時特性， 終

就可以將這首中文歌的生詞、文法和整體性記憶得更好了。 

二、教學者反思 

在教學實施前，研究者原先預期學生可能在發音方面會有困難，而這

六位學生確實在跟唱的過程中，對於發音及咬字感到困難。另外，研究者

本來沒有預期學生會在節奏方面感到困擾，但是在教學的過程中，發現學

生們缺少節奏感知，因此在帶唱的過程中，需要花比較多的時間讓學生熟

悉歌曲的節奏。研究者認為，這可能是因為學生對歌曲不熟悉，或是缺乏

音樂方面的訓練，如果學生們能有更多機會接觸歌曲學習的課程並多加練

習，相信在對音樂的節奏感知能有所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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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經過實際教學，研究者認為未來除了注重一般歌曲的教學使

用，或許也可考慮將饒舌歌曲（rap）加入課程設計，因為饒舌歌曲非常注

重節奏的掌控，並且饒舌歌曲比一般歌曲更接近日常生活的講話方式，更

能讓學生學習講話的語調、聲韻及節奏。另外，加入饒舌歌曲也能為課程

設計帶來更多元的變化。 

整個教學過程中，六位學生們都對課程保持高度的興趣與學習動機，

研究者發現，當學生們都對課程有熱情時，教師也會因此樂在教學的過程

中，當然，當教師對課程及歌曲具有熱情時，也對學生有正面的影響。也

就是說，學生的角色與教師的角色是互相影響的，彼此都能為課程注入正

面的學習因子。 

並且，當研究者在「唱歌學中文」的大班課招募學生時，有為數不少

的學生表示自願參加，顯示有許多學習華語的學生對於以唱歌學中文的方

式抱持很高的興趣，甚至願意在正規課之餘參加研究者所規劃的小班課

程。 

研究者的六位學生在參加完為期三堂的課程之後，也都向教師表示，

小班教學的方式可以確實練習唱歌，老師也能即時給予指導，他們並認為

使用 Audacity 是很新穎而且有幫助的學習方法。 

當然，研究者也在教學時遇到一些困難，例如有學生表示研究者選擇

的歌曲太悲傷，造成學習時比較沒辦法提起愉快的心情。研究者體認到，

在教材的選擇上，無法符合所有學生的期待是必然的，畢竟每個人喜歡的

歌曲風格都不盡相同。研究者之所以選擇這首歌是因為它的文化與歷史背

景，但是也許對一些學生來說，唱歌時的心情愉快比認識華語文化更為重

要。 

另外，在錄音軟體的使用上，研究者認為對學生來說 大的困難就是

技術上的挑戰，因為有的學生並不是那麼熟悉電腦軟體的使用，所以研究

者必須特別加強輔助。當然，研究者認為，教師給予需要的學生特別的輔

導是十分必要的，畢竟教師應該要因材施教，只不過這樣的輔導方式可能

只適合用在小班制的課程上，如果是人數較多的大班課，教師畢竟無法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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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到每一位學生的特殊需求。 

三、結語 

經過實際教學，整體而言，研究者認為對本研究的教學設計給予了正

面的信心，但當然，也存在一些可檢討的地方。研究者認為，這次的實際

教學有幾項教學重點及值得注意之處。首先，教學實施結果發現，學生認

為反覆練習歌曲有助於記憶歌詞，並且，講解歌曲的文化背景能讓學生更

瞭解歌曲。而學生表示將錄音軟體加入教學設計，確實能輔助學習，提升

學習成效。錄音軟體的使用適合作為回家作業的，雖然對有些學生來說可

能會因電腦技術而感到困難，但是只要給予協助，技術性困難是可以被克

服的。 後。小班制的歌曲教學課程比大班制更能讓學生充分參與，能讓

學生確實練習跟唱並熟悉歌曲，教師也更能注意到每位學生的特殊需求並

給予適合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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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經過前六章的研究進程，本研究從資料蒐集及文獻探討立定研究的

理論基礎，再經由需求分析建構教學設計的架構與方向， 後透過教學

實施實踐本研究的教學模式，以歌曲及錄音軟體的輔助達到研究目的。 

後，在本章，研究者將從三個部份對本研究作出結論與建議。第

一節將提出於本研究進行中的重要發現以及研究所得到的結果及反思。

第二節則將討論本研究發展過程中的限制，說明研究過程中遭遇的困難

及不得已的限制。第三節將提出對未來相關研究的可能建議，提供予未

來的研究者一些參考，期待往後能有更多研究再進一步延伸與深究。 

第一節  結論 

在本節中，研究者將針對使用歌曲教學設計中的音樂功能、錄音軟

體輔助及課程設計三方面作為研究的結論歸納與說明。 

一、音樂功能 

在本研究的文獻探討章節中，進行了音樂對於記憶力及語言學習的

正面效果，並對音樂的韻律、模仿與發音等特性多所著墨，並直接與語

言學習作連結，探討這些特性在教學方面的重要性及實作方式。 

在需求分析章節中，本研究則進行了現行教材之探討、課程之觀察

及教師與學生之訪談，從中發掘音樂在中文教學上的實際貢獻。 

本研究基於上述文獻探討及需求分析，確定音樂在語言學習上有其

正面效果，再從此基礎發展本研究的教學設計，因此在設計上除了有理

論上的支持，亦針對實際需求作設計，因此在研究結論上可以說是理論

與實務皆顧及的。 

從本研究的教學實施中，研究者並發現學生們對歌曲教學式的課程

持有高度興趣與學習動機，音樂的魅力確實在教學上對學生的學習有所

助益。同時，當教師也對教學保持熱誠時，對整個教學過程也能產生正

面影響。 

因此本研究在結論上，認為音樂不僅確實對語言學習在理論上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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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效益，在實務上，也確實能在課堂上帶來輕鬆的氣氛及愉快的學習

環境，讓教師及學生都保持興趣與熱情，歌曲與語言教學之間的確存在

緊密的正面相關作用。 

二、錄音軟體使用 

本研究在探討錄音軟體對語言學習的效果方面，選擇 Audacity 作為

教學實施的軟體，原因在於此錄音軟體的使用介面非常友善、功能充足

且提供高品質的音效處理，並且這一套軟體可以免費取得，因此具足夠

的親近性。         

從本研究的教學實施過程，研究者認為在錄音軟體的使用上， 大

的困難是技術上的挑戰，因為有的學生並不是那麼熟悉電腦軟體的使用，

此時教師必須特別加強輔助，惟這樣的輔導方式可能只適合用在小班制

的課程上，如果是人數較多的大班課，教師畢竟無法關注到每一位學生

的特殊需求。 

本研究透過將此錄音軟體軟體加入教學設計，目的是讓學生能在第

一時間透過此軟體，在學習中文歌曲的過程中提升信心並體驗練習的重

藥性，進一步希望能啟發學生在課堂結束後還能夠自己使用這套軟體不

斷地練習， 終學會整首歌，甚至在未來能夠自發性地透過此軟體學習

其他歌曲。 

三、教學設計 

從本研究在第五章對教學設計模式的探討以及第六章教學實施的過

程來看，在作教學設計之前，確定五個教學設計的主要架構是非常重要

的。這五個架構基礎是教學理念、教學設定（含教學目標、教學者的角

色、學習者的角色）、教與學的活動、教材的角色、以及測驗與評量。 

在教學理念上，本研究認為 重要的是要讓學習者保持學習動機與

興趣。在教學設定上，教師一定要先確立教學目標，並認清雙方的角色。

在歌曲教學的課程中，教師一定要明白了解自己不僅僅只是教師，更是

一名「歌手」以及「表演者」，教師本身應該要投入歌曲教唱及帶唱。同

時，教師必須讓學生清楚了解他們的角色，讓他們知道他們應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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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一定要開口練習。 

在教與學的活動設計上，教師應遵循三階段教學過程，亦即聆聽前、

聆聽中、聆聽後，在這三個階段中都分別有重要的關鍵任務。在教材設

計與選擇上， 重要的是歌曲的選擇，教師應銘記歌曲選擇的六大原則：

學生程度、音樂表現、歌曲速度、抑揚頓挫、真實原創以及清晰詞義。 

本研究在教學設計及實施上，即是根據上述的各項架構基礎。研究

者認為，在不同的實際教學中，每一個教學設計在實作步驟上都可以根

據教師的教學目的以及學習者的程度作不同的調整，以實際達到 佳的

教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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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 

在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雖盡可能地力求精細並嘗試做到完善，然

而在實際的操作上，難免有一些無法克服的時間及空間等主客觀條件之

限制，使本研究有未臻完善之處。本節中，研究者將針對資料蒐集、教

學設計及教學實施三方面探討本研究的幾項限制： 

一、資料蒐集 

    由於時間限制，在歌曲與教學的文獻蒐集上，未能稱上完全。同樣

地，由於時間限制及地理條件，以及華語歌曲教學課程尚未普及之限制

下，在需求分析中的課程觀察部份，本研究僅選擇臺灣北部某大學開設

的「唱歌學中文」課程作為觀察對象，僅以一堂課作為現今臺灣華語教

學中歌曲教學之現況，是本研究未臻完善之遺憾。另外，在訪談對象方

面，也因為時間和地域的限制，僅能以臺灣北部教師和學生作為採樣對

象，未能訪問其他地區之專家，也是本研究未足之處。 

    由於歌曲教學在華語教學上尚非屬主流，因此本研究蒐集到的文獻

大部份都是以英語或是其他語言為第二語言教學的探討對象，以中文作

為第二語言教學的歌曲教學相關文獻極少，因此本研究以非中文教學的

文獻挪用至中文教學，也許有些不適當的地方，是本研究的另一限制。 

二、教學設計 

    本研究以一首歌曲作為教學活動實施之教材，而且在選擇上不可諱

言地，有很大的成份是研究者自身對歌曲的偏好，因此僅能說本研究的

教學設計是一範例選擇，可能造成歌曲及教材實際使用的可行性不高，

是本研究在進行中研究者預期到的一項遺憾。 

    由於時間限制，整體的活動及教材設計難稱完備，例如在軟體選擇

方面，僅以 Audacity 軟體作為教學設計材料，不過仍有其他多媒體可以

作為語言學習的輔助工具。如果能有更多時間探索課程設計內容，本研

究應可更加妥善。 

    本研究的活動設計係以中高級的學習者為設計對象，因此也許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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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適用高級學習者或初級學習者，是本研究的一項缺憾。 

    如前述所言，由於現行文獻資源限制，本研究在文獻探討部份多採

用以英語為第二教學之研究，而本研究之教學內容及型態設計是以研究

者整理之文獻為基礎，因此在這過程中，從英文教學活動轉成中文教學

之語言研特性落差是設計上的一項難處。難免導致設計之內容不夠周

延。 

    本研究在教學講義的設計和編寫上，參考了研究者實際觀察的「唱

歌學中文」課程使用之講義，而如前述所言，因時間和地理上的限制，

研究者僅參考一堂歌曲教學課所採用之講義，因此在設計上也許有不夠

完整之處。 

三、教學實施 

    由於時間與教室空間的限制，本研究僅能以三堂課及六位學生的形

式進行教學實施，屬於短期課程及小班制教學，因此本研究的教學設計

也許無法適用到長期課程及大班制的教學，是本研究一項缺憾。 

    在時間的限制下，沒有辦法很完善地確認學生使用錄音軟體的情況

及歌曲學習效果，因此在學習成效的驗證上，也許信度有限，是本研究

不夠周全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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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或許有些許貢獻與成果，但是當然也難免在研究過程中有其

限制之處。研究者認為，從本研究的成果及限制來看，以中文歌曲及錄

音軟體使用的教學設計在未來還有許多可供學者們以繼續發展及研究的

空間與潛力。本節針對歌曲及錄音軟體使用作為教學設計提出對未來研

究發展的建議。 

    如前面所提到的，大多數對於歌曲教學進行探討的文獻都是以英語

或是其他語言為探討對象，以中文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歌曲教學相關文

獻極少，因此在未來，還亟待學者們在中文歌曲教學方面繼續研究，提

供這塊領域更多紀錄與討論，以建立一套中文歌曲的教學觀及論述，使

中文歌曲能在語言教學的領域中更為茁壯。 

    由於時間限制及地理條件，本研究在需求分析中的課程觀察，僅選

擇臺灣北部某大學國語中心開設的「唱歌學中文」課程作為觀察對象，

並且在訪談對象採樣上，也僅能以臺灣北部教師和學生作為對象，因此，

本研究希望能提起其他研究者的興趣，使更多教材研發者與教學者投入

其他地區的教學觀察研究，不僅是在臺灣的其他地區，也許在中國大陸

以及海外其他地區，都能有更多學者應之進行現行中文歌曲教學的課程

觀察與探討，提供更多紀錄與資料。 

    本研究的課程設計係以中高級的學習者為設計對象，因此也許無法

直接適用高級學習者或初級學習者，另外，本研究在教學實施上是以小

班制設計為主要架購，是本研究的兩項缺憾。因此，本研究提出建議，

未來學者或許能以本論文為發展基礎，針對其他程度的學習者設計課程，

並且，錄音軟體作為教學輔助使用工具如何運用在大班制的課程，也是

另一個值得學者探討的研究方向。 

    由於時間限制，本研究在錄音軟體選擇上，僅以 Audacity 軟體作為

教學設計材料，然而，仍有許多其他多媒體尚待學者們研究並發展成可

以作為語言學習的輔助工具，這樣的研究在多媒體科技越來越重要的時

代想必具有非常高的研究價值，是非常令人期待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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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課堂問卷 

學習回饋問卷 

                                             

 

 

 

 

 

第一部分:背景資料 

1.性別:   

□男性  □女性 

2.年齡:   

□20 歲以下  □21-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 歲以上 

3.國籍:___________ 

4.在師大學習中文年資: 

 □5 個月以下   □6-12 個月   □1 年以上  □2 年以上  □3 年以上 

5.總共學習中文年資:  

 □5 個月以下   □6-12 個月   □1 年以上  □2 年以上  □3 年以上 

6.職業:  

  □全職學生，學系:______________   □其他           

7.是否通過中文檢定: 

  □是:______________檢定   □否 

 

各位同學好: 

這份問卷的目的，是為了瞭解你們對這三堂課的學習看法，不是考

卷也沒有標準答案。你所填答的資料絕對保密，只用作我的碩士論文使

用，所以請依你的真實感覺作答，謝謝你的合作! 

研究生  張瑞祥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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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學習看法 

  完 

全 

同 

意 

 

5 

有 

點 

同 

意 

 

4 

沒 

意 

見 

 

 

3 

有 

點 

不 

同 

意 

2 

完 

全 

不 

同 

意 

1 

1. 我喜歡聽中文歌而且常聽中文歌 □ □ □ □ □ 

2. 上這堂課以前我從來沒有聽過「忽然之間」這

首歌 
□ □ □ □ □ 

3. 我覺得上課之後我對這首歌的文化背景有更

多認識 
□ □ □ □ □ 

4. 我覺得上課之後我對這首歌的歌詞涵義已完

全了解 
□ □ □ □ □ 

5. 我覺得我已能使用歌詞的文法重點造句並應

用在生活中 
□ □ □ □ □ 

6. 我覺得我的中文聽音能力有進步 □ □ □ □ □ 

7. 我覺得我的中文說唱能力有進步 □ □ □ □ □ 

8. 我覺得我的中文閱讀能力有進步 □ □ □ □ □ 

9. 我有自信能不看歌詞唱完這首歌的副歌部分 □ □ □ □ □ 

10. 我有自信能不看歌詞唱完整首歌 □ □ □ □ □ 

11. 我有自信能看歌詞唱完這首歌的副歌部分 □ □ □ □ □ 

12. 我有自信能看歌詞唱完整首歌 □ □ □ □ □ 



	  

 124	  

13. 我覺得教材編排難易適中且有助於我的學習 □ □ □ □ □ 

14. 我覺得使用錄音軟體有助於了解我的發音 □ □ □ □ □ 

15. 我喜歡用唱歌學中文的學習方式 □ □ □ □ □ 

16. 我喜歡這堂課老師的教學方式 □ □ □ □ □ 

17. 我覺得與老師同學一起唱歌有助我記憶歌詞 □ □ □ □ □ 

18. 我覺得小班制的教學比大班制讓我獲得更多 □ □ □ □ □ 

19. 我覺得這堂課提高我對中文學習的興趣 □ □ □ □ □ 

20. 以後有機會，我願意再接受這樣的訓練方式 □ □ □ □ □ 

 

第三部分:意見填寫  (您對於這堂課有何具體建議，請提供。) 

                                                              

                                                              

                                                              

                                                              

                                                              

                                                              

                                                              

                                                              

                                                              

                                                              

 
本問卷到此全部填答完畢，請您檢查是否有遺漏的部分。  

再次感謝您的合作與配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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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訪談對象資料 

 訪談對象教師資料: 

 

 

 

 

 

受訪者代號 性別 教學單位 

教 A 女 師大國語中心 

教 B 女 師大國語中心 

教 C 女 師大國語中心 

教 D 女 師大國語中心 

教 E 女 師大國語中心 

教 F 女 師大國語中心 

教 G 女 師大國語中心 

教 H 女 臺北歐洲學校 

教 I 女 臺北歐洲學校 

教 J 女 臺大文學院語文中心 

教 K 女 臺大文學院語文中心 

教 L 女 成功大學文學院華語中心 

教 M 女 輔仁大學 

教 N 女 輔仁大學 

教 O 女 輔仁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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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對象學生資料: 

 

 

 

學習者代號 性別 國籍 年齡 

學 A 女 荷蘭 27 

學 B 男 泰國 24 

學 C 女 尼加拉瓜 24 

學 D 女 尼加拉瓜 30 

學 E 男 法國 30 

學 F 女 英國 23 

學 G 女 俄羅斯 19 

學 H 男 澳洲 29 

學 I 女 美國 23 

學 J 男 加拿大 30 

學 K 男 馬來西亞 28 

學 L 女 美國 27 

學 M 男 宏都拉斯 21 

學 N 男 瑞典 22 

學 O 男 荷蘭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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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教學實施課堂講義 
忽然之間  Suddenly          莫文蔚 Karen Mok 

1. 忽然之間，天昏地暗 

 

2. 世界可以忽然什麼都沒有 

 

3. 我想起了你，再想到自己 

4. 我為什麼總在非常脆弱的時候 

 

5. 懷念你? 

＊ （斜體：強調文法點） 

6. 我明白 太放不開你的愛  

 

7. 太熟悉你的關懷 

8. 分不開，想你算是安慰還是悲哀? 

 

 

9. 而現在，就算時針都停擺 

 

10. 就算生命像塵埃，分不開 

Suddenly, in total darkness 

There can suddenly be nothing in 

the world. 

I think about you, and then think 

of myself 

Why is at always when I’m really 

weak,  

that I cherish you? 

*（grammar points italicized) 

 

I understand, I can’t quit your 

love, 

know too well your care 

Can’t distinguish, is thinking 

of you considered comfort or 

sadness?  

And now, even if 

the clock hands have stopped,  

and life seems like dust, I don’t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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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們也許反而更相信愛 

 

12. 如果這天地 終會消失 

 

13. 不想一路走來珍惜的回憶 

14. 沒有你 

Repeat 6~11, 6~11 

 

Maybe we should instead trust 

more in love. 

If in the end heaven and earth 

disappear,  

I don’t want a future of cherished 

memories 

without yo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EaR2oZY8fA&list=RDJEaR2oZY8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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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之間 

1.  忽ㄏ
ㄨ然ㄖ

ㄢ

ˊ

之ㄓ間
ㄐ
ㄧ
ㄢ hū rán zhī jiān suddenly 突

tū

然
rán

 

2.  天
ㄊ
ㄧ
ㄢ昏

ㄏ
ㄨ
ㄣ地ㄉ

ㄧ

ˋ

暗ㄢ

ˋ

 tiān hūn dì àn total darkness, 

chaos 

 

3.  脆
ㄘ
ㄨ
ㄟ

ˋ 弱
ㄖ
ㄨ
ㄛ

ˋ  cuì ruò fragile, frail, weak 虛
xū

弱
ruò

 

4.  懷
ㄏ
ㄨ
ㄞ

ˊ 念
ㄋ
ㄧ
ㄢ

ˋ  huái niàn cherish, think of 想
xiǎng

念
niàn

，緬
miǎn

懷
huái

 

5.  明
ㄇ
ㄧ
ㄥ

ˊ 白ㄅ
ㄞ

ˊ  míng bái understand, realize, 

know 
了

liǎo

解
jiě

，懂
dǒng

 

6.  熟ㄕ
ㄡ

ˊ

悉ㄒ
ㄧ shóu xī be familiar with, 

know well 
通

tōng

曉
xiǎo

 

7.  關
ㄍ
ㄨ
ㄢ懷

ㄏ
ㄨ
ㄞ

ˊ  guān huái show great care, 

concern 
關

guān

心
xīn

 

8.  安ㄢ慰ㄨ
ㄟ

ˋ  ān wèi comfort, console 慰
wèi

問
wèn

  

9.  悲ㄅ
ㄟ哀ㄞ bēi āi  grief, sorrow 悲

bēi

痛
tòng

，憂
yōu

傷
shāng

 

10.  時ㄕ

ˊ

針ㄓ
ㄣ shí zhēn hands of a clock, 

hour hand 

 

11.  停
ㄊ
ㄧ
ㄥ

ˊ 擺ㄅ
ㄞ

ˇ  tíng bǎi stop spinning, stop 

moving 
停

tíng

止
zhǐ

，停
tíng

滯
zhì

 

12.  生ㄕ
ㄥ命

ㄇ
ㄧ
ㄥ

ˋ  shēng mìng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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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塵ㄔ
ㄣ

ˊ

埃ㄞ chén āi  dust 灰
huī

塵
chén

 

14.  相
ㄒ
ㄧ
ㄤ信ㄕ

ㄣ xiāng xìn believe, have faith 

in 

 

15.  ㄗ
ㄨ
ㄟ

ˋ 終
ㄓ
ㄨ
ㄥ zhuì zhōng final, ultimate, last zuì

後
hòu

 

16.  消
ㄒ
ㄧ
ㄠ失ㄕ xiāo shī disappear, vanish, 

dissolve 
不

bù

見
jiàn

 

17.  一ㄧ路ㄌ
ㄨ

ˋ

走ㄗ
ㄡ

ˇ

來ㄌ
ㄞ

ˋ  yí lù zǒu lái consistent, 

unceasing 

 

18.  珍ㄓ
ㄣ惜ㄒ

ㄧ

ˊ  zhēn xí treasure, cherish 疼
téng

惜
xī

 

19.  回
ㄏ
ㄨ
ㄟ

ˊ 憶ㄧ

ˋ

 huí yì recollections, 

memories 
記

jì

憶
y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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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教學實施課堂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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