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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以義大利文為朮語者

之導遊華語教材編寫-以經

點介紹為例 
中文摘要 

 

關鍵字：特殊目的教學、專業漢語、導遊華語、教材編寫 

 

由於中國經濟的崛貣與發展，愈來愈多中國觀光客到世界各地旅遊，

而其中義大利尤其是中國人經常造訪的熱門國家。具有悠久文化歷史的藝

術古城、綻放現代時尚光芒的精品購物天堂、蘊含古典優雅的潮流建築以

及聞名遐邇的傳統美食，都是義大利讓觀光客喜愛的特色。 

 

本研究的主題是「針對以義大利文為朮語者之導遊華語教材編寫-以經

點介紹為例」，研究的對象是中高級的義大利大學生，研究目的是找出導

遊華語的教材編寫原則。筆者之所以決定針對義大利學生進行該研究，是

因為目前在義大利有導遊華語課程的需求，而且義大利這個國家的主要經

濟來源尌是觀光業。 

 

導遊華語歸類於特殊目的華語教學或專業漢語或專用漢語的範疇，因

此本文將要出何為Chinese for Specific Purposes (CSP)以及CSP的課程設計

原則和對象跟一般的華語課程又有哪些差別。既然本論文的目的是找出導

遊華語的教材編寫原則，所以本文分析專用漢語教材和高級華語教材該有

的特色。除此之外，本研究還描述導遊員要完成的實際任務以及運用的導

覽方法和策略，該注意哪些跨文化交際規約。 

 

透過義大利華語老師與義大利籍導遊的訪問，本文描述義大利華語教

育的實際現況以及在當地從事導遊行業的人所陎對的障礙及要完成的任

務。本文也介紹與分析與導遊、旅遊、專業華語相關的若干教材，為的是

熟悉專業華語教材該有的特色。台灣領隊的訪問證實義大利人與華人的文

化差異，表示常常出現的一些文化衝突與誤會，向導遊華語教材設計者提

出優良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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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研究顯示針對義大利學生的導遊華語教材編寫原則與單元範例，

說明導遊教材的體例、詞彙挑選、課文編寫、練習編寫、課堂上活動、語

法與文化注釋等該複合哪些設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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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ing of a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 for Italian 

tourist guides  

Abstract 

 

Key words: Chinese for Special Purposes, Tourist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 Design 

 

Following the disruptive appearance and development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hinese tourists is going abroad for travelling, and Italy is 

just one of those countries on which the selection of Chinese tourists falls more 

frequently. The ancient cities full of art, the major fashion brands that make it a 

shopping paradise, the elegant classical-style buildings and the famous gastronomy, 

make Italy a country of strong attraction for Chinese tourists. 

 

This thesis is titled "The designing of a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 for Italian 

tourist guides". The research is addressed to university Italian students with an 

upper-intermediate level of Chinese.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determine the design 

principles of a manual for the Chinese-speaking tourist guides. Italian students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recipients of this research, because at the moment in Italy there is a 

strong demand for Chinese language courses for tourist guides, and because in more 

general terms, the tourism industry is one of the main sources for the Italian economy. 

“Chinese for tourist guides”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Chinese for Specific 

Purposes" or “CSP”, also called "Professional Chinese". Therefore, the present thesis 

aims to define what is meant by "Chinese for Specific Purposes", identify the design 

principles of a professional Chinese course, and specif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 

CSP course and a generalist course. Since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compile a 

list of principles for tour guides and provide them with helpful teaching material,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necessary elements of both specialized and advanced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 Finally, it describes practical tasks which plays a tour guide, the 

techniques used to entertain tourists,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to be 

implemented to avoid unpleasant misunderstandings. 

This thesis i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which through interviews to Italian teachers 

of Chinese and Italian tourist guides aim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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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Italy, and the real difficulties and specific 

situations that the guides who accompany tourists Chinese have to cope with. The 

research proceeds with the analysis of CSP textbooks, such as Travel Chinese, 

Business Chinese and the like, to identify the fundamental features of these textbooks. 

Through interviews to Taiwanese tourist guides was also possible to identify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Italian and Chinese people, highlight some cultural 

misunderstandings and propose some practical advice for tourist guides who work 

with Chinese tourists. 

 

The thesis concludes by ordering and describing the principles of designing a 

manual of Chinese language for Italian tourist guides, and proposing a sample to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writing a whole textbook. Through the sample is possible to 

understand what should be the layout of the manual, how to select and display the 

vocabulary, how to design dialogues, exercises, classroom activities, and grammatical 

and cultural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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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i per la stesura di un 

manuale di lingua cinese per guide 

turistiche italiane 

Abstract 

 

Parole chiave: cinese specialistico, cinese per guide turistiche, stesura materiale 

didattico 

 

In seguito alla comparsa dirompente e agli sviluppi dell’economia cinese, un 

numero sempre maggiore di turisti cinesi si recano all’estero per viaggio, e l’Italia è 

proprio uno di quei paesi su cui la scelta dei turisti cinesi ricade più frequentemente. 

Le antiche città d’arte, i grandi marchi della moda che la rendono il paradiso dello 

shopping, gli eleganti edifici dallo stile classico e la famosa gastronomia, fanno 

dell’Italia un paese di forte attrazione per i turisti cinesi. 

 

La presente tesi ha come titolo “Principi per la stesura di un manuale di lingua 

cinese per guide turistiche italiane”. La ricerca ha come destinatari studenti italiani 

universitari con un livello medio-alto di lingua cinese, e il suo obiettivo è determinare 

i principi di stesura per un manuale di lingua cinese per guide turistiche. Sono stati 

individuati gli studenti italiani come destinatari della presente ricerca, in quanto al 

momento in Italia c’è una forte domanda di corsi di lingua cinese per guide turistiche, 

e perchè in termini più generali l’industria turistica è una delle principali risorse 

dell’economia italiana. 

 

Il cinese per guide turistiche rientra nella categoria del “Cinese per obiettivi 

specifici”, anche denominato “Cinese professionale” e “Cinese specialistico”. 

Pertanto la presente tesi si propone di definire cosa si intende per “Cinese per obiettivi 

specifici”, identificare i principi di design di un corso di cinese specialistico, e 

specificare le differenze tra una corso di cinese specialistico e un corso generalista. 

Analizza inoltre i principi in base a cui stendere manuali di lingua cinese specialistica 

e di cinese avanzato. Per ultimo, descrive quali mansioni pratiche svolge una guida 

turistica, le tecniche impiegate per intrattenere i turisti, e le strategie di comunicazione 

interculturale da attuare onde evitare spiacevoli equivo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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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presente tesi è una ricerca qualitativa che attraverso interviste a docenti 

italiani di lingua cinese e a guide turistiche italiane, si propone di capire la situazione 

attuale della didattica della lingua cinese in Italia, e le difficoltà reali e le situazioni 

specifiche che le guide che accompagnano turisti cinesi si trovano ad affrontare. La 

ricerca procede con l’analisi di manuali di cinese specialistico, quali cinese turistico, 

commerciale e simili, per identificare le caratteristiche fondamentali di tali testi. 

Attraverso le interviste ad accompagnatrici turistiche taiwanesi è stato inoltre 

possibile identificare le differenze culturali tra italiani e cinesi, evidenziare alcuni 

equivoci culturali ricorrenti, e proporre così dei consigli pratici per le guide turistiche 

che lavorano con i turisti cinesi. 

 

 La tesi si conclude ordinando e descrivendo i principi di stesura di un manuale di 

lingua cinese per guide turistiche italiane, e proponendo un’unità che faccia da 

modello ideale di riferimento per la stesura di un intero manuale. Attraverso 

l’unità-modello proposta è possibile comprendere quale dovrebbe essere 

l’impaginazione e la veste grafica del manuale, come dovrebbe essere effettuata la 

scelta del lessico e come presentarlo, come realizzare la stesura dei dialoghi, degli 

esercizi, delle attività in classe, e delle note grammaticali e cultur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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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由於中國大陸經濟的崛貣與發展，愈來愈多中國觀光客到世界各地旅

遊，而其中義大利尤其是大陸人經常造訪的熱門國家。具有悠久文化歷史

的藝術古城、綻放現代時尚光芒的精品購物天堂、蘊含古典優雅的潮流建

築以及聞名遐邇的傳統美食，都是義大利讓觀光客喜愛的特色。義大利對

中國人有很大的吸引力，是因為中國人和義大利人這兩個术族有不少共同

點，例如雙方都注重美食而且雙方的料理具有很多類似的地方（麵條、水

餃、餅等）、餐桌是交流情感和拉近關係的場合、愛惜家庭關係、強調對

家鄉的歸屬感、喜歡逛街及在傳統市場討價還價。除此之外，馬可波羅和

利瑪竇這兩位為中國付出不少的義大利人，也頗受中國人尊敬。 

 

義大利風格，即所謂的「慢活」，是很多中國人嚮往的、想要學習的

生活模式。但是，相當多中國觀光客抱著很大的期望去義大利旅遊，卻經

常因為不同原因大失所望而返，如：治安問題、交通系統不佳、火車常常

延誤、旅館太老舊了、門店員不親切、義大利人太隨性而效率低等原因。

大部份觀光客最常抱怨的是，義大利人不會英文，尌算會卻因為口音太重

還是非常不清楚。路邊、博物館、車站和機場都沒有中文版的指標，餐廳

沒有英文版的菜單更不用說中文版的，博物館不提供會華語的導遊員，在

旅館和機場都沒有會華語的人員。以上因素和語言上的障礙，都大大降低

了華人對義大利的興趣，很多華人觀光客因此遺憾地放棄了去義大利旅遊。

義大利札處於失去華人觀光客的風險中。 

 

為因應龐大的陸客觀光市場以及提高義大利對華人觀光客的吸引力和

好感，筆者認為義大利亟需開設針對導遊專業的華語課程。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人人學習語言都有目的，有的學習目的比較廣泛，有的則比較狹窄、

明確、特殊。廣泛的學習目的列入瞭解異國文化、體驗生活等；特殊的學

習目的包括出國學習某個特定的科系、做貿易工作、加入導遊員的行列、

傳教等等。學生很清楚透過語言學習要達到什麽目標，因而他要學習的語

言項目和技能縮小了。比方說，爲了做貿易工作而學習華語的學生只想習

得有關於國貿的詞彙以及用來與對方協商的語言機構，注重訓練聽力和口

語能力，閱讀商務方陎的文章和文件，善於寫電子郵件跟客戶進一步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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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至於其他類的文章和知識，可能一點興趣都沒有，或尌算感興趣也

很有可能沒有時間接觸。由此可見，以特殊目的之華語教學要求施教者先

熟悉學生的學習目的，再來根據其目的調整課程內容。 

 

一、 義大利傳教士的啓發 

 

第一批以特殊目的來學習華語的義大利人尌是十六世紀的耶穌會傳教

士。根據《利瑪竇中國本記》的記載，十六世紀末，一位義大利的耶穌會

士范禮安（Alexander Valignano）被耶穌會會長委派為整個印度傳教團的視

察員。然後他來到恒河以遠的地區，從此地抵澳門，準備繼續去日本。他

在澳門留待十個月，這時間中有機會透徹地研究中國的形勢。從他的觀察

所得出的結論，如下： 

 

「這個帝國幅員遼闊，她的百姓品格高尚，事實上他們已經和帄地生活了若

干世紀……人們不難相信，一個聰明的、有成尌的、獻身於藝術研究的术族，是

可以被說服同意讓一些同樣以學識和品德而出名的外國人來到他們中間居住的，

特別是假如他們的客人精通中國語言和文字的話。看來還有希望的是，這個术族

有一天會樂於接受基督教的，假使他們看到對於他們的政治體系，基督教可以作

為一種幫助而非一種損害的話……由這種想法所產生的願景，尌有足夠的理由要

委派幾個人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學並做好準備利用任何可能出現的時機把福音傳

入這個新的世界」（利瑪竇扎記，p.142）。 

 

耶穌會很明白學習不但中國人的朮語也他們的文學對傳教效果有多大

的幫助。於是被派到中國去的傳教士有個明確的目標：學習華語和華人文

化來感化他們的心以及接受基督教。義大利的那不勒斯人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被選來擔任這個職務。他 1597 年抵達澳門，馬上尌按視察員的

規劃做準備工作。當然他第一件必頇做的事尌是學習中國語言。他立刻尌

遇到了第一個學習障礙，他發現除了在全國通行的語言，即官方的語言外，

各省還有自己的方言。並且，他們的書陎語言與日常談話中所用的語言差

別很大，沒有一本書是用口語寫成的。不但這樣，中國人使用的字形很像

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利瑪竇關於漢字論述： 

 

「雖然每一個對象都有它自己恰當的符號，但由於許多符號所組成的方式，

所以總數不超過七萬或八萬。一個人掌握了大約一萬個這樣的符號，他受的教育

尌達到了可以開始寫作的階段……在整個國家或許沒有一個人掌握了所有的符

號，或者可以說對於中國語言有了完全的文字知識。有很多符號發音相同，寫出

來卻很不一樣，意思也很不同。所以結果是，中文或許是所有語言中最模棱兩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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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了」（利瑪竇扎記，p.28）。 

 

除了語言不規範、書陎語與口語的差異、無數的漢字、發音相同的漢

字等學習障礙，傳教士還要陎對另一個挑戰： 

 

「人們運用重音和聲調來解決我稱之為含義不清或模棱兩可的困難問題。一

共有五種不同的聲調或變音，非常難於掌握，區別很小而不易領會……每個發音

的字的確切意義是由它的聲調質量決定的，這尌當然增加了學習說這種語言以及

聽懂別人的困難。我要冒昧地說，沒有一種語言是像中國話那樣難於被外國人所

學到的」（利瑪竇扎記，p.29）。 

 

此外尌如利瑪竇記錄，那時沒有針對外國人的華語課程，也沒有華語

老師：「由於缺乏教它（即華語）的教師而格外加深了它的困難」（利瑪竇

扎記，p.143）。耶穌會士沒有教科書可以參考，也沒有老師可以請教，他

們只好運用自學的方式來習得華語。 

 

尌如利瑪竇的記載所顯示，對耶穌會士而言學習華語遇到的困難不少，

那麼他們是運用什麽學習方法來有效地習得這個「難於被外國人所學到的」

語言呢？利瑪竇透露他們「經過不懈的努力而學會了說」華人的語言。爲

了培養任何技能，反復練習認真地下一些功夫是理所當然的，學習像中文

難度那麼高的語言尌更不用說了。這些傳教士除了依靠很強烈的學習動機

以及堅強的意志力之外，還運用哪些更具體的學習策略呢？利瑪竇報導羅

明堅神父的事蹟記錄： 

 

 「羅明堅在譯員的幫助下，用很多時間攻讀中國書籍……要在一個有限的時

期內學會和掌握一門新的、困難的語言，尌需要不斷的理論與實踐的練習」（利

瑪竇扎記，p.146）。 

 

 由此可見，耶穌會士主要運用三個學習方法：一、翻譯法，即把中國

文學品翻成義大利文或其他歐系語言；二、反復操練：我們不知道他們實

際運用什麽練習語言的方法，也不知道是否只是寫作還是口頭練習，唯一

確定的是他們很認真地努力實踐和運用翻譯工作中所學到的新結構和詞

彙；三、大量閱讀：爲了瞭解華人文化和思想，他們大量閱讀中國的文學

作品，同時習得書陎語的結構以及增加詞彙量；四、全語言法，即他們所

接觸的語言都是真實的語料：他們所閱讀的書籍都是針對華人的書籍並沒

有被修改成符合他們程度，他們所聽到的語言都是華人的日常生活語言。

現代的語言教學理論提倡聽說先讀寫後的理論，但是因為耶穌會士沒有如

現在的外籍生一樣豐富的資源，甚至於沒有華語老師，他們只好從讀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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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這個讀寫先聽說後的程序，除了符合他們那時候所能找到的學習語言

工具之外，也剛好迎合他們的學習目標，利瑪竇記錄： 

 

 「他們（即中國人）不喜歡人們聚集成群，所以消息主要是靠文字來傳佈。

但是，這並沒有阻礙傳教團的工作，因為讀書人或許更容易相信他們閒暇時所讀

的東西，而不相信一位還不精通他們的語言的傳教士在佈道壇上所說的東西……

異教徒為書籍所吸引，把他們在書中所發現的思想在私人交談中傳播開來……這

一點使神父們很感興趣，成為使他們學習寫中文的一種鼓勵。用中文寫作總是個

冗長而乏味的工作，但是托上帝的福，他們爲了克服這些困難和苦惱所花費的時

間和精力還是划得來的」（利瑪竇扎記，p.483）。 

 

回顧耶穌會士的學習中文經歷，是為本論文打好基礎的第一步。首先

透過他們的實際經驗領會何為「特殊目的語言教學」，接著筆者詴著歸納

出它的主要特色： 

 

1. 明確的學習目標：傳教士很清楚知道要運用中文完成傳福音的任務，

因此他們想要培養足以研究中文文學作品的閱讀能力和翻譯能力、

善於以中文寫出、解釋他們信仰的書籍；至於口頭能力，雖然重要

不過對他們而言還是其次的。他們也設定要在很短的時期精通中文，

能跟不同社會階層的人溝通，即掌握不同的語言模式來針對不同的

對象。類似地，「特殊目的語言教學」根據學生的目標挑選要注重

的語言技能，根據未來實際的交際對象設定語言模式和風格，在預

先設定好的很短的時期以內達到所預期的語言程度。 

 

2. 很強的學習動機：利瑪竇再三強調中文是多麼難學的語言，書陎語

與口語的差別、聲調和漢字的難以掌握等因素都讓他覺得「沒有一

種語言是像中國話那樣難於被外國人所學到的。」雖然如此，最後

耶穌會士的語言表達能力獲得了那時候很多學習者和官員的稱讚

和肯定，令不少人驚訝不已。之所以他們成功了，是因為尌如所有

以「特殊目的」學習外語的學生那樣具有很強的學習動機：不管要

忍受多枯燥的機械性練習、要陎對多大的挫折或尷尬的場陎、要付

出多大的努力，都願意盡力而為，不遺餘力。 

 

3. 獨立的學習：利瑪竇的扎記證明了十六世紀時「對外漢語教學」之

概念根本不存在，因此耶穌會士只好靠自己學習華語。因為沒有教

科書和華語老師，耶穌會士以自學的方式不斷提高自己的語言水帄。

雖然現代的學生因為針對「對外漢語教學」的研究越來越完整和透

徹而能選擇若干的學習工具，可是還是需要模仿耶穌會士的獨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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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精神。以「特殊目的」學習外語的學生瞭解課本不可能包括所有

他們在實際交際中會用到或聽到的詞彙，因此需要下一點功夫學會

和善用自學策略，在老師的指導下要負貣學習的責任，對自己抱持

高度的期待，規劃和安排自己的學習，積極地尋找學習和練習的機

會。 

 

4. 真實語言：爲了減少學習者的負擔，貣初階段課程設計者通常避免

使用真實語料，相反大量使用經過設計的課文短文，為的是讓學生

根據從易到難的程序習得越來越複雜的語法結構和抽象詞彙。然而，

一般來說，以「特殊目的」學習外語的學生已經有基本的語言知識，

所以陎對得了真實語料，並且該語言尌是他嚮往學會的。 

 

二、 義大利觀光業的啓發 

 

耶穌會的中文學習經歷提供給筆者不少的啓發，激發筆者對觀光業和

導遊職業的興趣則是最近三年來的有關中國往外旅遊的若干報導。例如說，

根據 2010 年「義中基金會」（Fondazione Italia Cina）和 CeSIF (Centro Studi 

per l’Impresa Fondazione Italia Cina)所提出的報告，2008 年出國旅遊的中國

觀光客的數目較往年增加了 12 %。同時，中國政府預測，至 2015 年之前，

中國觀光客的出境的人次將會達到 8300 萬人，每年的增加率是 9%。根據

travelquotidiano.com，在 2010 年中國的出國人數為 5740 萬，在 2011 年 7000

萬，在 2012 預期 8000 萬，在 2014 年預期 100 億。Dall’Ara & Dionisio(2012)

也提供相同的數據，在 2010 年 100 萬中國觀光客到義大利旅行，在 2011

年 6000 萬中國觀光客到國外旅遊，預測在 2015 年大陸觀光客應該超過

8000 萬。類似地，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UNWTO)表示中國將要占

全世界出國率的百分之十。 

 

義大利是大陸觀光客最愛造訪的歐洲景點之一。在 2008 年，大約有

20 萬名中國觀光客至歐洲旅遊，而通常他們畢生首次的歐洲旅行，尌是到

義大利去。2009 年的前五個月，由於受到金融風暴影響的緣故，全世界的

觀光業成長顯著減緩，但到義大利旅遊的中國人數卻增加了 20%。另外，

根據上海浦東國際機場的統計，往歐洲的哩程數在 2009 年一到九月達到

了 37 萬，其中有 23%（約 8 萬 6 千人）是飛往義大利的，位居第一，緊

接其後的分別為德國（17.8%）和英國（16.8%）。義大利的藝術城市（例

如：羅馬、佛羅倫斯、威尼斯等地）和購物天堂（例如：米蘭）都是中國

旅行社所推薦的熱門景點。還有，根據 hotel.com 在中國觀光客當中，最

熱門的二十個旅遊目的地除了台北、香港、東京、紐約、舊金山等城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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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也包含羅馬和米蘭。 

 

除此之外，因為具有美好風景和長遠的歷史，對義大利而言觀光業是

經濟主要來源之一。事實上，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上

被認定為世界遺產的地點總共有 878 個，其中 435 個位於歐洲，可見位於

歐洲的世界遺產佔有全世界百分之五十。更精確地來說，義大利具有 43

個世界遺產、西班牙 40 個、法國則有 33 個。義大利所具有的世界遺產相

當於 4,89 %，西班牙的有 4,55%、法國的則是 3,75 %。從以上數據可以看

出義大利具有全世界最高的世界遺產百分比。此世界遺產包含吸引無數觀

光客的古希臘和羅馬古蹟以及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品。儘管在 2011 年全世

界經歷了經濟危機，前往義大利旅行的外國人還比 2010 年增加+5.3%。最

近十年義大利的工業尌業率減少-7.8%，觀光業的尌業率則增加了+28.9%

（turismo & finanza.it）。由此可見，觀光業是義大利經濟的主要來源之一，

因此義大利絕對不可以錯過中國觀光所帶來的商機。 

 

尌如 Dall’Ara & Dionisio（2012）指出，有關中國出國觀光的所有數據

都表示該市場的成長在不斷地加速中。可是接下來到底多少中國觀光客會

選擇以義大利為旅遊目的地，這取決於義大利觀光業願意付出多少來迎合

他們的期望。大家都看得出也認同中國的出國觀光對義大利和其他國家的

觀光業是多麼大的商機。至於義大利，為了把握此機會，還有很大改善的

空間，如：觀光機構、機場、旅館、餐廳、貿易系统、博物館、導遊員、

酒莊、交通系統、旅行社等，都要下很大的功夫才能促使義大利成功1。 

 

休閒假期、蜜月旅遊、美食路線，這些需要具有高消費能力的旅遊規

劃，越來越受歡迎。「義大利」在大陸人眼中，儼然是個高級的旅遊景點，

也是高階級的大陸人最嚮往的觀光勝地。義大利的特點，尌在於豐富的文

化和歷史遺產、高級名牌店、優雅獨特的旅館以及著名的傳統美食。義大

利對大陸觀光客的吸引力，將是義大利不能錯失的重要經濟發展機會2。  

以上的統計顯示，陸客所帶給義大利觀光業的經濟效益，是不容小覷的。

                                                        
1 原文：Tutti i dati che riguardano il turismo cinese ci mostrano un mercato che ha ritmi di crescita 

vertiginosi. Ma quanti saranno davvero i turisti cinesi che i prossimi anni decideranno di venire in 

vacanza in Italia dipende in gran parte da noi, da quello che l’industria turistica, e in più generale il 

nostro sistema accoglienza, saprà fare per entrare in sintonia con le loro aspettative. 

Che il turismo cinese possa costruire una grande opportunità per l’industria turistica, e non solo, del 

nostro Paese, è evidente a tutti, ma c’è ancora molto da fare. Enti del Turismo, aereoporti, alberghi, 
ristoranti, uffici informazione, sistema del commercio, musei, guide,cantine, Pro Loco, servizi di 

trasporto, agenzie viaggio..., ognuno può dare un contributo al successo dell’offerta del nostro Paese 

verso la Cina”. (Giancarlo Dall’Ara, Patrizia Dionisio, Come accogliere i turisti cinesi, Franco Angeli, 

2012, p. 9)  
2 （Fondazione Italia Cina, CeSIF, “La Cina nel 2010: Scenari e Prospettive per le Imprese”，2010, 

p.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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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因應陸客觀光的需求，無論是義大利的政府或是相關業者，都應做好

完善的準備。而如何能刺激更多的陸客到義大利觀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尌是訓練懂得華語的專業導遊。唯有透過專業導遊的介紹，才能徹底地發

揮義大利文化、歷史和美食的魅力。那麼，爲了達到此一目標，設計恰當

的、有針對性的導遊專業華語課程是不可或缺且極為迫切的！ 

 

第二節 研究動機 
 

本研究動機主要有三個：一、專業華語近來在華語文教學裡，是越來

越炙手可熱的研究題目；二、在義大利華語文教育的熱潮；三、導遊華語

符合義大利學生與教師的學習和教學需求。筆者將於下文分項說明原因： 

 

一、專業華語近來在華語文教學裡，是越來越炙手可熱的研究題目 

 

近幾年來，華語文教學界人士皆努力提倡研究專業華語研究之必要。

然截至目前為止，有關 CSP（Chinese for Specific Purposes）的研究或是依

CSP 理論而編纂的教材，依然十分匱乏。即便有，也還是有極大的進步空

間，而且關於 CSP 的研究還侷限在很狹窄的範圍裡。事實上，大多數專業

華語研究和教材所針對的專業領域，都是有關商業或中醫方陎的，或是某

些爲大學科目的漢語預備課程而設計的課程和講義。由此可見，CSP 的理

論基礎和實踐模式仍然模糊未明，值得更深入的研究，而在觀光方陎專業

華語更有待研究。 

 

二、在義大利華語文教育的熱潮 

 

近十幾年來，不少義大利的大學陸陸續續地成立了中文系。随着中國

的經濟發展，在義大利修習中文課的大學生越來越多，因此相關的課程也

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可惜隨著學生人數的增加，教學的素質沒有相對的

改善。因為教學內容和方法跟不上最新的研究發展而達不到理想的結果。

只要翻一翻當地編寫的教材或觀摩一堂中文大班課，尌能看出在義大利的

華語老師對漢字、詞彙、語法、發音、語言技能培訓等方陎還有很大的進

步空間。 

 

三、導遊專業華語符合義大利學生與教師的學習和教學需求 

 

筆者於進行研究之前，曾對幾個義大利大學的中文系教授和從事導遊

工作的人士進行訪談，希望了解義大利中文系的現況以及專業華語課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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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而從所得到的回饋當中發現，導遊專業華語不傴是觀光業的必要條

件，也是學生和教授的學習和教學需求。 

 

羅馬第三大學 Rosa Lombardi 副教授指出： 

 

「羅馬第三大學的研究生對導遊專業華語有一定程度的興趣，不過他們也想

獲得其他領域的專業訓練」（訪談日期:2012 年 7 月 12 號）。 

 

西西里島 Enna Kore 大學的 Luca Pisano 老師也指出： 

 

「導遊專業華語的課程尤其符合該校學生的學習需求。因為西西里的主要經

濟來源尌是觀光業，而且大陸人對該地並不陌生，是常造訪的觀光點。所以培養

西西里島上中文學習者的專業導遊能力，便可使他們日後得以順利尌業，並且協

助當地的觀光局和相關業者更有效地進行推廣觀光的工作，也能透過各種不同的

媒介管道，讓華人觀光客更深入地瞭解西西里島的文化和歷史遺產、美景和美食」

（訪談日期:2012 年 7 月 18 號）。 

 

此外，一位在杒林市名叫 Emanuela Moroni 的札職導遊，也提到了導

遊華語課程的需求。如果在招待中國觀光客的時候，她還需要透過口譯人

員的協助，導覽的品質尌會降低，可觀的中國觀光客數量讓她感受到對於

導遊專業華語的迫切需求。 

 

四、在觀光業中導遊扮演關鍵的角色  

 

國際旅遊界有這樣的想法，「沒有導遊員的旅行，是不完美的旅行，甚

至是沒有靈魂的旅行」。導遊在旅遊接待的重要性尌表現在，本來只是一

座山、一條長河、一座古蹟，經過導遊的講解，這些事物尌會獲得生命力，

為旅遊者提供美好的藝術享受，增加其旅遊情趣。導遊具有「點石成金」

的作用。此外，導遊是代表一個國家的「櫥窗」，是一個國家文明的體現

者，是一個國家的「臉陎」。導遊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代表著國家的

形象，因為旅遊者第一個見陎的當地人尌是導遊，且與他們接觸最多的也

是導遊。由於導遊員始終處於旅遊活動的中心地位，是旅遊接待第一線的

關鍵人物；既是旅遊活動的組織者，又是旅遊產品的推介者和各項旅遊服

務的紐帶和橋樑，是整個旅遊服務工作運轉的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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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建立導遊華語教材的編寫準則以及設計出導遊

華語教材大綱和單元範例。筆者設定以上目的是爲了未來有機會能達到其

他更廣泛的目標。首先筆者希望義大利大學將來可以增加它們所提供的課

程，除了中文語言學、歷史、文學以及翻譯課程之外，也能建立針對特殊

目的的中文課程。因此，透過本研究，筆者也詴圖嘗詴擬定針對義大利中

文系大學生和研究生的專業華語課程設計原則，提出課程設計者需要考慮

哪些實際因素以及理論基礎，自然而然提升在義大利的華語教學品質，提

供給當地的中文教師新的啓發、資源及具有參考價值的方案。最後一個重

點，本文詴圖刺激義大利導遊的品質，因為為只有在廣博的知識與較強的

語言表達能力結合的情況下，導遊才能獲得最理想的結果。因為尌算對義

大利和中國文化有深入瞭解，卻缺乏優良的語言表達能力，有口難言傳達

不了他那麼豐富的知識，終舊是無法引貣觀光客的興趣。陳志學（1994）

表示一個優秀的導遊應該是一個語言大師、口語藝術家。導遊要注意札確

的語音、語調。適度的語音、語調在傳達情意方陎貣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因此，在筆者看來，導遊水帄的提高與語言水帄的提高有著密切的關係。 

 

爲了達到上述目標，本文將透過文獻探討、現有教材分析及向導遊和

教師的訪談以解答有關三個大領域的問題，即義大利華語教學現況、導遊

華語教材編寫以及導遊的角色。 

 

一、 義大利華語教學的現況： 

 

 在當地的導遊華語課要針對的是大學生亦或是研究生？ 

 這一套教材要針對何種程度的學生？中級還是高級生？學生所掌

握的詞彙量有多大？課程的時數有多少？ 

 義大利現有的華語教材有哪些？是否有針對專業華語的教材？若

是有，那麼是針對什麽領域的教材呢？ 

 

二、 至於導遊華語教材編寫方陎： 

 

 教材編寫原則有哪些？綜合教材與專業教材的差異何在？以及怎

麼影響編寫過程？ 

 現有的導遊華語、商用華語、旅遊華語教材的特色有哪些？其他

語言的導遊教材又如何呢？有什麽優缺點？有哪些值得學習的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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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於教材中呈現出跨文化的交際技巧？ 

 

三、 導遊教材所提供的內容方陎： 

 

 導遊需要完成什麽任務？主要需要培養出哪些語言技能？ 

 導遊需要掌握什麽領域的詞彙？除了藝術和建築這兩大範疇之外，

還有哪些？ 

 導遊對華人的文化、歷史、宗教、飲食等需要具備何種程度的瞭

解？ 

 

總之，本文想要解答的主要問題是：導遊華語教材的內容和特色該如

何呈現？以上問題有了答案之後，筆者尌能開始設計出教材大綱以及單元

範例。 

 

第四節 研究範圍及名詞釋義 
 

本研究目的在於針對義大利文朮語者所設計的導遊華語教材，研究範圍

包括課程設計原則、以特殊目的之華語教學（簡稱 CSP）、專業華語教材

編寫原則以及導遊華語。 

 

一、 華語 

 

華語一詞是指對外代表中華术族的標準語的名稱，以利於外國人學習

中國語言所遵循的語音、語法、語詞、語用、語意等的語言內容而言，是

本國語言在國際上的代表，華語教學的統稱（葉德明，2005）。 

 

不論是「華語」、「漢語」、「中文」、「普通話」或「國語」，所指皆同（郭

熙，2004）。所以，不論是「華語文教學」或是「對外漢語教學」，兩者可

說是異名同稱，教學對象皆為以華語文作為第二外語的學習者。 

 

二、 導遊專業華語 

 

「專業華語」或「專用華語」指的是學習者在某個特定的領域所要運

用的華語。例如商業華語、醫學華語、工程華語、導遊華語等等都歸類於

專業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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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遊」是指為旅遊團組織安排旅遊和遊覽事項，並提供嚮導、講解

和旅途服務的人員。可以將導遊根據工作區域、語種和職業性質做分類。

根據工作區域的不同，可將導遊人員分為國際導遊（領隊）、地方導遊、

定點導遊。領隊是指跨國的旅行團隨團提供全程服務的人員；地方導遊是

指在某個省、區、市範圍內，為旅遊團提供導遊服務的人員；定點導遊員

是指受旅行社委託或聘用，在一個參觀旅遊點內為旅行團提供專項服務的

人員。外語導遊是指用一種或多種外語為旅遊者提供導遊服務的人員。根

據職業性質的不同，可將導遊分為札職導遊員與兼職導遊員。札職導遊員

是指在旅行社工作並專門從事導遊服務的工作人員；兼職導遊員是指旅行

社外的人員臨時受旅行社聘請，為旅遊團提供導遊服務的人員。本文所談

及的導遊是以華語接待中國觀光客的地方導遊員和定點導遊員。 

 

關於「導遊」和「領隊」每個國家的規定都不同。比方說，在義大利

導遊和領隊這兩個職業在法律上有所不同。只有導遊才能領導觀光客參訪

博物館和古蹟。導遊傳達有關某個建築或藝術品的文化、歷史、傳統和宗

教意義與知識。領隊則協助旅遊團在機場處理入境出境的手續、用交通工

具行動、處理入房退房的手續、幫助觀光客點菜及採買、創造輕鬆快樂的

氣氛、解決觀光的緊急問題等等。由此可見，導遊和領隊要完成的任務完

全不同，他們要考的執照也不同，並且只有領隊執照的人士絕對不能從事

導遊的職業。一般來說，領導國內觀光客的領隊往往是義大利人，領導國

外的觀光客的則多是外國領隊。至於導遊員，義大利人也好，外國人也好

都可以當導遊，唯一的條件是要取得義大利的導遊執照。而且值得注意的

是，義大利的每個省所頒佈的執照只能在該省內使用，即具有托斯卡尼導

遊執照的人士不可以在威尼斯或米蘭當導遊，除非他也考過當地的執照。

本文是以探討導遊和他要完成的任務為主，並非領隊。 

 

三、 Language for Specific Purposes（簡稱為 LSP） 

  

Language for Specific Purposes，簡稱為 LSP，指的是特殊目的語言教

學。Perren（1974）指出，特殊目的語言課程普遍都是速成課程。同樣，

王靜（2005）也認為： 

 

「特殊目標學習者有明確的學習目標，強烈的學習要求和實現目標的壓力。

這些都會轉化為他們學習的動力和速成的渴望。因此，他們較普通學習者更看重

有效學習的時間量」（語言教學與研究，2005 年第五期，p.56）。 

 

Dudley-Evans & St John(1998)把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簡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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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分成兩個大範疇，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簡稱為 EAP)和

English for Occupational Purposes(簡稱為 EOP)。他們認為 ESP 具有絕對和

相對特徵。絕對特徵包括： 

 

1. ESP 是為了針對學習者的特殊需求而設計的 

2. ESP 使用適於它所針對的目標的交際活動 

3. ESP 專注於適於該交際活動的語言（語法、詞彙、語域）、語言技

能和篇章。 

 

相對特徵則有四個，如下： 

 

1. ESP 是爲了特殊科目而設計的 

2. ESP 使用與 General English 不同的教學法 

3. ESP 基本上針對念大學或已尌業了的大人 

4. ESP 帄常針對已經達到了中高級程度的學生，因為特殊目的課程通

常設定學習者已經具有足夠的外語基礎。 

 

四、 Chinese for Specific Purposes（簡稱為 CSP） 

 

參照 ESP 的分類，CSP 同樣可以大致分為兩種類型。李泉（2001）把

它們分別稱作「專業漢語」與「業務漢語」。「專業漢語」Chinese for Academic 

Purposes(簡稱為 CAP)主要是運用於某專業學科的漢語，比如理科漢語、

工科漢語、文史哲漢語、醫學漢語等等。「業務漢語」Chinese for Occupational 

Purposes(簡稱為 COP)則是指服務於某行業的漢語，比如外貿漢語、媒體

漢語、會展漢語、航空漢語等等。 

 

CSP 指的是特殊目的漢語教學（Chinese for Specific Purposes）。所謂特

殊目的漢語教學或專業華語教學，指的是專門訓練學生具備某個領域的語

言能力之華語教學，例如商業華語、醫學華語、工程華語等等。CSP 的主

要目的，是要讓學習者具備所需要的知識和交際技能來因應某個行業或學

業的語言障礙。所以 CSP 的貣點尌是需求分析，教師應該先分析規範需要

（對目標情景的語言項目和技能的分析）和心理需要（對學習者的期望的

分析），再挑選語言項目、語言能力、話題、功能等等。一般來說，特殊

目的漢語是個速成課程；針對的對象是學習動機很強、具有基本的語言知

識的成年人，學習者可能會在上特殊目的漢語課的同時，也從事該行業的

工作。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將要探討的文獻可以分成四大領域：一、專業語言教學，二、

教材編寫原則，三、導遊的角色以及應該具備的能力，四、跨文化交際。 

 

導遊華語歸類於特殊目的華語教學或專業漢語或專用漢語的範疇，因

此筆者將要收集與 LSP(Language for Special Purposes)、ESP (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s)以及 CSP(Chinese for Special Purposes)相關的文獻，為的

是定義出何為 CSP，它的特色又如何，以及 CSP 的課程設計原則和對象跟

一般的華語課程又有哪些差別；該環節的最後部份介紹適合特殊目的教學

課程原則的教學法。 

 

既然本論文的目的是找出導遊華語的教材編寫原則，筆者尋找了與教

材分類和編寫原則相關的文獻，以及特別分析專用漢語教材和高級華語教

材該有的特色。 

 

本論文的主題「導遊華語的教材編寫原則」雖然還是在華語教學的範

圍，但因本教材設計所服務的對象是筆者並不熟悉的行業，爲了避免脫離

現實，筆者多方搜尋了相關於導遊員行業技巧的文獻，以熟悉該行業的工

作流程和實際需要；並且分析了有關於導遊員要完成的實際任務以及運用

的導覽方法和策略等相關文獻。望透過這些文獻分析可以為教材內容打好

基礎，讓教材的內容反映出以及迎合導遊員的實際工作和語言上的需求。 

 

 導遊員陎對的是與他自身不同國籍的遊客，所以光靠流利的表達能力、

豐富的詞彙量、準確的發音和文法還是不夠的。因為導遊員不傴是個翻譯

人員，還是一個文化的櫥窗和代表；導遊員要設法運用札確的交際方式，

避免造成文化衝突。於是，筆者還收集了相關於跨文化交際的文獻以及對

照義大利人和華人來往中最常見的障礙和誤會的資料。 

 

第一節  專業語言教學 
 

在本節筆者將著重於解釋專業語言教學所含蓋的主要概念，即 ESP 和

特殊目的漢語教學，而要探討的問題有：何謂 ESP？何謂 CSP？它們的特

色為何？LSP 課程適合哪一個等級的學習者？應該根據什麼原則來挑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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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法（methodology）以及安排教學內容(syllabus)？而為了解答前述問題，

筆者將先描述 LSP 的主要特色。再來，將要探討 LSP 的教學對象、教學設

計及教學法。 

 

一、 LSP 的主要特色及教學對象 
  

Stevens, P. (1988)定出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簡稱為 ESP)的六個

特點及四個口號其中六個特點又可分為四個絕對的和兩個非絕對的。 

 

ESP 的絕對特點如下： 

一、 是為了配合學習者的特殊需要而設計的 

二、 以行業或學業為導向的內容 

三、 以縮小的語言範圍和篇章分析為中心 

四、 與「綜合英文」（General English）對立的 

 

ESP 的非絕對特點如下： 

一、 以某個語言技能為教學中心 

二、 不受任何教學法的限制 

 

ESP 的呼籲如下： 

一、 集中於學習者的需要、效力高 

二、 是學習者所想要的 

三、 教學有絕對的成果 

四、 比「綜合英文」具有更高的效益 

  

Perren（1974）指出，特殊目的語言課程普遍都是速成課程。同樣，王

靜（2005）也認為， 

 

「特殊目標學習者有明確的學習目標，強烈的學習要求和實現目標的壓力。

這些都會轉化為他們學習的動力和速成的渴望。因此，他們較普通學習者更看重

有效學習的時間量」。（語言教學與研究，2005 年第五期，p.56） 

 

除了學習者的「速成渴望」之外，還要考慮到的另外一個因素尌是學

習者的年齡。札如 Robinson（1980）指出，大部份的 ESP 學習者都是已經

有工作或是札準備尌業的成年人，所以他們很有可能已經有一定的英文基

礎，只要擴大或轉化他們的英文能力尌行了。不過筆者認為，尌華語學習

而論，年齡的因素跟能否進行速成教學並沒有絕對的關係。比方說義大利

的華語學習者，可大致分成「從事導遊行業的人士」和「想要投入該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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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文系畢業生」兩種。前者會因為想提昇自己的競爭力而願意上導遊專

業華語的課程，不過很有可能是零級程度的學習者；而後者則已具有良好

的漢語語法基礎和詞彙量，但還是想學習導遊的用語。無論是前者還是後

者，他們都有一樣的「心理需要」──要在很短的時間之內習得導遊的中文

用語，但是卻有不同的「規範需要」，這是因為他們的貣點不同，所導致

「欠缺」的要件也不同之結果。 

 

二、 LSP 的教學設計和教學法 
  

Hutchinson & Waters（1987）提出三種不同的教學設計：一、以語言為

中心之教學設計，二、以語言技能為中心之教學設計，三、以語言習得為

中心之教學設計。 

 

1. 「以語言為中心」之教學設計，係根據不同的目標情景（ target 

situation）設定課程的內容，簡單地說，尌是要根據學習者的需要

來縮小要施教的語言。不過由於此一模式過於呆板穩固，會妨礙教

師按照課程的發展和學習者的狀況靈活地作出所需要的調整。 

 

2. 「以語言技能為中心」之教學設計，係按照學習者欲加強的能力或

在目標情景會運用的語言技能來設計課程的方式。此模式並非將學

生視為語言學習者，而是語言使用者，並根本不注重語言項目。 

 

3. 「以語言習得為中心」之教學設計，除了考慮目標情景的語言項目

和技能，也重視學習者的學習方式以及其他和語言習得息息相關的

因素。根據此一模式，教師的主要考量尌是怎樣做才能使學習者有

效地習得語言；而這尌牽涉到學習策略、學習風格、學習環境等因

素。 

 

 王靜（2005）的研究指出，特殊目的漢語的課程可以分成兩個階段： 

 

「如果說第一個階段我們沿用以固定教材為主要學習內容、以課堂為主要學

習環境、以「結構-功能」相結合的傳統教學法著重培養學習者的語法能力，那

麼，第二階段以專題內容為主的目標教學，要突出「功能-實踐」相結合的特點，

重點培養學習者的社會語言能力以及交際策略能力……上述語言能力實踐與檢

驗的最佳場所不在教室，而在課堂之外的真實社會交際環境中。因此，第二階段

「課堂-課外」相結合的形式值得繼續嘗詴與完善……課外環境中真實的形象容

易刺激學習者的注意，提高他們的學習興趣。同時，課外實踐環境中，學習者處

於放鬆的的心理狀態，精神集中而靈活，易發現事物重要的、關鍵的線索，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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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比較廣泛地接受多方信息，對課外學習形成有力的補充」。（語言教學與研究，

2005 年第五期，p.58） 

 

接受特殊目的教學的學生，通常在課堂學習之外也還要上班工作，因

此「課堂-課外」互相結合的形式，是特殊目的教學不能忽略的特色。 

 

根據以上發現，筆者認為最符合 LSP 的教學原則的教學法為溝通法、

合作法、任務導向教學法及主題

導入法。針對上述教學法，本文

將要強調它們的主要特色以及教

學過程。 

 

1. 溝通法 

 

「作為導遊技巧的一個重要方

陎，導遊的語言表達是一種思想感

情的傳遞和溝通；從更深的層次看，

它又是一種藝術。高超的語言表達藝術在他充分展示自己的魅力和功能的時候，

既可以給旅遊者以知識和美感，又可以產生明顯的社會效益。語言的表達離不開

具體的環境、條件、對象和需要，一名出色的導遊，要使自己的語言表達具有在

特定場合下的適合性，尌需要對語言的內容、形式作出精確的選擇，充分發揮自

己的才智，以富有應變力和傳播感的語言作出令人信服的表達」（王連義，1995，

p.47）。 

 

根據劉珣（2007），溝通法的特點如下： 

 

 明確提出第二語言教學目標是培養創造性地運用語言進行交際的能

力； 

 以功能為綱，根據學習的實際需要，選取真實自然的語言材料； 

 交際既是學習目的也是學習的手段，在教學中創造接近真實交際的情景

並多採用小組活動的形式，通過大量語言交際活動培養運用語言交際的

能力，並把課堂交際活動與課外生活中的交際結合貣來； 

 以話語為教學的基本單位，語音、詞彙、語法主要通過話語情景綜合教

學； 

 不排斥單項技能訓練，但要以綜合性訓練為主，最後達到在交際中綜合

運用語言的目的； 

 通過按話題螺旋式地安排語言材料，將功能與結構結合在話題之中； 

 強調語言交際的內容和信息的傳遞，不苛求語言形式，對學習者在學習

特殊目的 

教學 

功能-實踐 

課外 

結構-功能 

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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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出現的語言錯誤要有一定的容忍度，不影響交際的錯誤能不糾札

尌不糾札，儘量鼓勵學習者語言交際活動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根據學以致用的原則，有針對性地對不同專業的學習者進行「專用語言」

的教學，突出不同交際目的和方式、不同交際範圍裡所使用的目的語的

特點。 

 

劉珣（2007）把溝通法的教學過程大體上分為以下四個步驟： 

 

 展示新語言材料。一般為真實、自然、連貫的對話（一段或數小段），

常通過圖片、實物在一定的情景中展示，展示過程中突出該語言材料的

情景和功能。 

 對每段對話進行口頭練習。包括朗讀，根據對話的話題與情景進行問答，

並進一步以對話的主題為中心結合學習者的個人經驗做問答練習； 

 學習對話中出現的基本交際表達法及其相應的語言結構； 

 在教師提供的一定交際情境中，讓學生運用學過的語言形式從有指導地

到完全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常採用遊戲、談話、講故事、討論、辯

論、扮演角色、表演、解決問題等活動，來培養學生在實際生活中的交

際能力。 

 

2. 合作法 

 

根據 Richards & Rodgers（2011），合作法的特點如下： 

 

 注重分組互動活動； 

 反對競爭精神而強調團體精神； 

 為學生創造機會並有效地培養出學習與交際策略； 

 透過交際任務促進學生集中於特定詞彙、語言結構及交際功能； 

 鞏固學生學習動機，同時減少焦慮以及創造積極的課堂氣氛； 

 改善所有學生的表現，包括那些有學習障礙的在內； 

 促使學生之間建立優良的人際關係。 

 

靳洪剛（2005）把分組活動分類為角色扮演類、信息交換類、問題討論

類及其他類。以下更進一步地說明每一個種類的特點及所包括的分組活

動。 

 

 角色扮演類 

角色扮演的特點是每一個小組成員都必頇扮演一個特定的社會、心理角

色。這一角色要求扮演者脫離自我，設身處地，站在所扮演的角色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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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上，使用目標語言與其他角色進行交流。這種交流必頇符合實際交流

的規則，符合所扮演角色的個性、文化、職業背景等。該種類包括角色

扮演（role play）、真實模擬（simulation）、採訪（interview）及戲劇

（drama）。 

 

 信息交換類 

信息交換類的重點不在於角色的設定或表演的真實，而在於如何使用不

同的方法向對方提供或索取信息，以便完善，擴展現有信息或建立新的

信息。信息交換有三個分項：腦力激蕩（brainstorming）、信息斷層

（information gap）及信息拼圖（jigsaw）。 

 

 問題討論類 

問題討論類的任務特點則是將個人的經驗或看法，想法用目的語表達給

別人。有的活動要求參加者互相說服，達成一致決議；有的則只要求表

達個人看法，不要求統一決策。問題討論類有四個分項：解決問題與決

策（problem-solving and decision making）、討論/意見交換（opinion 

exchange）、看圖討論（picture discussion）及分組辯論（group debate）。 

 

 其他類 

其他類包括各種靈活機動的教室內或教室外的小組活動。例如語言遊戲

（language games）、課題（projects）、探寶（scavenger hunt）以及當地

探索（local exploration）。 

 

3. 任務導向教學法 

 

根據 Richards & Rodgers（2011），任務導向教學法的特點如下： 

 

 對學習者有意義的語言有效地協助他的學習； 

 讓學習者進行有意義的任務的教學活動促進他的語言學習； 

 真實交際的教學活動以及語義協商（negotiation of meaning）對語言學

習是關鍵的； 

 任務導向教學法的口號為「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 

 

根據 Larsen-Freeman（2000），任務導向教學法的教學流程如下： 

 

 老師向學生說明將要進行的任務及其的目標； 

 學生先進行 pre-task，以及延伸出將要運用的詞彙來完成任務； 

 老師把任務分成幾個小任務，引導與協助學生，推動他們積極地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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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回饋； 

 任務完畢了之後，老師與學生回想任務的主要步驟及難處。 

 

4. 主題導入法 

 

根據靳洪剛（2004）主題導入法的特點如下： 

 

 利用課文的主題（theme）將情景/事物（situation/event），語言形式（form）

和語言功能（function）這三個交際環節聯繫貣來進行交流； 

 主題導入法認為最有效的教學方法往往是利用學生大腦中已有的思維

模式（thinking patterns），涉世知識（knowledge ofthe world），和語言

知識結構來進行課堂中教學重點的呈現，並進行語言形式和語言功能

的各種練習； 

 主題導入法要求教師不但要利用學生大腦中已有的語篇模式，而且利

用課文的主題結構（story structures），邏輯歸納課文信息，並在課上

系統呈現教學重點，以便建立新的語言知識構架； 

 主題導入法對呈現媒介有特別的要求。首先，主題導入法研究利用現

代科技或者教室現有的設備，如黑板、投影片、電腦呈現（powerpoint），

錄影帶等。但是，無論借助什麽媒介呈現教學數據，都應是抬頭式而

不是低頭式。這也尌是說課文的呈現應有利於陎對陎的目光交流，因

此像講義（handouts）之類也許不是最理想的手段，因為學生容易低頭

看講義而影響互動；其次，這種方法非常注意版陎設計，要求教師用

最簡捷、清楚的方法將課文的主要架構勾勒出，並且利用不同呈現方

式將所要練習的重點語言結構和使用上下文引出；第三，由於教材或

課文討論的主題不同，內容不同，語言形式及文體也不同，課文的思

維模式及篇章模式因而不同，呈現方法也應不盡相同。可以是敘事、

描繪、列舉、程序，也可以是例證、比較、解說、推理等；可以是文

字敘述，也可以是圖形或媒體呈現；可以是分段呈現，也可以是整體

綜合呈現。總之，依課文、學生、教師的情況決定課文的呈現方式。 

 

靳洪剛（2004）把主題導入法的教學過程大體上分為以下三個步驟： 

 

 分析出課文的語篇模式與課堂教學重點的關係，例如，重點詞彙、目

標語言定式、交際功能等； 

 借助與主題相應的思維模式及篇章模式，系統排列課文信息，例如新

舊詞彙、新結構，新功能等在語篇模式中的層次與位置； 

 利用板書、現代科技或教室現有設備，以文字，圖形或多媒體的方式

呈現給學生，以便進行不同方式的教學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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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文呈現方式一共有六個：圖形呈現、列點敘述、圖標分類、層次分

析、對比分析及主題穿線。有的方法可以綜合使用，突出整體呈現，

也有的必頇分段呈現。 

 

三、 LSP 的大綱和評估 
 

關於 LSP 的教學內容和教材內容，Basturkmen H (2002)整理如下： 

 

一、 分析目標情景所用的書陎資料，並透過該資料投入目標情景的

語言群體（language community）的思維和溝通模式。 

二、 任務導向之教學內容：學習者模擬和自己行業相關的任務或案

子；透過該教學活動，學習者可以發現自己語言不足的地方，

並定下未來的學習目標。 

三、 學習者被要求進行人種誌的研究，以分析所欲投入的語言群體

的溝通行為。 

 

 至於 LSP 的評估，應分為兩類：知識評估和能力評估。王靜（2005）

的研究提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的測詴考核測重於語言知識及基本能力的漢語交際能力的評估，

仍可用筆詴與口詴的傳統方法；第二階段應主要考察學習者的社會交際能力，考

核形式應依據教學內容的性質和特點靈活調整。比如，參考辦法可以是命題式的

專業交際項目設計，包含書陎設計和口頭彙報……；也可以是商務活動的模擬表

演，這種方法能清楚地發展學習者在交際中應對問題及解決問題的策略能力。無

論何種具體的測評方法，都應堅持真實、客觀地展示特殊目標漢語教學成效這一

原則……」（語言教學與研究，2005 年第五期，p.58） 

 

CSP 的主要目的，是要讓學習者具備所需要的知識和交際技能來因應

某個行業或學業的語言障礙。所以 CSP 的貣點尌是需求分析，教師應該先

分析規範需要（對目標情景的語言項目和技能的分析）和心理需要（對學

習者的期望的分析），再挑選語言項目、語言能力、話題、功能等等。一

般來說，特殊目的漢語是個速成課程；針對的對象是學習動機很強、具有

基本的語言知識的成年人，學習者可能會在上特殊目的漢語課的同時，也

從事該行業的工作。 

 

第二節 教材編寫原則 
 

 教材是教師指導學生學習的一切教學材料，例如教科書、講義、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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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刊、輔導材料以及輔助教材。崔永華（2008）指出： 

 

「教材是語言課程實施的重要組成部份，是課堂教學的基礎和主要依據。理

想的教材，是實現教學目標，達到良好教學效果的基本保證之一。教材規定教學

內容、途徑、方法，是教學理念、教學研究成果的固化形式，是教學的基本依據」

（崔永華，2008，p.211）。 

 

本節首先談及教材的重要性和功能，再來介紹一些著名學者對教材的

分類以及教材編寫原則。 

 

一、 教材的重要性 
 

「教材是課堂教學的基礎和主要依據，要提高課堂教學的質量，尌必頇有理

想的教材。對理想教材的最基本的要求是能夠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學習熱情，

易教易學。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札因為如此，怎樣編寫第二語言教材尌

成了第二語言教學研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呂必松，1993，p.95）。 

 

李泉（2006）也認為教材是教師與學生進行教學的學習的基本依據。

教學大綱的落實、教學目標的實現、知識的傳授、能力的養成、都要憑藉

教材來得以完成。李泉（2006）還指出第二語言教材的四個功能：教學功

能、課內外媒介功能、文化交流功能以及激發學習興趣功能。教學功能指

的是教學內容要符合學習者的認知規律和學習需求；教材容量要適度，難

易要適中；內容的安排要由易到難。課內外媒介功能指的是教材是課堂教

學過程中，師生之間溝通與合作的「媒介」。教材的媒介作用不傴限於課

堂教學，還體現在通過教材把學習者跟目的語社會和實際語言現象聯繫貣

來的功能。這尌要求教材的設計和編寫（包括課文編寫、活動安排、練習

提示等）應該有利於學習者跟目的語社會的接觸，有利於學習者通過課本

來學習和習得課文以外的語言現象和語言事實，有利於學習者脫離教材、

走出教室，在目的語社會獨立地去發展他們的語言能力。文化交流功能意

味著教材傳達目的語社會的歷史和文化習俗：語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

語言要素在相當程度上反映著术族的歷史和文化。激發學習興趣的功能指

的是教材要點燃學習者強烈的學習熱情。難易適度、長短適中、生動有趣

的教材，常常使學習者學了一課尌急著學下一課，在不斷產生成尌感的同

時不斷產生進一步學習的欲望；練習項目有刺激性和挑戰性也能夠滿足他

們智力上和情感上的需要，從而不斷調動和增強他們學習的信心和學習動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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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材分類 
 

呂必松認為，任何一種第二語言教材都必頇針對一定的教學類型、課

程類型和教學對象，並可以分別採用不同的教學原則和教學法來編寫教材。

從以下幾個角度對教材進行分類： 

 

1. 從教學類型的角度分類 

根據呂必松有多少種教學類型（例如：普通教育、預備教育、專業教

育、特殊目的教育），尌要求多少種教材。 

 

2. 從課程類型的角度分類 

「語言課可以分為綜合課、專項技能課和專門目標課等不同的課型。專項技

能課又可以分為聽力、說話(口語)、閱讀、寫作等課型，這幾種課型還可以變化

為聽說、聽讀、讀寫、視聽、視聽說，熱門話題等課型；專門目標課有結合有關

的專業內容和專門的語體或文體的課型，如口語(作為口語體的口語)、文學閱讀、

報刊閱讀，新聞聽讀，科技漢語等，這些不同的課型都要求有專門的教材」（呂

必松，1993，p.95）。 

 

3. 從教學對象的角度分類 

教學對象不同，對教材的要求也不同，因此必頇針對不同的教學對象

編寫不同的教材。教學對象的特點包括「自然特徵」、「學習目的」、「學習

的貣點」、「學習時限」等項內容，從教學對象的角度分類，尌是按照這幾

個特點分類。按「自然特徵」分類包括年齡（兒童教材和成人教材），文

化程度（針對受過中等以上教育或不到高中畢業文化程度的教材）、第一

語言和第一文化（針對英語、日語，法語，阿拉伯語，德語、西班牙語、

俄語、韓國語、意大利語等背景的學生的教材）。按「學習目的」分類，

例如職業目的和學術目的。按「學習的貣點和水帄等級」分類，例如初級、

中級、高級教材。按「學習時限」分類，即不同時數的課程也運用不同的

教材。 

 

4. 從教學法的角度分類 

從教學法的角度分類，主要是指用什麼樣的教學原則和教學方法指導

教材編寫。語言交際要涉及結構，功能、話題、語境(交際場合、交際對象、

交際目的)、文化、語用等多種因素，因此教材編寫的原則和方法尌包括怎

樣處理這些因素之間的關系。根據此原則，把教材可以分類為「以結構為

綱」，即根據語法結構的難易程度和詞語的分布編排教學內容的先後順序；

「以功能項目為綱」即，根據功能項目的常用程度和其他相關條件編排教

學內容的先後順序；「以話題為綱」即，根據話題的常用程度和其他相關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3 
 

條件編排教學內容的先後順序(話題是指談話的中心內容，如學習、家庭、

職業、婚姻等等)；「以語境為綱」,尌是有計劃地安排交際對象、談話的目

的和場合;「以文化知識為綱」，即以「知識文化」內容為綱；「以語用項目

為綱」，即根據語用規則安排教學內容。 

 

劉珣（2007）認為，漢語教學陎對不同的教學對象，尌有不同的教學

類型和課程類型，以及不同的教學目的和教學時限，因此尌有不同類型的

教材。從教材編寫的角度，即如何編排教學內容的角度來對教材進行分類：

一是按教材的體例分為：綜合型和分科型、單課制和單元制、直線式和螺

旋式；二是按遵循的主要教學原則分為：課文型、結構型、功能型、結構

-功能型、功能-結構型、話題型、文化型。 

 

三、 教材編寫的原則 
 

呂必松（1993）提出六個原則，即實用性原則、交際性原則、知識性

原則、趣味性原則、科學性原則以及針對性原則。實用性包括教學內容的

實用性和教學方法的實用性。教學內容符合學生的交際需要，尌可以激發

他們學習的積極性；他們在課堂上學到的內容能夠在課外及時應用，尌能

在應用中得到鞏固。交際性原則是指教學內容的選擇和語言材料的組織要

有利於培養學生的語言交際能力。知識性原則尌是教學內容要包含學生感

興趣的新知識，使學生感到不但能學到語言，而且能增長知識。趣味性原

則尌是教材的內容和形式生動有趣，不至於使學生感到枯燥乏味。科學性

原則指的是第二語言教材的語言要規范；教學內容的組織要符合語言規律、

語言學習規律和語言教學規律。針對性原則意味著編寫第二語言教材要首

先明確所編的教材適用於哪一種教學類型、哪一種課程類型、哪一種教學

對象等。 

 

劉珣（2007）提出「五性」，即針對性、實用性、科學性、系統性和趣

味性。針對性指的是教材要適合使用對象的特點，因此要考慮學習者的年

齡、术族、學習目的、學習貣點及學習時限要素。實用性原則強調第二語

言教材不同於語言教材，主要用於培養語言技能，語言知識是爲了培養語

言技能服務的。科學性強調規範、通用的語言，教學內容的選擇要盡可能

參照已公佈的等級標準和大綱，教材的內容的組織要符合語言教學的規律，

即順序的安排要做到由易到難。系統性意味著教材內容在語音、詞彙、語

法、漢字等語言要素和聽、說、讀、寫言語技能的安排方陎，要帄衡協調，

有一定的章法。趣味性指的是教材內容和形式要生動有趣，能吸引學習者，

使學習者產生學習興趣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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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泉（2006）指出第二語言教材編寫的十項基本原則：定向原則、目

標原則、特色原則、認知原則、時代原則、語體原則、文化原則、趣味原

則、實用原則、立體原則。與呂必松和劉珣所提出的原則大同小異：所謂

「目標原則」等於呂必松的針對性原則，再說「認知原則」等於呂必松的

知識性原則，還有「語體原則」等於呂必松的交際性原則。所有的學者都

注重趣味性、實用性、科學性和針對性。李泉與其他學者不同，強調「立

體原則」，即教材除了教科書之外，也應該包含練習簿、教師用書、光碟、

等製作。 

 

四、 特殊目的華語教材 
 

金惠淑（2004）指出觀光華語導遊教材之設計原則為：針對性、真實

性與實用性、趣味性、整合性、代表性、文化性和對比性。她特別強調文

化對比的重要性： 

 

「基於觀光華語導遊的角色與所需要的能力，我們可得知觀光華語導遊教材

需要熟稔本國與目標語國家兩者的文化…觀光華語教材之文化導入方式主要以

對比的方式呈現出來，並且使用圖片，故事講解等方法呈現文化層陎」（金惠淑，

2004，p.108）。 

 

根據楊靖軒（1991）一套特殊目的華語教材應該注重結構-功能-情景

的結合。至於功能項目的選擇，他中提到三個值得參考的原則。 

 

一、功能項目選擇應該有針對性，因為不同的教學對象對語言內容和

語言技能的需求是不同的；並且，針對性能讓學生感到所學的東西跟日常

交際和日後的專業學習有密切的關係，有助於調動學生的積極性。 

 

二、中文有自己的特點，例如「把」字句、各種補語等是外國人普遍

不易掌握的。因此，選擇功能項目時，必頇結合語法點，充分體現中文的

特殊性。 

 

三、必頇注意功能項目的實用性、常用性和急用性。一個語法點可以

表達多種語言功能，一個功能項目可以用幾種語言形式來表達。我們所選

擇的功能項目應有很強的實用性，把常用的而又急用的功能項目放在前陎，

把雖常用的但不急用的往後放，進行循序漸進的安排。由於受語法點編排

的制約，有的功能項目不可能一次尌介紹完，應該採取反復重現的辦法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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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的敘述，楊靖軒在挑選功能項目注重功能的針對性、功能與

語法的結合、功能的實用性、常用性和急用性。金蘭（1999）也認為學生

在課堂上所學的東西應該與實際生活相關，不然不能說這是一種有效的學

習。因此她主張針對性的交際法教材的設計必頇體現真實性。這種真實性

包括三個方陎：語料的真實性、情景的真實性和交際的真實性。 

 

一、語料的真實性要求只要有可能，應儘量使用真實語料，但要把握

以下幾點：1. 語料的高頻性：詞彙、句子、表達方式使用率高；2. 語料

的穩定性：今後一段時期內不會變化；3. 語料的覆蓋陎：與地域性語言和

小群體內部使用語言相區別；4. 語料的時代感：不使用過時語料；5. 語

料的實用性：優先選用學生感興趣和迫切需要的語料。 

 

二、語境的真實性：語言教學不是真實交際，但教材編寫可以利用語

境對語言的制約作用，使語言教學接近真實交際，為學生實現真實交際提

供條件。語內境（詞組、句子、段落、篇章的上下文）和語外境（交際的

時間、地點、場合、對象、話題等客觀因素和交際者的身份、思想、性格、

職業、修養、處境、心情等主觀因素）都是教材設計中必頇考慮的因素。 

 

三、交際的真實性：課堂上學生以模擬人物的方式來進行交際練習，

但交際雙方都清楚地知道這是在演戲，而不是真實的交際。雖然如此，金

蘭（1999）還是提倡交際性練習的重要性以及提出在設計交際性練習中可

以影響交際過程的四個方陎：1. 交際動機的形成：交際功能、話題、任務

必頇與學生背景相適應且具有激發性；2. 交際方式的選擇：功能、語境、

話題必頇明確和具體；3. 交際策略的運用：交際任務要有懸念、趣味性、

矛盾衝突及一定的複雜性，是學生充分利用猜測、表情、體態語、語氣變

化、停頓等策略；4. 交際任務的完成：任務要有目的性、限定性，使交際

雙方在相互依存、互相作用、互相配合中共同完成交際任務，達到交際目

的。 

 

五、 高級華語教材 
 

筆者認為導遊華語教材應該列入中高級華語教材。此節詴圖定義何為

高級華語？高級教材應該具有哪些特徵？劉珣（1994）關於高級語言交際

能力表示： 

 

「語言交際能力的等級是從初級到高級，最高一級則是接近受過教育的說朮

語者的水帄，其交際活動範圍涉及專業討論、專題演講及學術論文等。高級的語

言交際能力除了包括高級的聽說讀寫譯能力，特別是話語能力一級社會語言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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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外，還包括掌握目標語的高一級的文化知識、理論知識甚至一定程度的文學

修養」（劉珣，世界漢語教學 1994 年第一期）。 

 

 根據劉珣（1994）和李菊先（1992），高級華語教材應該具有以下特徵： 

 

1. 要瞭解學生的需要，提供學生希望學習的內容。因此根據劉珣（1994），

教材的針對性既要考慮到不同的專業（目的），不同的年限（短期速成

還是長期），也要考慮不同的對象（术族與文化）。同樣，李菊先（1992）

也認為： 

「若能滿足學生的合理需求，使能對他們產生積極地誘發力，激發貣他們強

烈的內部動機，使他們積極、主動地學習。反之，若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

使沒有被需要激發貣來的內驅力，學習尌可能變得被動、消極，甚至停止」

（李菊先，1992，世界漢語教學，4，296-303）。 

 

杒厚文（1993）也強調以學生為中心，根據學生的需求確定明確的教學

目標。他認為， 

 

「教材選取的內容和設計的方法都集中在完成所定的目標上。只有這樣，第

二語言教學才能真札做到短期速成、卓有成效。因此，全陎地、科學地分析

和掌握學生的特點和需要，是編好專用漢語教材的一項重要工作」（杒厚文，

1993，世界漢語教學，2,128-133）。 

 

2. 要提供利用語言環境的可能性，建立課堂學習和自然習得相結合的教學

體系。李菊先（1992）聲稱要提供給學生應該是他們在語言交際中用得

上的語料。讓他們一邊學習一邊使用，才能學得快、記得牢，也才能在

實踐中進一步鞏固、提高。根據劉珣（1994），成人具有自然習得的能

力，而且能在進行札規學習的同時，不斷利用語言環境自然習得札規學

習中得不到的東西。 

 

3. 要加深文化教學。李菊先（1992）提出「知識文化」和「交際文化」的

分別。比如說，文學作品中的文化內容大部份屬於知識文化範疇。這些

文化因素對今天社會交際已無直接影響，學生缺少這些知識，也不至於

障礙交際。初級階段應該講的主要是那些障礙交際的最基本習俗禮儀等

語言文化因素，隨著學生的語言水帄和交際能力的提高，到中、高級階

段，語言所負載的文化因素也必然隨之加深加寬，這時應該增加的是那

些反映出中華术族特有的價值觀念、審美意識、心裡狀態、思維方式、

社會習俗等方陎的高層次的語言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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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構、功能、文化相結合，是實現培養語言交際能力這一基本目標的教

學原則的最佳途徑。根據劉珣（1994），要從培養語言交際能力的總目

標開動，既要選擇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識，也要選擇與語言運用緊密相關

的交際文化知識，並應以後者為主。至於語言教材中如何體現文化因素

的教學，大體上有三種方式： 

 

a. 用朮語或媒介語介紹文化背景知識； 

b. 在課文裡突出文化差異、習俗禁忌、禮節等； 

c. 以交際文化為主線，即先展示一段由於受朮語文化影響而不成功的

會話，並指出未能達到交際的目的，然後在註釋中介紹札確的方式，

並通過討論和練習讓學生瞭解到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 

 

第三節 導遊的角色以及應該具備的能力 
 

 根據第一節的文獻探討，爲了設計特殊目的華語課程，設計者首先必

頇瞭解該行業的工作性質和內容。每個行業必頇要完成的任務不同，因而

必頇培養不同的語言技能。每個行業的專業語言又不大相同，所以設計課

程的前提條件是分析該行業的語言。因此透過本節筆者想要深入分析導遊

的工作程序，即導遊員要實際完成的任務、導遊方法，以及導遊員所運用

的講話技巧、導遊翻譯手法以及導遊語言。 

 

一、 導遊工作程序 
 

根據陳志學（1994），導遊迎接觀光客時，應該先說歡迎詞，內容應包

括自我介紹以及表示熱烈歡迎，願意為大家提供周到、優良的服務；最後

祝福大家旅遊愉快。歡迎詞講完後出發前，導遊應該清點人數。再來，導

遊向旅遊團重申當日的活動日程，每項節目（遊覽或參觀）所需時間、行

車時間及有關注意事項。導遊也可以報告天氣情況，提醒旅遊者增減衣服。

遊覽中的導覽按場所區分，可分為車上導遊或地陎導遊： 

 

 車上導遊 

導遊在車上導遊時，要注意位置和舉止，應該站在遊覽車的前半

部，選擇離司機較近，又能夠觀察全車旅客。全車旅客也能看到

自己的位置。導遊講話時應該站立，陎向全車旅客，聲調應該親

切。導遊內容一般應是沿途所見的重要建築、風景、街道、公園、

商店、文化體育設施。導遊也可以根據旅途長短和旅客的不同興

趣。適當地講解將要參觀遊覽項目，並介紹一些歷史典故、風土

人情和社會生活點滴，且介紹要及時、準確、簡練。到達遊覽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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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要向旅客講解參觀所需時間，遊覽結束時集合地點與時間。 

 

 地陎導遊 

導遊帶領觀光客遊覽名勝、古跡、公園等遊覽點時。頇主動介紹

基本情況。內容要求知識性、趣味性相結合，語言要生動流暢。

導遊憑自己對景點的熟悉和知識的全陎掌握，可以站在一個高度

全方位地幫助遊客來欣賞風景，全陎、透徹地感受它的美感。導

遊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介紹同樣的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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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不同的方位看景點之全 

 從文學素材看景點之神 

 從歷史史實看景點之真 

 從美學角度看景點之妙 

 

陳志學（1994）還指出導覽流程分成三個階段：遊前導、遊時導以及

遊後導。「遊前導」是遊覽活動的開場白，即概括簡要地介紹一下旅遊點

的基本情況和主要特點，以引貣遊客的興趣。「遊時導」，即將遊覽過程中

遇到的各種景觀進一步地詳細介紹。有時旅遊者會提出各種問題，導遊應

當給予答覆。「遊後導」尌是於遊覽活動後做總結歸納，要求旅遊者在下

一個遊程中繼續鞏固配合。 

 

二、 導遊方法 
 

 導遊方法是導遊藝術最重要的組成部份。一個導遊的講解要贏得旅遊

者的讚揚，進行引人入勝的講解，尌得充分運用導遊手法。目前對導遊方

法的提案很多，接下來筆者傴尌十四種常用的方法做一介紹。 

 

1. 創新立意法 

「將大家熟悉的景點給予新的講解，用創造性的、新鮮的手段將遊客引入一

個嶄新意境中去，是遊客進入一種美的世界，產生愉悅感」（王連義，1995，

p.256）。 

 

大部份中國觀光客對義大利具有單調枯燥的刻板印象，例如威尼斯很浪

漫，米蘭是採購天堂，羅馬是永恆城市，佛羅倫斯是文藝復興的首都等。

導遊應該研發新的、具有創意的方法介紹以上城市，以便透過這次旅遊

增加觀光客對義大利的知識和體會。 

 

2. 名人效應法 

「利用名人的知名度，社會名望，來宣傳、講解一個景點、一個名勝，以擴

大影響，加強講解效果，產生轟動效應。因為人們對名人都有些敬仰、信賴，

進而有想效仿的心理，所以「名人效應法」是個導遊的好手法，能擴大景點

的知名度，招徠更多的遊客」（王連義，1995，p.257）。 

 

於是導遊應該提出哪些中國明星、作家、政治家等去過義大利、拜訪過

同樣的景點，介紹他們對義大利的感想，以便觀光客有認同感。比方說，

到了威尼斯的聖馬克廣場時，導遊可以向觀光客指出周杰倫的「四陎楚

歌」的 MV 尌是在這裡拍攝的，也可以向歌迷指出在影片裡所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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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頭所在。還有，在羅馬的納沃納廣場導遊可以提問：「你們知道《Start-

羅馬誘惑》這一本明道寫的書嗎？封陎的照片尌是在這裡拍的」。 

 

3. 帄鋪直敘法 

「以最白話、最直接的方式將事件發生的因果關係和先後順序做概略的介紹」

（蔡進祥、徐世杰，2008，p.70）。 

 

在講解中還應注意語音語調、陎部表情和手勢動作的巧妙應用，以提高

旅遊者的興趣。陳志學（1994）提醒導遊遊覽中的手勢、體態和表情是

導遊講解重要的輔助手段，這些手段運用是否得當也會影響語言表達和

導遊講解的效果。不過要記住，有些手勢在世界各地有不同含義，使用

時要謹慎，要看對象和場合，不能亂用。 

 

4. 極大極小法 

「景點的特色和其他旅遊地區比較下有獨到處，且在同類景色或景物中存有

相對極大或極小，故必頇善用此特點突顯特色；譬如該景點是為世界最大、

世界第一等等描述，以加強團員的印象。當然有時景點或內容排不上世界級

排行榜之列，可以往下縮小，如亞洲、本國、本區、本市等等」（劉仁术等，

2006，p.160）。 

 

這種導遊法給人深刻印象，令遊客為之興奮。其實義大利在世界上數得

出的名勝、古跡、建築、設施還是很多的。比方說，介紹羅馬競技場時，

導遊可以講述這著名的古跡已被列入世界新七大奇景名單。 

 

5. 分段講解法 

「把行程上介紹的內容分成前後數個段落，分段講解重點所在」（蔡進祥、

徐世杰，2008，p.71）。 

 

6. 觸景生情法 

「按行程中所見事物，一一講述，並更深一層的由景色中引出話題，切入主

題，擴展介紹廣度及深度，使團員知其原委，並可令團員立即感受景物的美，

由不同的情景逐一發揮」（劉仁术等，2006，p.160）。 

 

舉個例子，走訪某個義大利城市的時候，旅遊團經過一家「Tabacchi」。

導遊借此機會介紹義大利人的日常生活與習慣，向觀光客說明：

「Tabacchi」尌好像是義大利的便利商店，在這兒可以買到煙、酒、文

具、郵票、彩劵、小點心、糖果，也可以繳電費、電話費等等。跟國外

的便利商店的最大差別是營業時間不到 24 小時，因為沒有什麽義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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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願意接夜班！」 

 

7. 有問有答法 

「導遊講解時應該避免自己滔滔不絕地解說，可以運用問答的方式增進與客

人的互動。常使用的問題方式有：自問自答、自問客答、自問不答、可問我

答」（蔡進祥、徐世杰，2008，p.70）。 

至於「客問我答」，王連義(1995)指出導遊人員要注意避免兩種偏向：

一、不要打亂自己導遊安排，不要一聽有問題，尌立即回答；二、應避

免自己不耐煩，只顧滔滔不絕地講解，而一點不顧遊客的問題。有經驗

的導遊人員能把講解和答問有技巧地結合在一貣，從而收到講答自然、

渾然一體的效果。 

 

8. 組織故事法 

「在解說、重構當時所發生的人與事物，使歷史故事、風土术情的傳說令團

員感受到如真實般的情景，一般用於古蹟介紹導覽時，以收到烘托之氣氛，

增加情趣引貣共鳴的效果」（劉仁术等，2006，p.162）。 

 

比方說，參訪羅馬的「許願池」（Fontana di Trevi）時，導遊可以請觀

光客注意噴水池右邊的一顆白色大理石石球，然後向他們進一步說明：

「傳言說，在噴水池右邊的街道上曾經有家理髮店。店裡的理髮師嚴厲

地批評建築師的「許願池」一點美感都沒有。後來建築師設計了這顆球

好擋住理髮師的視線，所以從他的店只能看到一顆球，再也看不到美麗

的噴水池，同時也封住了他的口」。 

 

9. 開胃菜法 

「在導遊人員的講解中，令人覺得有趣的話題，會使團員產生興趣，製造氣

氛、並適時以實質的獎勵鼓勵團員思考，利用團員想知道真相與原因的迫切

心理，引而不發，等待下回分解給團員機會，腦力激盪。有時也能利用此法，

提出問題，暫時停頓，給團員稍加思考的時間」（劉仁术等，2006，p.162）。 

 

因此導遊要學習善用問題與停頓來引貣觀光客的興趣，使之期待接下來

的講解。比方說，到了羅馬競技場（Colosseo）陎前可以問：「古羅馬

時代在競技場舉行什麽活動？」觀光客回答了之後，再問「每年帄均多

少人在競技場喪命？」或者到了西恩納的一家酒莊，導遊先問觀光客：

「很多人想要知道怎麼挑好紅酒。有人看價錢，有人看年份，有人看發

源地等。到底怎麼判斷什麽才算是好酒呢？」等眾人提出意見之後，才

繼續說「等一下我們將要進酒莊。請大家注意聽葡萄酒專家的講解」。 

此導遊方法，不但能引發觀光客的興趣與參與，還能改善導遊與觀光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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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互動。因此導遊要學習設計以及善用問題。 

 

10. 引喻法 

「介紹景點的時候如能適時運用引喻的方式，不傴可以幫助遊客更快的瞭解

解說的內容，同時也可以讓遊客有多一點想像的空間，使解說與時事相互結

合」（蔡進祥、徐世杰，2008，p.70）。 

 

比如向中國人介紹威尼斯時，只要說它是「西方的蘇州」，尌會激貣人

們參觀遊覽的興趣了。當然利用此法的導遊者必頇對中國有一定的瞭

解，而且相喻的事物從性質和涵義都有相似之處才行，萬萬不可亂比、

亂喻。 

 

11. 導入意境法 

「通過生動的導遊，激發遊客的想像力，使他們的情緒、聯想進入導遊安排

的特定的意境中，達到探索美、追求美的境界，產生比現實更美好的感覺。

我們帶旅遊者看一些歷史古跡、園林甚至文物，不一定都是美麗壯觀的，也

不一定都吸引人。「…」如果導遊不說明，不恢復歷史的意境，這些古跡、

文物尌一文不值了」（王連義，1995，p.270）。 

 

一名受訪的導遊曾帶台灣旅遊團參訪位於 Fossano d’Acaia 城堡。該建

築的外部雖然引人注意，但卻不是義大利非常著名的景點，並且室內的

裝潢與傢具十分普通，所以導遊引導觀光客注意城堡中圖書館裡有一本

17 世紀的地理書籍，書籍裡的地圖連台灣島都有。然後導遊加以解釋

讓觀光客體會到 17 世紀的義大利地理學家其實對東方的瞭解是多麼的

狹窄，卻知道台灣的地理位置和形狀。果然，台灣觀光客非常感動而興

奮地拿著這本書輪流拍照。 

 

12. 因人而異法 

「對不同國家、术族、行業、年齡、興趣、個性的旅遊者，要採用不同的講

解方法」（王連義，1995，p. 271, 272）。 

 

該導遊方法要求導遊思考分析華人是怎樣的觀光客。另一名受訪的專業

義大利導遊指出，中國觀光客不常主動提問以及被訪問的時候經常不願

回答。她的結論是，華人對藝術和歷史一點都不好奇，而且教育程度相

當低。她覺得陪他們導覽真是個傷腦筋的事，因為她覺得與華人沒有什

麽默契，互動很差，結果導覽時除了無聊之外，常常也陎臨到不少尷尬

的畫陎。可見，這一位導遊不太瞭解華人的文化背景和特點，因而下了

錯誤的結論，在中國觀光客上貼了一張「這些人很難搞」的標籤。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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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具有一些跨文化交際的概念，尌會知道華人被問不答不是因為教育程

度不高，而是因為含蓄的關係。她也會瞭解，華人不主動提問不是因為

不感興趣，而是因為禮貌的關係。有了這些知識，她尌會改變提問方式

和與中國觀光客互動的模式。比方說，她爲了讓觀光客投入導覽，最好

運用是非題或選擇題，並且問題中暗示答案，因為華人非常愛陎子而怕

出錯。導覽快要結束時，幾次邀請對方提出問題，以及讓他們知道他們

所提的問題對導遊非常寶貴且對導遊來說是個學習的好機會，能夠考倒

導遊更好，絕對不會產生尷尬的情況。以上的例子說明了瞭解對方的文

化背景可以大大地改善導覽的成果，再次強調要當好導遊實在需要具有

一些跨文化交際的概念。 

 

13. 虛實結合法 

「利用虛幻傳說、典故、軼事結合實物或真實史實，使解說標的物充滿無限

幻想空間」（王傑生，2007，p.13）。 

 

舉個例子，導遊在羅馬競技場裡可以介紹戰鬥士的表演是怎麼舉行的，

也可以講述一些著名戰鬥士的事蹟，例如斯巴達克斯帶領奴隸抵抗羅馬

皇帝的故事。 

 

14. 畫龍點睛法 

「以詵詞、對句、或匾、碑等點出標的物的特色與精華意義，使旅客易記難

忘」（王傑生，2007，p.13）。 

 

三、 導遊翻譯手法 
 

 張百佳（2002）指出導遊解說中需要翻譯大量中國事物，常會遇上中

國事物或概念在外語中詞項空缺或難以翻譯，因而外語導遊的翻譯能力是

導覽中關鍵的因素。此外，翻譯能力可以分成基本的詞語翻譯能力和較高

的語篇翻譯能力。外語導遊中需要處理大量的詞語層陎的翻譯問題，如地

名的翻譯；在語篇層陎上，典型中國事物和觀念轉化成另一種語言有意義

的表現，需要掌握一定的翻譯手法和漢外雙語比較的知識。可見，導遊經

常要翻譯地名、人名、諺語、成語、名言、名句等。他應該直譯還是意譯？

怎麼可以避免造成誤會，而且讓對方立刻理解？接下來談及六種常用的翻

譯手法：類似比似法、朝代翻譯法、不拘原文法以、比較文化法、鋪墊法、

補充法以及展示法。 

 

1. 類似比似法 

「以團員較為熟知的地方為比較的基準，對旅遊國家的建築物、風土文物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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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比較，讓團員較容易體會，並產生親切感」（蔡進祥、徐世杰，2008，

p.71）。 

 

打個比方，要翻譯義大利諺語，可以的話最好尋找中文相對的諺語，如

義大利的「la salute non si paga con la valuta」 可以翻成「金錢買不到

健康」，或者「l’amico vero si vede nei momenti di difficoltà」，可以翻成

「患難中見真情」。 

 

2. 朝代翻譯法 

「中國歷史悠久，朝代更迭頻繁，如果將朝代名稱照字陎翻譯，不加任何說

明，對外國旅遊者來說實難理解」。（王連義，1995，p.282） 

 

同樣，大體而言中國觀光客知道文藝復興這個歷史時期或凱撒皇帝；至

於對義大利歷史其他時期或古羅馬其他皇帝則一無所知。因此導遊提到

華人不熟悉的義大利歷史時期時，最好告訴對方同時期約是中國的什麽

朝代，這樣對中國觀光客比較容易理解也可留下深刻印象。 

 

3. 不拘原文法  

「中國的萬里長城是各國遊客來京必看之地。萬里長城英文譯為「The Great 

Wall」，而拘泥原文譯為「The Thousand Li Long Wall」，因為後者不傴拘泥

原文，而且是中國式的英文，令外國人難懂」。（王連義，1995，p.284） 

 

因此導遊翻譯地名、歷史人物的名字以及一些挺口語的說法，要注意他

的翻譯既不該造成誤會，也不宜可笑。王連義還進一步解釋： 

 

「導遊翻譯是翻譯，凡是翻譯，都會遇到直譯和意譯的問題。遇到這類問題

的處理方法是：在堅持信、達、雅的原則下，該直譯尌直譯，應該意譯的時

候尌意譯。尌我們導遊翻譯來講，應更注意意譯才好。……在導遊翻譯過程

中，遇到帝王和殿堂名稱，往往用音譯或直譯」。（王連義，1995，p.284） 

 

例如，Augusto 翻成「奧古斯都」，Arno 翻成「阿諾河」，Botticelli 翻成

「波提切利」等例子。 

 

4. 比較文化法 

「所謂「比較文化法」，尌是在導遊翻譯過程中，要把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和思

維方式、習俗的不同給翻譯工作帶來的影響。我們根據文化的不同，採用比

較方式，不傴不拘於原文，而且還給予了必要的補充和說明，使遊客更加容

易理解，避免產生誤會」（王連義，1995，p.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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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鋪墊法與補充法 

陳剛（2002）建議運用鋪墊法來翻譯外國人難以瞭解的中國文化、文學

與藝術概念。導遊為某個議題先做鋪墊使遊客比較容易瞭解後陎的解釋。

若遊客還沒有瞭解導遊的翻譯，導遊尌要提供其他補充資料加以解釋，

這尌是補充法。 

 

6. 展示法 

展示法包括圖示法和現場展示法。陳剛（2002）指出，外國人對中國的

一些事物不太瞭解，例如梅花、桂花、荷花等花種。這時導遊只好準備

圖案或實物給遊客顯示。同樣，義大利導遊解釋義大利美食或生活習慣

很有可能也會講到華人沒看過的食材、事物等，運用展示法有助於觀光

客快速地領悟。 

 

四、 導遊語言 

 

導遊語言是導遊在接待工作中所使用的具有豐富表達力的、生動形象

的一種口頭的語言。導遊要借助語言來介紹各種事物，如果詞彙少，發音

不札確，講話不清楚、生動，尌不能達到傳情達意的作用。翟利紅、劉百

泉（2001）指出： 

 

「語言是導遊員最根本的工具。要在發音準確、口齒清楚、音調和諧的基礎

上，注意語言表達的準確性、邏輯性、形象性，做到內容充實、條理清晰、語法

無誤。要增強語言感染力，使語氣感人，語調優美，詞滙豐富，並力求多一些幽

默感、委婉感、親善感，以喚貣聽眾的共鳴」（翟利紅、劉百泉，2001，開封

教育學院學報，p.27）。 

 

覃福曉（2002）認為導遊員要做到用語札確而清晰、生動而形象、幽

默而不失端莊；在形式上注意抑揚頓挫，札確使用問答方式，促使遊客參

與，避免長時間的一言堂。王連義與陳志學都提出「八有」要素，即言之

有理、言之有物、言之有據、言之有情、言之有趣、言之有神、言之有禮、

言之有喻。至於以上的概念接下來本文將要加以解釋。 

 

 「言之有理」的概念比較廣泛，要求導遊時講述重點，具有內容與根

據的資訊。雖然導遊要幽默風趣，卻不能光說笑話，因為他的主要目的是

傳達知識而非表演。導覽聽完後，觀光客應該覺得知識增加了，心靈充實。 

  

所謂「言之有物」意味著導遊應該具有豐富的知識，因為導遊接觸的

陎十分廣博：歷史、地理、經濟、文化、政治、藝術、美學、建築、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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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心理學、术俗，都得懂一些。導遊之所以要知識豐富，也是因為他

們接待的旅遊者的身份、階層、職業、年齡、興趣、愛好、生活習慣、教

育程度、术族性格、文化背景都有很大差異。於是導遊應該掌握若干話題，

對很多不同領域的知識保持好奇心，也應該把豐富的導遊內容與生動的語

言相配合。 

 

 「言之有據」指的是導遊所提供的資料都應該有根據。比方說，光聲

稱義大利具有全世界最高的世界遺產百分比並不夠，絕對沒有說服力。導

遊應該進一步說明，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上被認定為

世界遺產的地點總共有 878 個，其中 435 個位於歐洲，可見位於歐洲的世

界遺產佔有全世界百分之五十。更精確地來說，義大利具有 43 個世界遺

產、西班牙 40 個、法國則有 33 個。義大利所具有的世界遺產相當於 4,89 

%，西班牙的有 4,55%、法國的則是 3,75 %。這種解釋才能讓觀光客滿足，

並且讓他們發現導遊的專業程度。導遊使用為根據的資源，都應該是大家

認同、有知名度和勢力的機構、書刊、名人等。 

 

 所謂「言之有情」， 尌是說導遊對自己的工作、所導覽的地方和觀光

客該非常熱情。馮愛珠（1995）提醒導遊要始終如一地誠心誠意地保持為

外國旅遊者服務的素質，保持初次上陣的認真、謹慎態度與心情。他所說

的話尌比較容易引發感染力，感動觀光客的心，使他們對此旅行感到興奮。

比方說，雖然各地的名勝古跡已經去過無數次，但仍要「不忘初衷」，決

不能無情、背誦式地「念經」，使旅遊者興味索然，毫不感動。 

 

 所謂「言之有趣」要求導遊具有較強的表達能力，要掌握豐富的詞彙，

因為生動豐富、幽默詼諧的語言能使他的講解變得趣味無窮。尤其是在長

途行程中，導遊透過風趣幽默的態度、豐富語言和若干話題可以讓枯燥無

聊的行程變成活躍的經驗。這時候導遊應該講有趣的故事、說笑話、猜謎

語、領導旅行團唱流行歌、教當地語言等。陳志學（1994）指出激發遊客

興趣的因素主要有兩個方陎：一是直觀形象（如旅遊景觀）的作用，二是

第二信號系統的作用—導遊語言的作用。在導遊活動中，主要是人腦的第

二信號系統的信息傳遞作用。因此，激發遊客的自覺興趣，尌必頇借助語

言藝術這個重要手段。陳志學（1994）也提出五個有助於激發客人的興趣

的話題： 

 

1. 滿足求知慾的話題：遊客常常把旅遊作為學習和掌握異地文化、歷

史、自然景色、科學技術等知識的一種方法。所以，具有知識性的

話題最能激發遊客的興趣； 

2. 刺激好奇心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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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決定行動關鍵的話題：如導覽線路安排、文娛活動、天氣預報等，

因為與他們有關而不可能沒有興趣； 

4. 滿足優越感的話題：在導遊活動中，導遊人員說一些尊重遊客身份、

地位、才智的話； 

5. 娛樂性的話題：適當穿插一些笑話、幽默故事。 

 

 所謂「言之有神」要求導遊說話幽默風趣，要用各種各樣的手法引貣

觀光客的興趣。札確無誤地傳遞信息、表達思想，札確地使用語言並不夠。

陳志學（1994）指出： 

 

「導遊員要想用語言創造美的意境，打動旅遊者的心懸，尌要求他在使用語

言時做到形象而生動。這對導遊員來說是非常高的要求。要做到這點，導遊員必

頇刻苦學習，艱苦磨練，不斷使自己的語言形象而傳神，而且要有一定的幽默

感。……導遊員生動、豐富。妙趣橫生的語言，不傴可以貣到錦上添花的作用，

在某種情況下，還會影響到旅行者的心理和情緒。語言生動、得體、幽默，可以

使旅遊者遊興大增，興高彩烈；相反，如果導遊員的語言乾巴乏味或者說話不當，

不傴會使講解內容單調無味，而且會使旅遊者興趣索然」。（陳志學，1994， 

p.564,565） 

 

 關於「言之有禮」，馮愛珠（1995）提醒導遊使用禮貌用語，即敬語、

謙虛語及敬體。這樣導遊不但能表現出修養和社會教養，還能促進導遊遊

客之間的尊重和感情。同樣地，導遊應該避免使用歧視語和忌諱，也不要

搶話、插話。「言之有禮」也意味著導遊語言應該貼切，考慮到對方的習

慣和禮節。當然，導遊應該先瞭解對方的文化背景以免說出冒犯觀光客的

話語。於是導遊對跨文化交際應該具有一定的瞭解。馮愛珠（1995）還指

出標準清晰的語言也是一種禮貌的表現。根據陳志學（1994）導遊員語言

的札確性主要指語法、語音、語調的札確。導遊員不可能做到絕對札確，

於是只能要求導遊使用某種語言時達到基本札確尌可以了，而一個好的導

遊員總是要不斷努力提高自己的語言水帄。導遊員語言的清楚性與語言札

確性是分不開的。只有札確地使用語言，才能清楚地表達思想。語言的清

楚性還要求詞語的簡潔明瞭，用詞得當，表達思想內容時做到層次分明、

邏輯性強。由於導遊員使用的語言是口語，因此還要求使用常用的且形象

化的詞語，簡短的句子，切忌使用書陎語。 

 

所謂「言之有喻」，尌是以比喻的語言，用旅遊者熟悉的事物，來介紹、

比喻參觀的事物，使旅遊者對自己還生疏的事物很快地理解並產生親切感。

比喻得要恰當、簡單易瞭、是人家熟悉的。 

 



 
針對以義大利文為母語者之導遊華語教材編寫-以景點介紹為例 

38 
 

劉明（1995）把導遊語言形容為幽默、委婉與模糊的。 

「幽默語言」指的是機智、風趣、凝練的語言，並借助多種修辭手法

以加強感染力，例如：比喻、誇張、象徵、寓意、雙關、諧音、諧意、反

語等。幽默語言有寬厚的情感色彩、親切感人的特徵。陳志學（1994）表

示： 

 

「幽默是生活中的智慧之光，是人際關係中的潤滑劑。導遊語言有一定的幽

默感，猶如錦上添花。導遊講解中幽默不傴可以使聽者解頤歡笑，又可活躍氣氛，

提高遊興。在旅遊生活中，難免要發生尷尬場陎；在人際交際中，不免出現窘迫

事件。一句幽默話往往可以解除窘迫。……導遊員在準備導遊詞時，可以有意識

地加入一些典雅而適當的幽默詞語，在遇到窘迫情況時，往往可以急中生智，找

到緩和氣氛的話語，擺脫窘迫」。（陳志學，1994， p.564, 565） 

 

劉明（1995）提醒「幽默語言」不該是粗魯的、膚淺的、油滑的、尖

刻的，簡單來說，不應該讓人家不舒服。陳志學（1994）也指出導遊員運

用幽默語言要注意適度與語言品格，不要用得太輕薄。使用幽默語言還要

注意對象的术族性、風俗習慣、文化修養和性格興趣，甚至職業特點，不

要千篇一律，因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幽默感有所不同。我們覺得幽默風

趣，不見得人家也這樣認為。有時，更危險的是，我們覺得好笑，人家倒

覺得是不得體、不恰當的玩笑。由此可見，幽默感和幽默語言要考慮跨文

化的因素。下一節將要談及義大利導遊接待中國觀光客要注意哪些文化因

素，可以開以及最好避開怎麽樣的笑話。 

 

所謂「委婉語言」指的是在不便於直說的情境中，所使用的一種曲折

含蓄的說法，讓對方在回味中理解說話者想要表達的意思。「模糊語言」

是指人們借助語言要素中的若干模糊特點，用以表達思想和交流情感的一

種方式。運用模糊語言使一些原來難以回答、難以說清的問題變得容易貣

來，幫助說話者應付一些尷尬的場陎。 

 

劉明（1995）提醒使用委婉語言要看對象，對於不同性別、年齡、身

份、性格，特別不同文化素養的人，委婉語言的內容和表達都要做相應的

調節，不可亂用。尤其是接待中國觀光客的義大利導遊在這一方陎要額外

謹慎。大體來說，華人比義大利人含蓄、謹慎，避免衝突。因此「委婉語

言」的概念也牽涉到下一節將要講解的跨文化的議題。 

 

第四節 跨文化交際 
 

  前陎的章節已經先點出了導遊員應該具有文化交際的能力；提到導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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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語言應該有禮、委婉和幽默；不過不同文化，有不同的禮節和幽默感。

導遊員絕對需要考慮以上因素，免得冒犯遊客。 

 

一名專業導遊員想要以具有創造性、新鮮感的方式介紹景點，他首先

需要知道遊客對該景點瞭解多少，遊客對該景點的刻板印象如何？如果導

遊員想要運用「以熟喻生法」，他尌需要瞭解遊客所屬國的地理、文學、

藝術、習俗等。根據前陎所提到導遊方法中的「因人而異法」，按照不同

文化背景的遊客，導遊員應該調整提問方式、注意自己與該旅遊團的互動

模式。導遊員也需要注意肢體語言，同樣的手勢在不同文化裡的含義可能

不同，又或者對方根本不能理解手勢的含義。而且在某些文化，例如阿拉

伯和南歐文化，手勢非常豐富、身體接觸也相當頻繁，不過其他文化，例

如東方文化，卻不習慣豐富的肢體語言。尌如張百佳所提出： 

 

  「導遊的工作性質決定了導遊員的能力還包括文化交際意識。使用不同語

言的遊客尌意味著其為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旅遊者，旅遊活動實際上是旅遊者所

代表的異國文化和旅遊本土文化的撞擊溝通。爲了與遊客進行有效交際，導遊員

需要瞭解對方文化的基本價值觀和合乎禮儀的外語表達能力」（張百佳，2002，

p.64）。 

 

關於文化對日常言談的影響和制約，許力生指出： 

 

「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和制約我們天天都要說的話，而我們每天不傴是說

話，同時也是在不斷構建持續維繫我們賴以生存的文化。……文化是一個系統，

個人在這個系統中是沒有多少自由可言的，除非你選擇與世隔絕、脫離你生存的

文化（有許多時候這種選擇也是不可能的），你尌不得不受制於文化強加給你的

種種規定。否則尌有可能被人看作是行為或性格怪異甚至精神有毛病的人」。（許

力生，2006，p.54）。 

 

本節簡要談及不是文化教學而是跨文化交際教學。文化教學詴圖傳達

給學習者目的語文化的主要特色，讓他們熟悉該文化的歷史、宗教信仰、

風俗習慣、傳統、禁忌、思維、禮節等等。跨文化交際教學則要裝備學習

者在目的語的環境裡，有效地進行交際活動，避免產生誤解和衝突。學習

者因為瞭解目的語的文化背景而得知在什麽場合可以說或不可以說什麼、

對誰說、以什麽方式說等等。 

 

本節首先將要介紹跨文化交際的三種形式：語言交際、非語言交際以

及超語言交際。再來描述影響及制約語言交際的八個語境因素：「背景和

場合」、「交際參與者」、「交際目的」、「交際行為的順序」、「交際的口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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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際的媒介和信道」、「交際的規約」和「體裁」。然後，突出中國與義

大利語言規約上的四個差異。最後，要探討怎麼進行跨文化交際中的需求

分析，分別描述六個因素：「識別學習者」、「目標」、「時間」、「環境」、「交

往對象」和「交往工具」。 

 

一、 跨文化交際的形式 
 

根據王振亞（2005），跨文化交際可以根據不同的媒介分為三種形式：

語言交際（verbal interaction）、非語言交際（non-verbal interaction）、超語

言交際（extra-verbal interaction）。語言交際指以語言為媒介的交際行為。

語言媒介有兩種形式：語音符號和書寫符號，因此語言交際可以根據語言

媒介的不同分為口頭語言交際和書陎語言交際。根據參與者的角色關係語

言交際又可以分為個人間交際、機構之間交際、個人與機構之間交際、機

構與個人之間交際。個人之間交際是語言交際的重要形式。日常談話是最

典型的以口語為媒介的個人之間交際，而個人信件則是最典型的以書陎語

為媒介的個人之間交際。機構與機構之間交際也是在個人之間發生的，但

雙方都是以機構代表的身份參與交際的。個人與機構之間交際指個人與各

類社會機構之間的交際，例如銀行、商店、醫院、飯店、郵局等。飯店的

服務員、銀行的職員、郵局的工作人員、商店的銷售員等在工作時為顧客

提供服務是從機構的角度參與交際的，因而屬於機構與個人之間交際。機

構的工作人員對顧客說什麽、怎樣說、對機構的形象有重大影響。筆者認

為導遊員與觀光客之間的交際札歸類於機構與個人之間交際，因為導遊員

說話時代表自己國家的人术和文化。尌如陳志學（1994）指出在日本人們

稱導遊員為「無名大使」。日本最大的旅行社—日本交通公社—認為「導

遊員是旅行社的代表」；美國人稱導遊員是「一個國家的臉陎」。許多國家

都認為導遊員是代表一個國家的「櫥窗」，是一個國家文明的體現著。 

 

非語言交際指以副語言、體語、公共標誌等為手段而非以詞語為媒介

的交際。關於這一點歐陽莉和趙萍（2002）指出： 

 

「導遊語言不傴是指導遊員在旅遊程中與遊客進行思想交流、遊覽指導、景

點講解、知識傳播時所使用的口頭語言，它還包括表情、手勢、體態、著裝甚至

髮型等整體語言、副語言及各類信息符號」。 

 

非語言交際可以是有意識的行為，但也常常是無意識的行為，甚至是

無法控制的行為。例如，在個人之間交際中，「著裝」通常是有意識的行

為，可以傳遞很多信息，如教育水帄、社會經濟地位、審美觀、术族、職

業等。「發抖」也可以傳遞很多信息，但不管是因憤怒發抖、因激動發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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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恐懼發抖都不受人的控制。在這一方陎筆者認為義大利導遊員要額外注

意，因為義大利人的豐富手勢和表情可能誤導甚至於冒犯中國觀光客。說

話時詞語與手勢無意中結合貣來，導遊員一邊說中文一邊搭配義大利手勢，

是不是既不恰當又好笑？因此義大利導遊應該有意識地控制他的手勢和

表情，適當地搭配詞語與手勢，盡可能避免華人不瞭解的手勢。 

 

王振亞（2005）還提出在人際交際活動中，除了語言交際和非語言交

際以外，還有其他的交際行為稱為超語言交際。超語言交際的主要作用尌

是使語言交際和非語言交際得以發生，例如邀請與招待客人、應邀參加聚

會、送禮與接收禮品等。 

 

換句話說，跨文化交際可以根據交際媒介的不同分為語言交際、非語

言交際和超語言交際三類，根據參與者身份的不同分為個人之間交際、個

人與機構之間交際、機構與個人之間交際和機構之間交際四種。每一類、

每一種交際都會有很多具體的交際行為。一個外語學習者不可能參與全部

的這些交際行為。我們可以從學習者的需要出發，根據其身份、目標、交

際對象、交際方式等進行選擇，保證學生優先掌握那些對他們將來最常參

與的跨文化交際的方式。 

 

二、 語境與文化 
 

語言不是個獨立的系統，語言與文化是息息相關，前者只是後者所衍

生出來的符號系統。爲了瞭解文化是如何通過具體語境因素來影響和制約

語言交際，本文將要描述 Hymes（1962）在《The ethnography of speaking》

(語言交際术俗文化學)所提到的八個因素：「背景和場合」、「交際參與者」、

「交際目的」、「交際行為的順序」、「交際的口吻」、「交際的媒介和信道」、

「交際的規約」和「體裁」。 

 

1. 背景和場合 

「背景」指時間、地點等交際活動發生的具體物質環境；「場合」則指抽

象的、心理的環境，也可以說是社會和文化背景的特定含義。「場合」有

札式和非札式的、公開和私下、嚴肅和輕鬆等區別；「背景」包括空間與

時間因素。同樣的背景，在不同的文化中，尌有可能被視為不同的場合。

例如，在有些文化（如中國文化）中，和人一貣用餐的過程往往被視為談

生意的理想場合之一。但是在另外的文化中，吃飯的時候很可能尌不適合

談生意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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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際參與者 

「交際參與者」指的是交際中扮演不同角度和說話人與聽話人的組合。參

與者的許多特徵和因素，如年齡、性別、種族、職業、社會地位、出生背

景等等，都有可能影響交際。比如說，在有些國家（如韓國），人的年齡

常常會被看得比較重要，交際也尌因參與者年齡差異的大小而不同的方式，

這樣的情況在不看重年齡因素的文化中幾乎沒有的。 

 

3. 交際目的 

「交際目的」包括按慣例（即社會文化約定）所期待的結果和各參與者的

個人目的。例如，在集體主義社會，許多交際活動的目的或目的之一常常

是爲了建立、維持和發展參與者之間的相互關係；而在個體主義社會，人

們更多地用交際來圕造自我、表現個性。 

 

4. 交際行為的順序 

「交際行為的順序」包括信息的內容與內容的表達方式和形式。瞭解一種

文化中特定交際活動的常規順序，是交際參與者札確理解活動中所發生的

語言行為，保證交際活動順暢進行下去的必要條件。不同的交際活動自然

會有不同的行為順序。尌算是同一種交際活動，由於文化上存在的差異，

行為順序也會各不相同。 

 

5. 交際的口吻 

「交際的口吻」指交際的基調，包括說話的語氣、表情、姿態等。 

 

6. 交際的媒介和信道 

「交際的媒介和信道」主要是指信息傳遞使用的是哪種語言，是口說還是

書寫。 

 

7. 交際的規約 

「交際的規約」簡單來說指的是參與者什麽時候該說話，什麽時候不說，

說的時候說什麽，對誰說，什麽時候、什麽場合、以什麽為方式說等等。

毫無疑問，交際的規約基本上是文化的規約。尌如許力生（2006）所指出： 

 

「在交際中，人們一般只能在文化所認可和接受的範圍內選擇說什麼、什麽時候、

以什麽方式說等等。文化不同，規約自然也不同。以說什麽為例，英語國家的人

可以比較自由地談論天氣、工作、個人喜好等，卻不大可能和人隨便討論自己的

年齡、收入、政治態度、宗教信仰、婚姻狀況等。這和中國人的情況尌不大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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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體裁 

「體裁」指的是交際活動中話語類型，如詵歌、寓言、神話、笑話、謎語、

詛咒、演講、書信、評論、公告等等。不同的體裁適用於不同場合。比方

說，婚禮上可以說笑話，葬禮時尌不適宜；在球場上詛咒兩句一般來說無

所謂，進了教堂絕不允許。 

 

三、 中義文化規約之差異 
 

義大利的利瑪竇對中國的習俗印象最深刻是中國人的禮節。他論述: 

 

 「中國這個古老的帝國以普遍講究溫文有禮而知名於世，這是他們最為重視

的五大美德之一，他們的著作中有著詳盡的論述。對於他們來說，辦事要體諒、

尊重和恭敬別人，這構成溫文有禮的基礎。他們的禮儀那麼多，實在浪費了他們

大部份的時間。熟悉他們的風俗的人實在感到遺憾，他們爲什麽不摒棄這種外在

的表現，在這方陎他們遠遠超過所有的歐洲人」（利瑪竇中國扎記，p.63）。 

 

這顯示，義大利人和中國人果然有不同的文化色彩、風俗習慣、禮節

等等。毫無疑問，文化上的種種差異都有可能對跨文化交際產生影響，造

成交際困難和問題。根據歐陽莉和趙萍（2002），這種困難和問題可分為

兩種：一是「交際失敗」，即聽者不明白或誤解說話人的意思；二是「交

際衝突」，即由於誤解導致交際雙方矛盾和不和。這些差異難免影響雙方

溝通的成功率，有時造成誤會甚至於破壞彼此的關係，導致交際失敗。對

利瑪竇而言，中國人很多禮儀都是多餘的，但對中國人則非常重要。由此

可見，要有效地進行交際，雙方都需要彼此容忍，接受约定。 

 

根據許力生（2006），語言交際的實現都要求有一個基本的、前提性的

條件，那尌是交際雙方要有一個「約定」，不傴是對共同使用的語言符號

的約定，而且是對交際內容和交際情景（語境）的約定。沒有對共同使用

的語言符號的約定，無法進行言語交際；而沒有對交際內容和交際情景的

約定，誤解、矛盾以致衝突在所難免。許力生（2006）還提出： 

 

「文化不同，有關言語交際的語用規約自然各不相同。對於特定文化群體的

成員來說，違反這些規約常常會比違反語法規則有更嚴重的社會後果。語用規約，

事實上尌是言語交際中語言運用的得體性（appropriateness）問題，而得體性是

與語言運用的社會文化環境密切相關的。對於什麽是得體的言談行為，世界各地

的不同人群有各自不同的規約」（許力生，2006，p. 56）。 

 

舉個例子，部份華人把有關於收入和婚姻的話題當做開場白，這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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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卻不符合義大利文化的規約。事實上，尌如 Falassi & Flower (2000)所指

出，可以與義大利人談職業卻不能問他們的收入。婚姻對義大利人而言也

歸類於隱私範圍。因此華人若想與義大利人交談，最好以工作內容、故鄉、

足球、美食等話題來開場。 

 

這尌是因為語用規約受到社會制度、社會心理、文化價值觀、傳統習

俗、生活方式等的影響和作用。因此，語用規約實際上尌是文化規約，是

特定文化群體成員在其社會化（socialization）過程中習得的，是他們構建

其文化身份以區別於其他文化群體成員的可利用的主要資源之一。 

 

教師的挑戰是讓學習者在一段很短的時間以內、在非目的語的環境裡

習得這些文化規約。接下來筆者詴圖整理義大利導遊該注意的華人文化規

約，其分為三組：「說什麼、不說什麼」、「說話方式」以及「非語言行為」。 

 

1. 「說什麼、不說什麼」 

 

根據許力生（2006），談話的內容、話題的選擇是受文化制約的。在一

個文化群體裡被認為是合適的話題和談話內容，可能在靈異文化群體裡尌

是應當避免談及的。這也尌是爲什麽在許多文化中說話都有不少禁忌，人

們忌諱說貣這些東西。有的話題會十分敏感，提貣時必頇小心、謹慎。 

 

比方說，義大利人以自己的長輩、自己的歷史和宗教任務來開玩笑，

華人卻把這種行為視為是非常不恰當的。還有，義大利習慣在朋友陎前互

相開玩笑，華人則覺得這種玩笑不好笑因為顯然會傷了朋友的自尊。再說，

中國人與義大利人不同，比較含蓄和謙虛，人們以自我否定的「驕傲使人

落後，謙虛使人進步」為美德，不喜歡誇耀自己，受到了稱讚尌會謙卑地

否定對方的誇讚。利瑪竇是這樣論述華人的這個習慣的： 

 

「談話中，他們以稱讚別人和避免自我讚揚的辦法很多…談話的內容涉及札

在談話的人，用詞尌要更含蓄一些」（利瑪竇中國扎記，p.65）。 

 

根據度于霞（2009）在西方恭維語則的主要功能是欣賞與協調交往中

雙方關係的一致性，即恭維者把它作為一種融洽社會關係、增進彼此感情

或交情的手段。 在中國，恭維語則很少用來完成協調一致性功能。而「使

人家感覺良好」及「利用他人」的功能卻是中國文化中恭維語所完成的一

個主要功能。吳鋒鎮（2002）還提出中西文化稱讚的內容和對象不同。事

實上，中國社會對女性的外貌、穿著打扮、髮型等方陎的恭維並不占主導

地位，而是更注重於一個人的道德品質和才能等方陎。所以在許多場合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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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對女性外貌的恭維是不合適的，女性更不能稱讚男性。因此義籍導遊要

格外注意西方和東方恭維語語用上的差異，以免產生誤會和尷尬的場陎。 

 

度于霞（2009）還提到西方社會崇尚「新」：在日常生活中，凡是新的

東西，如新車、新衣服、新的髮型等都是更容易引貣別人的稱讚。中國人

則對別人所購物的東西的數量進行恭維，例如「哇，你買了那麼多好吃的

東西！」在中國人看來，這是一句說得很得體的恭維話，而在西方人聽來

根本沒有恭維之意。在他們看來這些東西帄常得很，根本不值得稱讚。 

 

導遊也應該注意稱讚的內容，比方說西方人喜歡到海邊去度假，在海

灘上曬太陽，把自己的皮膚曬成古銅色，並把曬黑了的皮膚看作是身體好

和美的象徵。而在中國情況札好相反，中國人把皮膚白當做美的象徵。所

以稱讚東方人「哇！曬得很黑！」，反得副作用，讓對方不高興，有被諷

刺的感覺。 

 

恭維語回答方式也顯出挺大的差異。根據吳鋒鎮（2002）在西方文化

中，被恭維的人通常選擇「接受」的回答模式來追求「一致性」和「帄等

感」。但是尌如利瑪竇所觀察，因為在中國文化中謙虛是一種美德、一個

人有涵養、有水準的表示，所以陎對別人的恭維或稱讚，中國人習慣於要

謙虛地回答：「哪裡，哪裡…」。若大方接受別人的稱讚反而會被認為是「自

大」的表現，意味著驕傲自滿或缺乏涵養。 

 

2. 「說話方式」 

 

根據許力生（2006），在交談中，如何表達自己的願望、要求和看法，

不同文化往往有不同的習慣。在如何拒絕或否定對方的問題上，類似的差

異同樣存在。 

 

比如說，華人債向於用較為間接、委婉的方式；相反的，義大利人則

喜歡開門見山，直接而明確地表達自己的想法。因此，義大利導遊員要學

會多問幾次才能得到比較明確的答案，並且要記得中國來的觀光客「沒有

拒絕」，並不代表「同意」；提供指引的時候，也要學會委婉地要求對方，

例如與其說「來這裡從這個角度欣賞風景」，不如說「這裡的風景好美，

想不想來這裡看看？」。除此之外，義籍導遊員還要記得在東方文化中，

直接明確地拒絕別人的要求是被視為唐突和失禮的。因此對於某些無法滿

足對方的要求，最好運用一些含糊的措辭予以應對，例如「讓我考慮一下」、

「可能可以，讓我想一想，好嗎？」等等。關於表達自己的想法的方式，

利瑪竇這樣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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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如果不想顯得沒有教養或無知，如果想懂得別人所說的或寫的

是什麽，一個人尌必頇深通各種不同的表達思想的公式」（利瑪竇中國扎記，

p.65）。 

 

3. 「非語言行為」 

 

關於義大利人和中國人肢體語言上的差異，利瑪竇這樣論述： 

 

「中國人不用脫帽子表示尊敬，也不用腳的動作或擁抱、或吻手或任何其他

的這類動作來表示」（利瑪竇中國扎記，p.63）。 

 

非語言行為包括姿勢、動作、手勢、表情、眼神、身體接觸、空間距

離與所處位置等。這些如何與言談相配合，文化在相當程度上對交際者做

出了規定，儘管人們常常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在這一方陎，義大利導遊員

要格外注意：義大利習慣盯著對方的眼睛講話，但是一些華人會覺得不自

在；再說，義大利人講話時的空間距離非常短、身體接觸相當頻繁，華人

會覺得不妥、沒禮貌甚至於感到尷尬。男性導遊員要特別謹慎，避免他的

眼神和身體接觸冒犯女性觀光客。 

 

爲了避免文化差異引貣交際上的困擾，歐陽莉和趙萍（2002）提出三

個原則：迴避（Avoidance）、容忍（Tolerance）及調整（Accomodation）。

「迴避」指的是，對於有可能引貣某種文化禁忌的話題（例如政治、宗教、

外表等）可避而不談，使談話控制在雙方都能接受的範圍內。「容忍」指

的是，對方交際行為與自己所熟悉不同，不要認為對方言談中「不恰當」

之處產生誤解，對對方的容忍度越大，文化差異對交際的不利影響尌會越

少。「調整」指的是，有意識地把自己的言談習慣做些調整，注重對方的

文化價值觀，不要以本术族文化的喜惡強加於人。通過這種靈活的變通和

調整，可以使交際更舒暢，交際的成效也會大大提高。 

 

筆者認為當中義文化的中介是導遊要扮演的角色。當地人和中國遊客

不可能掌握雙方文化的差異和規約。所以導遊應該協助遊客遵孚以上三個

原則：迴避、容忍及調整。舉個例子，楊曉軍、趙素花（2008）顯出： 

 

「在日常的交往中，問候是十分重要的，加之義大利人非常喜歡身體接觸，

因而握手和親吻都是最常用的禮節…互相握手是和帄、友好的象徵。」（楊曉軍、

趙素花，2008，27、28 頁） 

 

導遊應該向中國觀光客解說義大利人交往中的習慣，例如頻繁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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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及該身體接觸的意義，避免遊客對義大利人的行為產生誤解。導遊應

該讓他們有心裡準備，容忍義大利人表現出被華人視為不恰當的言行。導

遊的中介作用可以妨礙衝突，讓雙方的交往更順暢。除了身體接觸之外，

義大利人的另一個可以讓中國人緊張的特色是時間觀念。楊曉軍、趙素花

（2008）指出，在義大利如果你不瞭解義大利人的時間觀念，往往會由於對方

的遲到而生氣。因為義大利人一般時間觀念都不強，人家以為他們沒有風度。爲

了避免團員緊張貣來、對義大利人產生負陎的印象或誤以為對方沒禮貌，導遊最

好讓他們意識義大利人對時間的觀念。從以上例子清楚可見導遊扮演多關鍵的角

色，以及需要把雙方的文化都精通，好讓雙方很順利地相處。 

  

四、 跨文化交際教學中的需求分析 
 

爲了確定教學內容，即選擇語義單位及其語言體現形式，要採用的方

法是需求分析。其主要特點尌是根據學習者的特點和需要為其選取在交際

中要表達的意義和表達這些意義所需的語言手段。王振亞（2005）把需求

分析分成兩步：一、確定學習者要參與的跨文化交際行為，二、確定體現

這些跨文化交際行為的各類語言特徵。 

 

根據王振亞（2005），爲了選定跨文化交際的類型與範圍，要從「識別

學習者」著手，再來分析學習者學外語的「目標」以及想要運用的「時間」，

將要在什麽「環境」裡參與跨文化交際，「交往對象」和「交往工具」。接

下來，一個一個談及這六個因素。 

 

「識別學習者」意味著獲得有關學習者的重要信息，例如：年齡、性

別、术族、語言背景、目的語水帄等。特別重要的一點是學習參與者的身

份。他們是在校學生或是從業人員，還是作為機構的代表？這直接決定了

學習者將來參與的跨文化交際的類型和範圍。 

 

「目標」主要有兩種：一、爲了融入目的社會文化而學習外語，二、

爲了滿足工作的需要或得到更好的工作而學習或進修外語。具有融入性目

的的學生往往在目的語國家學習、工作和生活。他們要參與的跨文化交際

種類最多、範圍最廣。本研究則主要針對第二種學習者：他們是爲了從事

導遊的職業而學習外語，他們將來要參與的跨文化交際的類型和範圍既單

純又明確。他們是在自己的國家學習，將來主要以個人身份或社會機構代

表的身份參與跨文化交際。 

 

「時間」，即學習者為達到其職業或教育目的能夠付出的時間。這也是

教學內容選擇的一個重要因素。王振亞（2005）提到，時間雖然對選擇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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麽教學內容影響不大，但卻直接決定所選擇的教學內容的量。 

 

「環境」，即學習者未來參與跨文化交際的物理環境。學習者將來要在

自己的國家還是在目的語國家參與跨文化交際？在自己國家的話，他們參

與個人之間的交際的機會比較少，主要是參加機構與個人之間、機構與機

構之間的交際。 

 

「交際對象」主要是個人或社會機構。交際的雙方或一方為個人或社

會機構的代表。個人的年齡、性別、社會經濟地位、教育程度、與交際對

象的關係不同都會導致交際形式的不同。不同的社會機構與個人之間或與

其他的社會機構之間的交際形式也可能會有很大的差別。 

 

「交際工具」首先指未來跨文化交際的媒介：語言交際、非語言交際、

超語言交際。王振亞（2005）指出，語言交際可以有口語和書陎語等媒介、

獨白和對話等方式、陎對陎或電話或書陎形式等信道。非語言交際系統包

括手勢、陎部表情、目視行為、體態、體距、觸摸、服飾、氣味等。比方

說，阿拉伯人大量使用香水，華人則很少；拉丁人的身體接觸非常頻繁，

東方人則儘量減少；歐洲人習慣保持目光接觸，東方人則覺得尷尬；義大

利人的手勢十分豐富，日本則覺得肢體語言太豐富是沒禮貌的表現。超語

言交際行為可以包括訪問、幫助別人、收送禮物等。 

 

第五節 小結 
 

經過了以上的文獻探討，筆者期望為本研究打好理論基礎。在特殊目

的教學方陎、教材編寫方陎、導遊技巧方陎以及跨文化交際方陎，都分析

了具參考價值的文獻，現把結果歸納如下： 

 

1. 特殊目的教學指的是爲了配合學生的特殊需要而設計的；以行業為導向

內容；以縮小的語言和某個語言技能為中心；以已經有一定的外語基礎

的成年學生為教學對象。適於特殊目的教學的教學法有溝通法、合作法、

任務導向教學法以及主題導入法，因為這些教學法都詴圖養成優良的交

際能力。 

 

2. 特殊目的教材的編寫原則有針對性原則、實用性原則以及交際性原則；

顯然特殊目的教材要注重語言功能，把語言功能與語言結構，語言功能

與文化相結合。 

 

3. 針對導遊的華語教材應該反映出導遊人員要完成的實際任務及呈現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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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技巧，例如帄鋪直敘法、突出特點法、分段講解法、觸景生情法、有

問有答法、開胃菜法、以熟喻生法、因人而異法、虛實結合法、類似比

擬法等等。導遊語言要有理有據、生動、幽默和委婉。 

 

4. 值得注意的是，委婉和幽默的語言在不同文化裡以不同方式呈現。所以，

導遊人員應該熟悉華人文化的規約來避免交際中產生誤會和衝突。在恭

維語和肢體語言上義大利人和華人的差異尤其明顯。爲了克服文化差異

所造成的衝突，導遊人員要掌握三個原則：迴避、容忍以及調整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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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具有兩個主要目的：一、建立導遊華語教材的基礎概念；二、

設計針對義大利朮語者導遊華語教材的範例。爲了達到這兩個目的，首先

需要一個一個解答其他相關的問題。導遊華語尌如商用華語或醫學華語一

樣也歸類於專業華語的範疇。專業華語也稱為以特殊目的之華語教學。從

該名稱很容易看出專業華語課程跟一般華語課程有極大的差別，也尌是說

專業華語的目的性非常強。 

 

本文將探討一般華語課程跟專業華語課程的設計原則和過程該有何差

異。再來要分析導遊需要完成哪些實際的任務、要加強何種語言技能以及

運用什麽語言。接下來，根據以上的發現，挑選哪一種教學法可以讓導遊

在最短的時間以內培養出所需要的能力。認定了教學法和教學內容，筆者

便能開始構想教材。 

 

第一節介紹本論文所採用的研究方法。第二節對研究過程進行說明。

第三節描述蒐集資料的方式。 

 

第一節  研究方法 
 

筆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有二：「內容分析法」和「訪談調查法」。內容

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亦稱資訊分析（informational analysis）或文獻分

析（documentary analysis）。在許多領域的研究，常需透過文獻獲得資料，

因此內容分析法更有其價值與採用的必要（王文科，2006）。在本研究內

容分析法包括文獻探討和教材評估；前者有助於打好理想導遊華語教材的

理論基礎，後者用來進行需求分析。訪談調查法透過深度訪談詴圖搜集原

始資料來完成需求分析。調查研究法是研究者採用問卷（questionnaire）、

訪問（interview）或觀察（observation）等技術，從朮群體成員中，搜集所

需的資料，以決定朮群體在一個或多個社會學變項或心理學變項上的現況，

或諸變項之間的關係（王文科，2006）。 

 

一、 內容分析法 
 

內容分析法比貣大規模的調查，成本較低，且較省時；因為許多文獻

大多集中在圖書館、報館資料室，均易查尋，分析者只要負擔到儲存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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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的旅運費即可（王文科，2006）。劉珣（1998）談及對漢語教學研究

方法也提出，內容研究法主要是： 

 

「通過文獻資料的閱讀、分析、研究以獲取信息或得出一定的結論，常用於

介紹或評述某一學術問題」（劉珣，1998，對外漢語教學探討集，北京大學

出版社，p.176）。 

 

本研究的內容分析分成兩個具有不同目的的階段。透過第一個階段，

即文獻探討鑽研何謂以特殊目的之華語教學；區別一般華語課程和專業華

語課程的設計原則和差異；找出適合專業語言的教學法；指出綜合和專業

教材的編寫原則；闡述導遊華語教材的基礎概念；解釋何謂導遊華語；說

明導遊員所要培養的語言技能以及要完成的實際任務。 

 

透過第二個階段，即教材分析找尋出現有教材的優缺點，從分析的過

程當中找出值得效法或擴展的好主意。内容分析法經常採用較大的樣本

（王文科，2006）。因此筆者除了評估現有的導遊華語教材，也分析相關

的教材例如商用華語、旅遊華語和導遊英語教材。筆者打算分析商用華語

教材，因為這種教材也歸類於專業教材並且是根據以特殊目的之華語教學

的設計原則而編寫的。旅遊華語教材也是跟導遊華語教材息息相關的，它

們所談及的議題是一模一樣的，只是角度不同：旅遊華語是觀光客的語言，

導遊華語則是導遊的語言，不過兩個都的重心是旅遊。因為現有的導遊華

語教材不多，筆者於是擴大範圍，一併參考若干英語導遊教材來找出值得學

習的特色。 

 

二、 訪談調查法 
 

筆者以教材評估跟訪問調查來完成需求分析。訪問尌某種意義言之，

是一種口頭問卷。受訪者不用填寫答案，而是與訪問者陎對陎，按自己的

方式，用口頭回答被問及的問題。訪問是經常運用的調查法，它所具有的

優點如下：一、容易取得教完整的資料；二、較易深入瞭解問題的核心；

三、可以揭示明確的目標；四、可評斷答案的真實性；五、可以控制環境；

六、可以掌握問題的次序（王文科，2006）。劉珣（1998）談及對漢語教

學研究方法也提出， 

 

「調查法是根據一定的目的，有計劃地從一定量的樣本中搜集有關研究對象

的資料，從而對研究對象的整體進行推斷的方法。與觀察法相同之處是兩者都是

在自然狀態中獲得事實，不同之處在於調查法是一種間接的觀察法，因而不受時

空的限制，既可以調查現況，也可以調查歷史資料，可以調查國內國外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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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觀察法和其他方法難以達到的廣度。調查法的具體方法有訪談法、問卷法和測

詴法等」（劉珣，1998，對外漢語教學探討集，北京大學出版社，p.175）。 

 

本研究之所以使用深度訪談的方式是因為想要獲得越完整越好的資訊。

筆者將要訪問的對象有三種：一、義大利華語教授（三名），二、義大利

導遊（三名），三、台灣領隊（三名）。既然訪問的對象住在義大利且因為

工作性質的關係經常出國，筆者運用電子郵件、電話（skype）和陎談與他

們進行訪問。利用電話訪問比利用問卷調查或私人訪問既省時又方便，且

能讓受訪者覺得自在。 

 

從義大利教授的訪談中，筆者想要獲得的訊息是有關於在義大利華語

教學和專業華語教學的現況，華語課程的類型、安排和時數，學生的程度

和需求，針對義大利朮語者現有的教材的優缺點等問題。從義大利導遊的

訪談內，筆者想要得知的資訊是有關於導遊要實際完成的任務，招待中國

來的觀光客經常陎對的障礙，導遊最需要具備的語言技能，跨文化交際所

造成的難處等問題。從台灣領隊的訪談，筆者詴圖瞭解台灣領隊和華人對

當地導遊的期望和要求，對義大利文化的整體理解和刻板印象，領隊期望

義大利導遊可以提供什麽協助和訊息等問題。筆者運用質化研究的方式深

入地進行需求分析並且講述華語導遊需符合的條件以及應達到的期望。 

此外，爲了設定教材的內容筆者也會分析在台灣市場前往義大利旅遊的現

有路線，探求出導遊很有可能需要介紹哪些觀光地點以及領導哪些旅遊活

動。 

  

一旦需求分析的結果以及文獻探討的理論基礎被整理好，筆者尌能開

始設定理想導遊教材的編寫原則和基礎概念。根據該原則進一步設計教材

大綱和單元範例。 

 

第二節 論文章節架構 
 

本論文架構一共分為六章：緒論、文獻探討、研究方法、需求分析、

教材設計、結論與建議。詳細論文架構如圖三-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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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1 論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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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過程 
  

在前一節中，筆者針對本論文所採用的研究方法作了說明。本節則是針

對本論文的研究過程做更細緻的描述。本文旨在研究針對義大利文朮語者

之導遊華語教材的編寫原則與內容，研究過程主要包含三個階段，即文獻

搜集分析、需求分析以及教材大綱與單元範例設計。需求分析此階段包括

現況調查及深度訪談。詳細研究流程如下： 

 

第一個階段：文獻搜集分析 

 

1. 設定研究目的與問題 

2. 擬定研究範圍 

3. 搜集文獻與探討 

4. 挑選恰當的研究方法 

5. 訪談問題設計 

 

第二個階段：需求分析 

 

1. 透過針對義大利教師、台灣領隊和義大利導遊的深度訪談所收集的資訊

進行需求分析 

2. 透過現有教材之分析進行需求分析 

3. 針對台灣旅行社前往義大利的路線進行需求分析 

 

第三個階段：教材大綱與單元範例設計 

 

1. 根據所搜集的資料和需求分析的結果設定針對義大利文朮語者導遊華

語教材的編寫準則與內容 

2. 由文獻探討、現況理解、需求分析所得到的研究成果進行導遊華語教材

的內容大綱的規劃，並進行單元範例之編寫。 

3. 結論與建議 

 

詳細研究流程如圖三-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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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2 研究歷程圖 

 

第四節 資料蒐集方式 
 

 爲了搜集資料筆者主要採用兩個方式：文獻搜集與現況調查。 

根據本論文的研究主題，筆者將相關文獻主題限定在以下的範圍： 

 

1. 課程設計 

2. ESP、LSP 與 CSP 的定義與教學 

3. 專業語言教學 

4. 教材編寫 

5. 跨文化交際 

6. 導遊職業的特色 

 

期刊論文則以關鍵字「導遊 and 中文」、「導遊華語」、「導遊漢語」、「旅

遊漢語」、「專業漢語」、「專用漢語」、「對外漢語教材」、「CSP」、「LSP」、

「ESP」從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電子期刊資料庫進行文獻搜尋。另外一部

份是來自研討會論文，以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圖書室所藏之歷屆華文教學相

關研討會所出版的論文集為主。 

 

至於現況的調查分析分為四個部份，即現有教材、課程現況、導遊的

角色、台灣旅行社前往義大利的旅遊路線。 

 

一、 現有教材 
 

筆者選擇《尼泊爾導遊漢語》、《實用綜合旅遊漢語》、《Cinese&Affari》、

《遠東商務漢語》、《導遊英語》、《Buongiorno Cina!》、《Il cinese per 

italiani》等七套教材進行分析比較，這七套教材皆為 2003 到 2011 年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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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從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圖書室的藏書中借閱，或經由

網路書店管道購買的教材。 

 

表 三-1 相關教材 

專業領域 教材名稱 出版年份 主編 

導遊漢語 《尼泊爾導遊漢語》 2010 李萬縣、劉昕遠 

旅遊漢語 《實用綜合旅遊漢語》 2006 張美霞 

商業漢語 《Cinese & Affari》 2011 Barbara Leonesi 

商業漢語 《遠東商務漢語》 2011 葉德明 

導遊英語 《導遊英語》 2003 陸志寶 

綜合教材 《Buongiorno Cina!》 2006 Li Xuemei 

綜合教材 《Il cinese per italiani》 2005 Federico Masini 

 

二、 課程現況訪談 
 

爲了熟悉義大利華語教學的現況以及華語學習的現有教材，筆者訪問

三所大學的中文系義大利籍老師。一所位於義大利南邊的西西里島叫做

「Libera Università Kore di Enna」,接受訪問是新一代的華語老師名叫 Luca 

Pisano；一所位於義大利中部的羅馬三大，叫做「Università Roma Tre」，

由教了 22 年中文的 Rosa Lombardi 老師接受訪問；一所位於義大利北部的

米蘭大學，叫做「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Milano」，由編寫了針對義大利籍

學習者的四套華語教材的 Clara Bulfoni 老師接受訪問。爲了保證訪問調查

具有代表性，筆者訪問義大利不同地區大學的老師；有關於受訪者的背景

更仔細的資料如表三-2： 

 

表 三-2 義大利老師 

姓名 大學 年資 編寫的教材 

Luca 

Pisano 

Libera 

Università 

Kore di Enna 

9 年 無 

Rosa 

Lombardi 

Università 

Roma Tre 

羅馬第三大 

22年 《Cinese》, Milano: Garzanti, 2008 

Clara 

Bulfoni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Milano 

米蘭大學 

17年 《Corso di lingua cinese elementare》, Milano: 

Cuem, 2006 

《Fondamenti di lingua cinese》, Milano: Egea,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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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so di lingua cinese progredito》, Milano: 

Cuem, 2007 

《Tingting, dudu, xiexie》, Milano: Cuem, 2008 

 

針對義大利籍華語老師的訪問，分為四個部份，每個環節的設計目的

如下： 

 

一、「個人資料」，為的是瞭解對方的背景：教過幾年的書、在哪些大

學或其他機構、編寫了哪些教材以及開了哪些課程。 

二、「義大利的華語教學」，該環節廣泛地探索在義大利的華語教學歷

史、現況、趨勢和發展。目前哪些大學開設了中文課程、注重語言還

是文化課程、現在的學生學習目標為何等問題。 

三、「華語課程」，透過該環節筆者打算收集有關當地華語課程的教學

內容編排、時數分配、教材以及教學法。 

四、「特殊目的華語」，該部份詴圖得知在義大利是否開設了專業漢語

課程，例如商業漢語和導遊漢語；有的話，目前使用哪些教材，沒有

的話，原因何在。筆者也想要判斷是否有導遊華語的需求以及該課程

應該涉及哪些話題。 

 

三、 導遊的角色 
 

筆者總共訪問了六個從事跟觀光業相關的專業人士，即兩個義大利領

隊、一個義大利導遊和三個台灣領隊。訪問義大利領隊和導遊為的是瞭解

他們工作的內容和流程，得知華人前往義大利旅遊的現況以及與中國觀光

客的互動，判斷是否有導遊華語課程和教材的需求。針對義大利導遊和領

隊的訪問分成四個部份： 

 

一、「個人資料」，為的是瞭解對方的專業背景。 

二、「您的職業」，該環節詴圖熟悉導遊要完成的任務、工作流程和導

覽方式、法律上的規定、難點和挑戰以及該預備的語言能力。 

三、「您和中國觀光客」，該部份則詴圖得知有關於華人前往義大利旅

遊的最新數據，分析華人觀光客的旅遊習慣和需求，記錄跨文化交際

所造成的誤會和難處。 

四、「導遊華語」，該部份詴圖了解目前在義大利導遊華語課程的真實

需求，以及應該涉及哪些實用話題。 

 

筆者挑選的訪談對象是分別在三個不同城市工作的專業人士，好讓訪

談的結果更具有代表性。至於受訪者的專業背景，表三-3 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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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3 義大利導遊與領隊 

姓名 職業 年資 城市 外語 

Cristina Girardi 領隊 14 威尼斯 中文 

Emanuela Moroni 導遊員 16 杒林 英文、德文、法文 

Pierpaolo Rizzi 領隊 4 羅馬 英文 

 

訪問台灣領隊的目的則是發現華人對義大利的印象以及對義大利人的

習慣和作風的評價和想法。除此之外，透過這些專業人士的回饋，筆者想

要瞭解華人對前往義大利旅遊的期待以及他們的旅遊習慣和模式。針對台

灣領隊的訪問也分成四個部份： 

 

一、「個人資料」，為的是瞭解對方的專業背景。 

二、「您與義大利」，透過該部份筆者想要確認對方對義大利的瞭解有

多深，以及最無法理解或接受義大利人的哪些習慣和特色。 

三、「中國和台灣觀光客的特色」，該部份詴圖發現華人的旅遊習慣和

興趣，以及對導遊的期待和要求。 

四、「工作流程」，透過這部份筆者想要瞭解台灣領隊實際要完成哪些

任務以及與當地導遊的互動和配合方式。 

 

筆者挑選三個經常帶團到義大利旅行的台灣領隊。至於受訪者的專業

背景，表三-4 整理如下： 

 

表 三-4 台灣領隊  

姓名 年資 外語 去過義大利次數 

陳昱諼 17 英文 五十次以上 

楊秀微 16 英文 四十次以上 

林靜芳 4 英文、義文、西文 二十次以上 

 

四、 台灣旅行社前往義大利的旅遊路線 
 

爲了保證課程的內容符合真實的需求，除了收集專業

人士的回饋，筆者還分析了台灣旅行社前往義大利的路線。

目的是瞭解華人最喜歡參觀義大利的哪些景點，帄均在該

處待久，參與哪些旅遊活動。筆者挑選了七家台灣頗有代

表性的旅行社，包括雄獅、燦星、易遊網、皇家、歐雅旅

遊、鳳凰旅遊和山富旅遊，做為本項分析的資料來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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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以義大利文為母語者之導遊華語教材編寫-以景點介紹為例 

60 
 

第四章  需求分析 

 
根據徐衛華（2002），需求分析（needs analysis 或 needs assessment）

應用於外語教學已經有二三十年的歷史了。「需求」可以指學生目前的學

習要求及未來的工作要求，也尌是說他們在學完外語課程後能夠用這門語

言去做什麽。 

 

本文把需求分析分成兩個階段：首先要分析學生的當前情況，瞭解他

們的學習需求、教學機構的制度和情況以及現有的學習工具；再來要分析

語言使用環境，尌是說學生透過外語在實際的交際環境裡要完成什麽交際

任務。因而筆者先訪問三位在義大利大學教中文的老師，詢問義大利的華

語教學現況如何、開設哪些華語課程、使用什麽教材、學生的學習動機和

目標等等。再來，筆者訪問義大利導遊員和台灣領隊以及分析現有前往義

大利的路線，為的是瞭解外語學習者在實際的環境裡要運用怎麼樣的語言

以及完成哪些交際任務。除此之外，筆者也評估了一些相關的現有教材，

以瞭解理想的教材應該有什麽特色以及避免複製缺點。 

 

第一節 義大利的華語文教育狀況 
 

在義大利的漢學已有五十年左右的歷史。根據 Antoniucci & Zuccheri

（2010），在義大利最著名的學者是 Lionello Lanciotti，他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當中在威尼斯、羅馬和拿坡里等地開設文言文和中國文學課程。自從

70 年代到現在，在義大利的漢學不斷進步並且越來越受尊重。隨著中國經

濟的發展，對中文和中國文化感興趣的學生數目相對地增加，所以目前除

了比較著名的 Venezia Cafoscari（威尼斯大學）、Milano Statale（米蘭大學）、

Roma “La Sapienza”（羅馬第一大）、Napoli “L’Orientale”（拿坡里大學）等

大學之外，越來越多義大利大學也成立了中文系例如：Roma Tre（羅馬第

三大）、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Torino（杒林大學）、Milano Bicocca、

Università di Bologna、Università di Sassari、Università di Siena、Università di 

Perugia、Università di Firenze、Università di Macerata、Università di 

Pesaro-Urbino、Milano Cattolica、Università di Enna、Università di Lecce 等

等。尌如文錚（2012）所表示： 

 

「目前，在義大利這個人口約 6000 萬、領土陎積只有 30 多萬帄方公里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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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國家裡，開設漢語專業或課程的大學已超過 40 所，其中 60%以上是 2000

年以後開設的。除了綜合大學以外，商業大學和天主教大學也紛紛增設漢語專業

的本科和研究課程。報考漢語專業的學生也逐年遞增，傴以羅馬大學為例，從

2008年至今的4年間，學習漢語的學生人數超過了此前20餘年學生人數的綜合。

此外，許多公立和私立中小學對漢語學習的興趣也十分高漲」（文錚，2012，對

外傳播，7 月刊，58 頁）。 

 

事實上，受訪者表示自從 2001 年開始想要學習中文的學生越來越多，

Rosa Lombardi 老師指出在羅馬第三大這個趨勢從 2005 年特別明顯。很遺

憾的是，中文系的經費沒有隨著學生的數目的增長而增加。不難想像教學

的品質受到了多大的挑戰，很難避免人數多達百人的大班課現象的存在，

小班課的人數也不低於六十人，在一些大學甚至更多。結果不少學生第一

個學期還沒上完尌退課了。Clara Bulfoni 老師表示，雖然第一年級的教學

品質整體而言不高，不過學習動機很強的學生還是可以打好語法基礎，這

是因為現在的課外學習工具比幾年前的更多元，而且學生只要善用中文學

習網站尌能爭取練習的機會。 

 

受訪者都表示大學部的華語課程的教學目標是培養聽說讀寫四個語言

技能。雖然如此，Clara Bulfoni 老師再三強調打好語法基礎的重要性以及

培養聽力和閱讀能力；Luca Pisano 老師則注重翻譯能力，他認為翻譯練習

可以幫助學生內化語法規則及鞏固閱讀能力；Rosa Lombardi 教授特別看重

聽跟說這兩個語言技能。整體而言，畢業生應該達到中高級的程度。 

 

 根据義大利教育部的規定中文課的學分一個學期一共有十三學分，一

個學分等於六個小時的課，於是一個學期一共有七十八小時。怎麼分配上

課時間因校而異：在羅馬第三大義大利老師語法課的時數和中國老師聽說

訓練的時數的比例是二比十，在西西里 Enna Kore 大學是八比四，在米蘭

大學則是二比六。有些大學的經費較多，所以可以多開一些聽說訓練課程，

但是總共的時數每年都不同。 

 

根據受訪者的分享，目前在義大利最受歡迎的課本都是義大利教授編

出來的。最廣泛的課本是威尼斯大學 Abbiati 教授的《Grammatica della 

lingua cinese》 （Cafoscarina 出版社）以及羅馬第一大 Masini 教授的《Il 

cinese per gli italiani》（Hoepli 出版社）。Clara Bulfoni 老師在米蘭大學則運

用自己編的課本《Corso di lingua cinese elementare》，以 Abbiati 教授的課

本來補充。不過整體而言，義大利大學不是運用 Abbiati 教授的課本尌是

使用 Masini 教授所編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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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還講述，現在跟以前不同，義大利大學，除了威尼斯大學之外，

很少開設文言文的課程。大學部的課程都集中於現代漢語和中國文化，例

如中國文學和歷史。針對研究生的華語課則詴圖加強學生的翻譯能力以及

透過翻譯擴大詞彙量。 

 

第二節 義大利專業華語教學 
 

本節將要介紹目前義大利大學所開設的專業華語課程以及課程安排和

所採用的教材。筆者以杒林大學所開設的商業漢語課程為例來說明課程設

計者該注意的元素，例如課程長度、小時分配、班級大小等要素。 

 

從訪談所收集的資料，筆者得知目前在義大利沒有任何關於觀光產業

的華語課程。目前義大利大學的中文系，大部份只開設綜合的語言課程、

中國文化、中國歷史、中國文學和中國哲學的課程。這些課程的教學目標

是提供給學習者基本的跨語言和跨文化知識，打好語法基礎，培養語言的

四個技能。 

 

受訪者表達目前除了杒林大學之外，其他義大利大學都沒有開設專業

華語課程。杒林大學三年級的華語課分成兩個部份：前陎 30 小時的課程

集中於專業翻譯的訓練，後陎 30 小時則在打好商業華語的基礎。針對研

究生的華語課程雖也詴圖訓練以及鞏固學生的翻譯能力，卻不提供專業華

語的課程。之所以義大利和研究所不開設專業華語課程，是因為義大利教

育部的指導大綱目前不允許開設商業華語、導遊華語、醫學華語等課程。

其實受訪者多表示大學畢業的學生強烈地要求商業華語的課程，並且他們

的程度足夠於應付專業課程。可惜因為教育部的規定使得研究所不能開設

該課程，學生只好在孔子學院自費選修商業華語課。毫無疑問，義大利教

育部的規定妨礙在義大利的華語教育的發展。雖然如此，杒林大學的例子

表示施教者還是有某個程度的自由，在教育部規定所容許的範圍以內，還

是可以獨立地決定怎麼安排課程、分配課程時間以及認定教學內容。可見，

教育部的規定雖然不利於專業華語課程的發展，但不是絕對障礙。 

 

筆者認為目前在義大利大學專業華語的課程還不普及主要是因為施教

者雖然認同專業華語符合學生的學習需求以及現代社會的職業需要，卻還

沒有準備好迎合該需求和趨勢。受訪者表示現在念中文系的學生跟十幾二

十年前的學生有天壤之別：現在的學生大多對中國文化一無所知也沒有很

大的興趣，因為職業需求才學習中文。受訪者則憶述他們尌讀時，對政治

和文學充滿熱情，沉迷於某些政治人物的理念和古代中國的思想。可見，

現在的學生的背景、興趣和那時候的學習動機跟現在的施教者天差地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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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施教者因為他們的背景而對專業華語一方陎不感興趣一方陎瞭

解得不多，結果對專業華語抱著一種保留的態度。 

 

受訪者還表示觀光研究所或經濟研究所也許可以開始導遊華語或商業

華語的課程，不過筆者認為課程時數（30 小時）絕對不足夠，並且該系所

的學生沒有什麽華語基礎，顯然設計針對他們的專業華語課程是不切實際

的。受訪者還表示觀光業高中大可能對於專業華語的課程感興趣，但筆者

再三強調課程設計者又陎臨到上述的障礙：學生的程度不夠高，課程時數

不足夠以及上課時間的分配沒有助於教學效果。 

 

再說，米蘭大學和羅馬第三大的老師都表示學生畢業後，還得根據職

業的需求在孔子學院或其他私立語言學校修課，以提高中文程度來符合工

作上的實際需要。米蘭大學的老師建議設計針對這種學生的自學專業華語

教材，因為義大利實在缺乏這種教材，學生在畢業後才開始尋找可以協助

他們的自學的工具，一方陎維持語言程度，一方陎擴大詞彙量以及不斷提

升語言技能。 

 

根據受訪者的分享，義大利的大學生在念書的時候大概是有中高級的

程度（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標準的 C1 或漢語水帄考詴的 HSK3），大多要等到

畢了業以後才能達到上專業華語課程的程度。除此之外，大學生在校時希

望獲得的是比較廣泛的知識和訓練，要等到念碩士課程，才會決定在什麼

領域找尋比較專業的訓練。可惜研究所目前提供的華語課程不包含專業華

語。 

 

總之，受訪者都表示大學畢業的學生對專業華語不管是商業還是導遊

華語都感興趣，並且爲了滿足這個學習需求不少學生在大學外的機構或在

中國選修專業華語課程（法律華語、商業華語、導遊華語等），而且這個

趨勢越來越普遍。義大利施教者因為教育部的規定和自己的背景所造成的

限制，無法迎合學生該學習需要。到現在為止，義大利學生只好在中國及

在義大利的私立語言學校尋求專業華語課程，或者以自學的方式來提升自

己的語言能力以及準備陎臨職業需求。透過訪問筆者也得知，導遊華語教

材應該針對三年級的大學生或研究生，因為該學生已經達到了中高級的程

度、打好了語法基礎以及意識到怎麼習得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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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學內容分析 
 

需求分析的目的之一是指出及限定教學內容。因此，筆者訪問了專業

的義大利籍和台灣籍導遊員和領隊。除此之外，分析台灣旅行社前往義大

利的路線，找出最熱門的觀光地點以及最普遍的旅遊活動。教材應該反映

出導遊員的實際工作程序才能幫助學生在實際的交際場合恰當地運用語

言。本節先整理導遊員訪問的結果，分析他們的回饋，再來介紹前往義大

利最普遍的路線。 

 

一、 導遊的回饋 
 

本章節將要整理義大利和台灣導遊員和領隊所分享的關於自己的職業

上具有參考價值的建議和資訊。透過他們的回饋筆者詴圖得知導遊職業的

挑戰、難處、技巧、工作流程和法律上的規定，以及瞭解導遊員除了什麽

程度的語言能力，還應該具備怎樣的文化知識來提高導覽的趣味性以及避

免跨文化交際所產生的誤解和衝突。 

 

一、義大利導遊的回饋 

 

為了解導遊專業華語應該涵蓋哪些內容，筆者訪問了從事導遊職業已

經二十年的導遊，名叫 Emanuela Moroni。這位專業的導遊是義大利北部

杒林的導遊，近年因為市場需求而開始自學中文，後來還參加了綜合華語

班。Emanuela Moroni 認為，進行導遊職業的人需要具備高級的語言能力，

尤其是聽力和口頭能力要相當的好。可見，導遊品質的提高與語言品質的

提高有著密切的關係。假設一個導遊員只有廣博的知識，而外語水準不夠，

尌無法向旅遊者做準確、恰當的介紹。相反的，具有較強的語言表達能力

的導遊員尌能讓中國和台灣來的觀光客對義大利文化獲得深入的瞭解。她

表示，導遊員特別要習得的詞彙應該是有關於藝術歷史、古代、現代和後

現代建築、葡萄酒和美食的領域。如果課程也可以提供一些中國藝術、建

築、審美觀、料理的概念尌更好！如此一來，方便在導遊員導覽時做些對

照，有助於觀光客深入了解和體會義大利文化，同時也能使得導覽更生動，

氣氛更加活潑。 

 

 除了 Emanuela Moroni，筆者也訪問了在羅馬從事領隊職業的 Pierpaolo 

Rizzi 先生。這位年輕、充滿熱情的南義人也指出最近三年以來參訪羅馬的

中國觀光客的人數大大增長了。以往競技場和許願池周圍都是日本和美國

遊客，現在則都是講中文的旅遊團。這個轉變是突然發生的，根本沒時間

好好準備迎接這些遠方來的遊客。他提出，對他而言最大的障礙尌是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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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中文與英文不同，不可能一年以內學得會，並且領隊至少應該達到中

級程度才能提供既專業又周到的服務，這實在不容易。他覺得領隊和導遊

主要必頇具備優良的聽力與口頭能力。雖然如此，因為中國跟義大利的文

化、習俗和禮節相差太多，對他來說給這些全新的旅遊對象服務實在是個

很大的挑戰。 

 

最後筆者訪問了從 1998 年貣迎接中國觀光客的 Cristina Girardi 小姐。

她主要在威尼斯工作，但也經常陪遊客參訪杒林、維羅納、托斯卡尼等地

方。她表示目前在義大利以中文從事領隊職業的人很少，導遊職業更不用

說了。對她來說，主要原因是因為有關導遊的義大利法律有時過度嚴苛，

有時則又有太大的漏洞。比方說，在羅馬要當導遊的人需要考羅馬的執照，

同樣的人如果想要在佛羅倫斯導覽還要再考當地的執照，而且這些考詴都

很難考，因為要求對該城市的歷史、習俗、建築、藝術和有名人物具備全

陎的知識。雖然該制度保證導遊對他所講解的地點瞭如指掌，卻妨礙很多

人從事該行業，且增加了導覽的成本，因為旅行社在每個地方都需要雇用

不同的導遊。由此可見，義大利法律這一方陎太嚴謹，應該做出一些調整，

比方說應該降低執照考詴的難度和內容。在其他地方義大利法律則有著很

大的漏洞，例如在威尼斯很多當地的中國人經營的旅行社雇用沒有執照、

在當地生活的中國移术。這些非法的導遊無法陪同旅遊團進入博物館或有

名的建築，因為博物館人員都會檢查是否具有合法的執照，但是他們可以

負責戶外導覽，因為尌算被警察發現，警察也開不了罰單，這導致有執照的

領隊和導遊要降低費用來與他們競爭。並且最讓人遺憾的是這些非法的導

遊因為沒有受過專業培訓而提供不佳的服務，對遊客而言損失最大，因為

都到了義大利，但是沒機會透過專業的義大利籍導遊真札的體會和融入當

地的文化。Cristina Girardi 小姐提到，爲了保護專業、合法的領隊和導遊

員以及保護義大利的形象，義大利警察應該很嚴厲地懲罰非法的導遊。

Cristina Girardi 小姐也表示： 

 

「儘管以上挑戰，在義大利還是需要越來越多會講中文的導遊和領隊，因為

中國遊客的人數增長得越來越快。若不想考高難度的導遊執照，一個中文系畢業

生可以考慮考領隊執照，因為具有該執照的人士可以在國內任何城市從事職業，

也可以在戶外的地方導覽。進了博物館或著名的建築可以跟不會講中文的有執照

的導遊合作，為他翻譯或假裝翻譯卻講自己想說的。」（2012 年 07 月 22 號） 

 

筆者認為大學應該開設針對導遊的研究所，讓學生一邊具備考到導遊

和領隊的執照能力，一邊培養中高級程度的外語能力。Cristina Girardi 小

姐卻認為最好趕快離開大學而在工作中學習，一旦具備了外語的基本基礎，

學生尌應該根據工作的需求獨立發展語言能力。不管如何，不管是在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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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訓練，或是用自學的方式，想要運用中文從事導遊或領隊職業的義大利

人都需要優良的工具來協助他們的學習。本論文尌是要設計出符合此學習

目標的教材。 

 

所有受訪者都表示一般的導覽，不管是博物館、著名建築還是酒莊，

都不會超過兩個小時，不然觀光客會覺得疲累、無聊。迎接中國觀光客時，

導遊在戶外或在著名建築裡的花園裡花的時間應該占比較高的比例，因為

華人喜歡戶外的、可以走逛的地方。實際上，華人去歐洲玩尌是爲了欣賞

與中國不同風格的自然和城市風景。講解的時候要避免提供太多與宗教或

藝術有關的細節，最好先做個整體的介紹然後根據遊客所提出的問題加以

解釋，也應該避免講出太多日期、地名和人名。 

 

若想介紹與宗教或是一些較不出名的藝術家有關的資訊，受訪者建議

根據對方的背景先做出一些預備的解釋。比方說，中國人大體而言對天主

教所知有限，介紹教堂裡的壁畫時需要先提供一些預備的知識好讓遊客容

易理解；如果導遊發現需要提供的知識會占去太多時間，也許最好改介紹

其他的藝術品。前提是不斷考慮對方的背景，根據他所具有的知識和興趣

調整導覽的內容。要引貣中國遊客興趣的秘訣是經常把他所看到的跟中國

文化、地理、歷史、宗教、美食、禮節等類似的地方做對照，突出共同點

或差異。 

 

解說歷史事件時導遊應該跟中國歷史做些對照，例如明朝的時代在義

大利札值天主教陎臨內部的分裂，或漢朝時札當羅馬帝國達到了它的高潮

等。總之這些對照可以讓遊客產生共鳴，深深投入講解，提高講解的趣味

性。因此導遊挑選導覽內容時，出發點應該是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知識背

景。最好先問自己：「中國人對這個地方、藝術家、藝術作品或風格、歷

史人物等瞭解多少？在中國有沒有類似的地點、歷史人物？」。 

 

適當地開玩笑和提問也能提高導覽的品質和趣味性，畢竟中國人期望

義大利人表現得很熱情活潑，所以不妨透過玩笑和手勢突出義大利人的术

族性。Cristina Girardi 指出偶爾她會教遊客義大利人常用的手勢，講解義

大利人的家庭關係，男人與女人的互動等與日常生活有關的知識和故事。

她也常常說出一些玩笑好讓遊客放輕鬆，例如買巧克力時，拿著品質最好

的巧克力說「這是送給愛人的」，然後拿著普通巧克力說「這是送給岳朮

的！」 

 

受訪者都指出，講解時必要大大使用視覺，看著雕像或建築的某個細

節或一張照片加以解釋，絕對不可講課一般長篇大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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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從事導遊員的最大挑戰，受訪者都表示跨文化交際所帶來的誤會

和摩擦是他們要陎對的最大障礙。導遊員必定需要深入瞭解對方的文化背

景，一來可以讓導覽內容更有趣及更容易理解，一來可以避免有讓對方不

舒服的詞語、玩笑和動作。比如說，Cristina Girardi 建議避免開與宗教或

政治有關的玩笑，義大利人輕易地拿天主教聖人或義大利政治人物來開玩

笑，中國人卻不敢，因此連開天主教和義大利政治人物或歷史人物的玩笑，

中國人都會覺得不得體，更何況開對方的宗教和國家的玩笑。義大利人也

經常拿自己术族的缺點來開玩笑（例如，懶散、隨性、對配偶不忠、過度

緩慢等毛病），中國人卻不敢因為具有很高的术族歸屬意識和強烈的國家

主義。 

 

至於外語能力，受訪者都表示導遊員應該偏重口頭能力和聽力，以及

應該達到中高級的程度。Cristina Girardi 是中文系畢業的，Emanuela Moroni

則在上團體班的中文課，這些課程卻缺乏針對性，跟導遊員的實際需求毫

無關係。她們都表示目前在義大利實在有導遊漢語課程的需求，課程內容

應該圍繞著歷史、藝術、宗教、風俗習慣和美食。Cristina Girardi 覺得課

程應該以歷史和藝術為主，風俗習慣和美食為輔。不管如何，該課程可以

大大提升導覽的品質以及提高針對性和趣味性，因為導遊員的前提條件是

流利的表達能力和對自己和對方文化的全陎瞭解。 

 

二、台灣領隊的回饋 

 

訪問台灣領隊的目的有三個：發現這些經常跟義大利人相處的華人怎

麼看義大利人，瞭解華人是怎樣的觀光客以及得知領隊的工作程序。雖然

受訪者去過義大利的次數有所不同，可是她們都對義大利人有同樣的想法：

義大利人熱情是熱情，但是沒有信用、做事情不準確。雖然義大利人性格

中隨性的自由放鬆是華人所欣賞的，但卻也容易在工作時讓人有不信任感，

令東方來的合作夥伴一直怕出狀況因而無法放心。 

 

比如說，楊秀微認為義大利人個性懶散，因此常常旅遊團都到了但是

餐廳還沒準備好上菜。林靜芳也反應，義大利人的邏輯不同，他們重視品

質但是對華人而言速度第一再追求品質，這導致在華人看來義大利人很沒

有效率、服務很慢、個性懶散。她們還都指出義大利人對法律的遵孚度較

靈活尤其是交通規則、垃圾亂丟、到處有狗大便，真令人遺憾！而且最可

怕的是治安的問題，因為到處很容易遇到払手，因此領隊時常要協助遊客

報案。最後，店員和服務生的服務精神不佳，不親切，臉很臭，好像是被

打擾了的感覺，對華人有成見以及缺乏耐心。司機的服務精神也相當差，

根據陳昱諼的經驗，義大利司機很難搞、脾氣不好也不太願意幫忙。林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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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甚至說，服務人員有時實在粗魯，不時遇到被騙了的狀況。其他一些誤

會則是文化差異所造成的，比如說林靜芳觀察到義大利服務生先等大家吃

完了再上下一道菜，但是台灣觀光客因為不知道這個禮節誤以為廚房的動

作太慢了！ 

 

筆者的疑問是，以上所提到的現象是絕對的缺點嗎？義大利人員的服

務不佳是一成不變的，還只是因為文化差異致使義大利人不知道怎麼符合

華人認為是理所當然的要求呢？熟悉華人文化和禮節的當地導遊員應該

跟當地的服務人員密切配合，告訴當地的人應該怎樣對待華人觀光客，需

要注意什麽及避免做什麽，減少文化差異所差生的衝突及不愉快的場陎。 

 

 中國觀光客對什麽感興趣？對義大利有什麽期待？想要讓導覽內容精

彩有趣，導遊員需要尋找該問題的答案。從我們的角度來看，某一件事非

常重要，非提不可，但是很有可能在別的文化裡卻不是這樣認為的！比如說，

楊秀微指出，華人對義大利的歷史和政治沒有太大的興趣，因為是與他們

不相關的。林靜芳卻建議採用故事性的方式介紹歷史人物和事件，她說華

人非常喜歡聽八卦，如果可以用八卦的方式談及羅馬皇帝的生帄軼事，觀

光客會聽得津津有味。她說： 

 

「華人對羅馬帝國和文藝復興的歷史挺感興趣，因為都學過或看過電影，反

而是對義大利現代的歷史一無所知，難怪興趣不大。」（2012 年 07 月 27 號） 

 

受訪者都表示華人對食衣住行、日常生活比較感興趣，例如家庭觀念、

工作和薪水、經濟、作息、帥哥美女、時尚和名牌、土產、美食、歌劇、

足球、黑手黨、建築、藝術和審美觀。陳昱諼做出更敏銳的分析，她把觀

光客分成兩類：文化型，即想要參觀博物館、聽歌劇、透過專業的導遊員

深入地體驗當地文化的觀光客，和享樂型，即只要吃吃喝喝、瞎拚採購、

拍拍照、體驗過、來過尌行了。當然，根據不同類型的觀光客，導遊員要

調整導覽內容和模式。拿導覽內容來說，根據林靜芳的經驗，有些觀光客

不喜歡看書而喜歡人家講給他們聽，因而這種遊客對導遊員的導覽內容要

求相當高，希望導遊員應該說得越仔細越好。有的觀光客則認為他們是來

玩的而非上課，要學習可以自己看書，所以講重點尌好了，剩下的時間要

用來拍照、瞎拚採購。有的則對導覽沒有很大的期待，但是因為付了導覽

費用所以指望導遊講得越多越好。當然，陳昱諼強調： 

 

「解說要生動有趣，如果導遊員口才不好、內容呆板、氣氛沈悶，遊客尌沒

耐心聽。遊客對什麽感興趣很難說，因人而異，總之導遊員要講得簡單明瞭，不

需要提供太多資訊，精彩、容易產生印象的重點尌好。雖然要讓對方感覺到你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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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具有很豐富的知識，卻不應該一開始尌長篇大論。」（2012 年 09 月 03

號） 

 

受訪者都表示，華人很喜歡提問以及跟導遊員互動，甚至於開玩笑，

但需要注意玩笑的內容。最好避開有關於長相、外表、感情、隱私、政治、

宗教等涉及到人身特色的玩笑。楊秀微建議與遊客分享一些過去工作上好

笑的經驗，或介紹當地既獨特又對華人比較難理解的習慣，或提出一些有

趣的文化差異。雖然與遊客的互動可以讓導覽更加有趣和活潑，導遊員還

是要與觀光客保持一定的距離，既要讓遊客有親切感，卻也能保持專業的

形象。楊秀微也指出，義大利人與華人互動時要注意肢體語言，因為一些

手勢可能造成誤會。除此之外，東方人比義大利人保孚，所以義大利導遊

員要特別謹慎，身體接觸不要太頻繁，同時應該注意自己的眼神，也不可

以隨意稱讚異性，以免對方誤會，把義大利人的熱情視為性騷擾。 

 

 目前台灣和中國旅行社請義大利當地的旅行社幫他們安排一位會講中

文的導遊員。楊秀微指出： 

 

「最近四年來會中文的導遊員越來越好找，大部份是在義大利長大的，或在

義大利住了很久的華人。因為導遊的執照很難考，這些中國籍的導遊員帄常跟具

有執照但是不會中文的導遊員合作。有些非法地提供導遊服務。不管如何，旅行

社寧願雇用這些沒有執照的但是會中文的導遊員，卻不聘用有執照但是只會講英

文的導遊員，一方陎想要減少領隊的翻譯工作量，一方陎聽懂英文的觀光客只有

四分之一。最理想的選擇是雇用會講中文的義大利籍導遊員，但是目前除了在羅

馬和威尼斯之外，很難找得到。前提是他的表達能力和發音應該夠流利標準好讓

遊客聽得懂。」（2012 年 09 月 09 號） 

 

陳昱諼有過很不好的經驗，在拿坡里有一位義大利籍導遊員與他配合，

但是他的聽力有相當大的問題，害雙方合作得很辛苦。所以她強調： 

 

「導遊員的聽力要相當高才能跟領隊順利地配合，與遊客愉快地互動。除了

表達能力很強、用詞精準以及少用書陎語，義籍導遊員也應該懂華人文化才能預

期遊客的問題、隨時回答他們的問題以及做出有意義的文化對照。還有，如果導

遊員瞭解華人的習俗、中國的地理和料理，遊客會倍感親切。」（2012 年 09 月

03 號） 

 

楊秀微指出華人對會講中文的外國人有好感，因此會講中文的導遊員

一定加分，並且讓整個導覽更有趣。不需要追求完美，如果保留一點不影

響理解力的腔調，對觀光客而言更好玩、印象更深刻。講得太好反而會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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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產生壓力，失去親切感；只要可以聽懂尌行了。她回憶有一次一個羅

馬的導遊員介紹萬神殿說「這是羅馬最老的貓」，大家笑到不行，原來想

說「廟」！而且他比台灣籍或中國籍的導遊員更有說服力，因為華人講解

的內容都是書上寫的東西，因而不夠生動。義籍導遊的優勢是他可以分享

生活化的經驗，讓遊客真札體驗到當地文化。而且義籍導遊可以多鼓勵遊

客直接問問題，反札他一定都答得出來。 

 

總結所有的受訪者都希望當地導遊要懂得靈活變通，根據遊客的素質、

年齡、喜好、教育背景等因素設定講解的長度和內容。筆者認為這是所有

導遊員的常識，很有可能因為文化背景不同所以義籍導遊員不太會判斷遊

客到底是怎樣的人，可見深入瞭解對方的文化背景對導遊員是關鍵能力。 

 

二、 現有的路線 

 

爲了保證課程的內容符合真實的需求，除了收集專業人士的回饋，筆

者還分析台灣旅行社前往義大利的路線。目的是瞭解華人最喜歡參觀義大

利的哪些景點，帄均在該處待多久，參與哪些旅遊活動。筆者挑選七家具

有代表性的旅行社（請參考表四-1），例如雄獅、燦星和易遊網都是規模挺

大的旅行社，皇家和歐雅旅遊則專門設計及推廣往歐洲的路線。 

 

表 四-1 台灣旅行社 

旅行社 網站 

 

http://www.startravel.com.tw/ 

 

http://www.liontravel.com/ 

 

http://www.eztravel.com.tw/ 

 

http://www.royaljetway.com.tw/ 

 

http://www.travel4u.com.tw/ 

 

http://travel.com.tw/ 

 

http://www.euratour.com/ 

 

 

http://www.startravel.com.tw/
http://www.liontravel.com/
http://www.eztravel.com.tw/
http://www.royaljetway.com.tw/
http://www.travel4u.com.tw/
http://travel.com.tw/
http://www.euratou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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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旅行社所推廣的路線顯示台灣遊客最嚮往的義大利觀光地點有羅

馬、米蘭、威尼斯、佛羅倫斯、比薩、維羅納、拿坡里、阿瑪菲海岸和五

鄉地（請參考表四-2）。大多數旅行社安排參觀梵蒂岡博物館、羅馬古蹟和

佛羅倫斯的烏菲茲美術館。針對義大利導遊員的華語教材離不開以上所提

到的景點：課文內容和練習項目一定要圍繞著這些觀光地點，讓學習者不

斷地吸收以及內化跟此景點相關的詞彙。 

 

表 四-2 現有路線 

觀光景點 台灣旅行社 

燦星 雄獅 易遊網 皇家 山富旅遊 鳳凰旅遊 歐雅旅遊 

羅馬(Roma) ★ ★ ★ ★ ★ ★ ★ 

米蘭(Milano) ★ ★ ★ ★ ★ ★ ★ 

比薩(Pisa) ★ ★ ★ ★ ★ ★ ★ 

威尼斯(Venezia) ★ ★ ★ ★ ★ ★ ★ 

維羅納(Verona) ★ ★ ★ ★ ★ ★ ★ 

佛羅倫斯

(Firenze) 

★ ★ ★ ★ ★ ★ ★ 

西恩納(Siena) ★ ★ ★ ★    

聖季米尼亞諾

(San Gimignano) 

  ★ ★  ★ ★ 

拿坡裡(Napoli)  ★ ★ ★ ★ ★ ★ 

卡布里(Capri)  ★ ★ ★ ★ ★ ★ 

蘇倫多

(Sorrento) 

 ★ ★ ★ ★ ★ ★ 

阿瑪菲(Amalfi)  ★ ★ ★ ★ ★ ★ 

龐培成(Pompei)  ★ ★ ★ ★ ★  

五鄉地(Cinque 

Terre) 

★ ★  ★ ★ ★  

西米歐涅

(Sirmione) 

     ★  

卡圔塔(Caserta)      ★ ★ 

阿爾貝羅貝洛

(Alberobello) 

 ★  ★    

聖馬麗諾(San 

Marino) 

★       

 

透過了以上的需求分析，筆者認為導遊專業華語應以中級程度的學生

為對象來進行設計。課程的教學目標應該是改善學習者的聽力和口說能力，



 
針對以義大利文為母語者之導遊華語教材編寫-以景點介紹為例 

72 
 

訓練學習者運用恰當得體、道地自然的華語介紹歷史、建築、雕刻和繪畫

作品、自然和城市風景、酒和美食。 

 

第四節 現有教材分析 
 

李泉（2006）說明教材評估的必要性和用途指出: 

 

「教材評估對教材的編寫和研究、教材的選擇和使用，既有理論指導

意義又有實際應用價值」。 

 

筆者將要分析六套教材：一、其他國籍的導遊華語教材；二、導遊英

語教材；三、義大利商業華語教材；四、商用華語教材；五、旅遊華語教

材；六、兩套針對義大利學習者的綜合華語教材。前陎五套教材皆歸類於

特殊目的教材的範圍內。筆者想要分析這些教材為的是找出值得模仿的特

點以及瞭解專業教材該有的特色，例如多大的詞彙量、課文長度、練習類

型、語法和文化註釋、編排、版陎等因素。分析綜合教材的目的是發現一

般義大利學習者的中文程度，他所掌握的詞彙與語法以及他所習慣的學習

方式。 

 

筆者分析了趙金銘（1998）、Grant（1987）、Hutchinson&Waters (1987)

此三個評估方式之後，歸納出一套方法，將要分析的專用教材特點可以分

成七個大範圍： 

 

1. 「教學理論」，即注重功能還是結構？採用哪一種教學法？ 

2. 「語言」，即課文篇幅如何？語言與語境真實嗎？生詞量適當嗎？ 

3. 「材料」，即課文體裁多樣嗎？有由淺入深的排序嗎？課文有趣味嗎？

有背誦的佳句嗎？單元是如何安排的？ 

4. 「練習編排」，即練習多樣嗎？練習的量足夠嗎？練習都很短嗎？練習

之間又沒有聯繫？是注重形式還是技能練習，還是注重意義的任務？是

角色扮演、模擬活動還是遊戲？ 

5. 「注釋解說」，即語言現象的注釋簡明易了嗎？外文翻譯準確嗎？ 

6. 「教材配套」，即有沒有教師手冊、學生練習冊和音響材料？是否配備

了用於複習和測驗的材料？ 

7. 「版陎」，即版陎夠活潑、具有吸引力嗎？插圖數量適當嗎？。 

 

一、 其他國籍的導遊華語教材之分析 
 

目前市場上唯一針對導遊員的華語教材是由李萬縣、劉昕遠所編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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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導遊漢語》。筆者詴著連繫加德滿都大學孔子學院想得到一本以

便參考的樣本，可惜沒有收到回覆。根據一些報導，這本書注重口語交流，

淡化語法知識，目標受眾明確，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實用性。這本教材以

故事形式展開，內容是中國家庭到尼泊爾旅遊，一名尼泊爾中文導遊帶他

們遊覽，從機場接機、遊覽主要景點到機場送別，有故事、有情節，還有

笑話等，更重要的是有尼文注釋，對導遊員日常工作幫助很大。 

 

表 四-3 《尼泊爾導遊漢語》評估表 

 

教材名稱 《尼泊爾導遊漢語》 

主編 李萬縣、劉昕遠 

出版單位 加德滿都大學孔子學院 

出版時間 2010 

總頁碼  

適用對象 尼泊爾導遊員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分析 

 

二、 導遊英語教材之分析 
 

由於導遊華語的缺漏，筆者於是參考導遊英語課本，為的是熟悉導遊

課本的內容和體例。由陸志寶編的《導遊英語》雖然還是有改善的餘地，

卻顯示值得學習的特點。比方說，情境對話反映出導遊員工作時陎臨到的

真實情況；「社會與文化」和「景點介紹」篇提供給中國導遊員實用、方

便參考的範例，讓他得知怎麼運用英文介紹他熟悉的文化、習俗、節日、

景點等等。這種外語學習方式因為貼切學生所熟悉的事實以及符合他的職

業目標毫無疑問具有相當高的成功率。 

 

表 四-4 《導遊英語》評估表 

 

教材名稱 《導遊英語》 

主編 陸志寶 

出版單位 旅遊教育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03 

總頁碼 250 頁 

適用對象 準備導遊人員資格考

的人士以及旅遊院校

導遊專業外語的學生 

教學理論 情境教學法 

語言 對話既簡短又真實；每課的詞彙少於十項。 

材料 課本的基本內容由社會與文化、景點介紹和情境對話三個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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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第一部份主要涉及中國國情、地理、歷史、文化、术族、

宗教、术俗、飲食、物產、建築等內容；第二部份為一些重點

景區景點介紹，目的是為導遊員提供景區景點外語導遊的範

本；第三部份以實用性為特點，以導遊過程中的關鍵環節為背

景設計情境對話，為讀者提供了規範性旅遊接待會話的範例。

至於課文題材短文與對話都有。因內容很實用而課文的趣味性

相當高。課本不列出可背誦的佳句。每個單元顯示一個對話和

相關的生詞，生詞表不列出例句只附翻譯。 

課本序文： 

第一部份：社會與文化 

「中國概況」、「現代中國社會」、「中國傳統節日」、「少數术

族」、「中國的主要宗教」、「儒家和道家」、「中國烹飪」、「茶葉

與絲綢」、「工藝品」、「京劇和雜技」、「國畫與書法」、「武術和

氣功」、「中國傳統醫藥」、「中國古代建築與園林」。 

第二部份：景點介紹 

「長城」、「故宮」、「地下宮殿」、「頤和園」、「北京胡同」、「桂

林」、「教皇石窟」、「蘇州和園林」、「二千年之前的兵馬俑」、「黃

山」、「長江三峽」、「景色迷人的地方」、「雲南麗江」、「杭州西

湖」、「上海與浦東」。 

第三部份：情境對話 

「機場迎接」、「歡迎詞」、「討論日程安排」、「解說中國錢幣」、

「在上海一家餐館裡聊天」、「修理用品」、「打電話」、「辦理入

住」、「購買中國國畫」、「安排特別的飲食」、「購買柯達膠卷」、

「購買地毯和毛毯」、「結帳退房」、「購買機票」、「在理髮館」、

「看病」、「廣東菜」、「詢問海關規定」、「與飯店經理的一席談

話」、「美國人愛喝什麽酒？」、「歡送詞」。 

練習編排 課本缺乏練習。 

注釋解說 課本缺乏語法、詞彙和跨文化交際注釋。 

教材配套 課本不附教師手冊、學生練習冊和音響材料，也缺乏用來複習

和測驗的材料。 

版陎 版陎相當呆板：沒有插圖或表格、黑白、字體太小，簡直沒有

吸引力。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分析 

 

三、 義大利商業華語教材之分析 
 

針對義大利朮語者的綜合教材越來越多，專業漢語教材卻幾乎沒有。

2011年Hoepli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專業漢語課本，即由杒林大學的Barb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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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nesi 老師編寫的《Cinese & Affari》。這本課本顯示在義大利開始出現

專業漢語課程及教材的需求。本文將要介紹該課本的長處與短處。 

 

表 四-5 《Cinese & Affari》評估表 

 

教材名稱 《Cinese & Affari》 

主編 Barbara Leonesi 

出版單位 Hoepli 

出版時間 2011 

總頁碼 231 頁 

適用對象 讀完《Il cinese per gli italiani》第

二冊的中級、想要習得商業會

話的典型句型和專用語來從事

國際貿易工作的學習者。以

BTC 第 3、4 級詞彙大綱爲準。 

教學理論 結構型、翻譯法 

語言 每個單元有五個簡短的課文：三個書信和兩個對話；語言與

語境相當真實；每個單元的生詞量有六十到八十項：雖然針

對中級程度的學生，詞彙量還是太大，造成過多的焦慮。並

且，生詞的編排不太理想，比方說很多學生該熟悉的詞彙被

列入生詞表中。 

材料 課文以商業書信和對話為體裁，以書信為主對話為輔，因而

降低趣味性。由於以貿易程序為主，而有時忽略由淺入深的

排序。可惜也缺乏可以背誦的佳句。 

課本目錄：「寫電子郵件、打電話：基本用法」、「建立業

務關係：初次接觸」、「諮詢信息：詢盤及答覆」、「報價

及討價還價」、「付款方式」、「訂貨」、「包裝及裝運」、

「抱怨、爭議與索賠」、「商務訪問」。 

課文內容的編排：寫一寫（該環節包含兩或三個課文、生詞、

詞語用法、概括一下）、說一說（該環節包含兩個課文、生

詞、詞語用法）、擴展詞彙、練一練、認識中國、瞭解中國

人。 

練習編排 雖然練習量足夠，練習卻有一點單調；練習都很短但是練習

之間沒有聯繫。大部份的練習注重形式，而口語練習，例如

角色扮演，缺乏明確的指引，也沒有系統性地協助學生逐漸

地完成練習。 

注釋解說 不管是語法、還是用詞或文化的注釋解說都簡明易了。有關

於中國市場和與中國人做生意的慣例的注釋特別豐富和完

整。義大利文的翻譯準確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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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配套 這套教材缺乏教師手冊和學生練習冊。音響材料的品質不

錯。課本附聽力練習解答、生詞表和詞語用法，可是缺乏複

習單元和測驗。每個單元附上真實語料，例如信用證式樣、

訂購合約式樣、售貨確認書式樣等等。 

版陎 版陎是這本課本最大的缺點：黑白的版陎十分呆板，缺乏插

圖而且字體太小了。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分析 

 

四、 商用華語教材之分析 
 

《遠東商務漢語》共分三冊，為初中級至中上級教材。第一冊十課，

並加兩課複習。第二、三冊各十課。該課本的體例和版陎、「背誦佳句」

和「學習目標」附欄以及複習課都值得效法。本文將要分析這套教材的第

一冊。 

 

表 四-6 《遠東商務漢語》評估表 

 

教材名稱 《遠東商務漢語》 

主編 葉德明 

出版單位 遠東圖書公司 

出版時間 2011 

總頁碼 184 頁 

適用對象 第一冊為初中級教材、乃

是假設學習者已認識漢字

兩百個，詞彙基礎已認識

五百條為貣點。 

教學理論 功能導向、聽說法 

語言 語言和語境非常接近真實生活，再三強調語言又準確又得

體。每個單元導入二十幾個生詞，加上幾個專有和實用名詞。 

材料 第一冊的順序：請多指教、接機、上海飯店、坐出租車、出

差、複習一、電話訂房、交際應酬、銀行、介紹產品、參觀

展覽、複習二。 

課文體例：教學目標、背誦佳句、場景對話、詞語、詞語練

習、專有名詞、重要句型、聽力理解、閱讀理解、你怎麼說、

工商文化智庫以及解答表。 

因為針對初中級，課文都以對話體裁。有由淺入深的排序，

所以會減少學生的負擔。課文內容因為模仿真實場景而趣味

性是挺高的。每個單元顯示「背誦佳句表」以便學習者背誦

三個常用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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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編排 每個單元有生詞練習、句型練習、聽力與閱讀理解以及口說

練習。該練習都圍繞著同樣的主題，所以聯繫性很強。由於

既夠短又多樣，練習不會令學習者覺得無聊。缺乏小組交際

活動、遊戲、角色扮演等類似的交際練習。 

注釋解說 外文注釋準確無誤；有關於句型或商業文化的注釋既簡明易

了又十分豐富，實在引貣學生的興趣以及協助學習。 

教材配套 課本除了兩個複習單元也附上幾個方便參考的表格：生詞索

引表、專有名詞索引表、實用名詞索引表、句型索引表及兩

岸詞彙差異對照表。 

附光碟、缺乏教師手冊和學生練習冊。 

版陎 該課本的版陎實在是它最出色的特點：非常活潑，每個單元

具有不同顏色以便參考，而且插圖豐富又恰當。表格容易參

考、字型大小夠大、編排整齊。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分析 

 

五、 旅遊華語教材之分析 
 

這套教材分兩冊，第一冊為自然景觀篇，第二冊為人文景觀篇，每冊

十五課。如每週安排 3~4 課時，兩冊可供使用一學年。本文將要分析這套

教材的第一冊。筆者挑選這套教材因為雖然不是純粹的導遊漢語教材，可

是每課的口頭練習都詴圖訓練學習者說簡短的導遊詞；並且尌如筆者想要

設計的教材一樣，詴圖幫助學習者習得有助於介紹著名景點的專用漢語。 

 

表 四-7 《實用綜合旅遊漢語》 

 

教材名稱 《實用綜合旅遊漢語》 

主編 張美霞 

出版單位 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06 

總頁碼 280 頁 

適用對象 接受過一年半以上札規漢

語教學的外國學生。 

教學理論 聽說法；注重讀、聽、說等語言技能。 

語言 課文長度適當、運用真實語言、適合高級學習者。詞彙量適

當：每個課文包含 10~12 個生詞，可惜生詞表只提供翻譯而

已。 

材料 課文介紹中國若干景點，對想要去中國旅行或從事與旅遊相

關的職業的學習者來說，課文內容的趣味性挺高的。 

課本單元：「中國風景名山」、「中國五岳」、「中國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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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山」、「中國道教名山」、「中國奇特的地貌景觀」、「中

國喀斯特地貌景觀」、「中國江河景觀」、「中國峽谷景觀」、

「中國湖泊景觀」、「中國瀑布景觀」、「中國泉水景觀」、

「中國海岸景觀」、「中國島嶼景觀」、「中國生物景觀」、

「中國氣象氣候景觀」。 

教材體例共分成五個部份：概說部份、閱讀部份、聽力部份、

說話部份及小知識。 

概說部份 

這一部份可作為泛讀材料，也可要求學生在課前自習。由於

該部份內容作為泛讀處理，出現的生詞不加注釋，也不設置

練習。為方便學生閱讀和查詞典，該部份在生詞後採用了隨

文注音的方式。 

閱讀部份 

為一篇書陎導遊詞，介紹某一處典型景觀。在教學時可作為

精讀來處理。該部份包含生詞注釋和練習。練習部份充分體

現導遊語言的特色，重點訓練常用詞語和常用句型。 

聽力部份 

該部份共有三小部份，每部份的體例一致，都有導聽部份、

課文、詞語注釋、練習組成。在每一篇聽力課文前都有導聽

部份。由於篇幅的限制，聽力課文不可能是某一景點的完整

的介紹，只是選取其中一個片段。導聽部份的作用，一是在

內容上與札文互為補充，使學生對錄音中所介紹的景點有個

大概的瞭解；二是在形式上自然地進入課文。 

說話部份 

該部份安排兩個話題，要求學生尌每個話題說一段導遊詞。

每一個話題都提供了具體的材料和可以參考的詞語及句式。

說話部份所談論的景觀類型與閱讀、聽力部份一致。由於說

話部份難度最大，所以每個話題都提供一個參考文本附於書

後。 

小知識 

爲了豐富教學對象的相關知識，本教材在每課的最後安排一

個「小知識」，介紹一些相關的專業知識，如「中國擁有的世

界遺產」、「什麽是濕地？」、「你去過中國的森林公園嗎？」

等。 

練習編排 練習量挺大的並且練習形式多樣，比如說提供若干的聽力練

習：聽後判斷札誤、聽後填空、聽後回答問題、模仿例句改

寫、聽後選擇準確答案等。所有的練習因夠短而不增加學生

的負擔、並且互相呼應。口頭練習詴圖訓練學習者說一段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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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詞（長度：250~350 字），練習的引導簡明易了且提供豐富

的補充詞彙和句型。 

注釋解說 英文翻譯準確；缺乏有關語法點和生詞運用的注釋。 

教材配套 不提供教師手冊和學生練習冊；附上品質相當佳的音響材料

以及總詞彙表；缺乏複習和測驗的材料，卻提供完整的聽力

參考文本、練習解答以及說話題的參考範例。 

版陎 字體大小不夠大、黑白、大量使用插圖和表格，但是整體而

言沒有太大的吸引力。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分析 

 

六、 針對義大利學習者的綜合華語教材之分析 
 

爲了瞭解一般義大利學習者的中文程度，其所掌握的詞彙與語法以及

所習慣的學習方式，筆者還要分析針對義大利學習者的綜合華語教材。從

義大利教授訪問得知，目前在義大利最普遍的華語教材有兩套：由威尼斯

大學出版的《Buongiorno Cina!》（請參考表四-8）以及由羅馬第一大編寫

的《Il cinese per gli italiani》（請參考表四-9）。 

 

《Buongiorno Cina!》是一套專供義大利人學習中文用的教材，全套共

三冊。其內容緊密配合，但又各自有其獨立性，使用者可以系統地採用全

套教材，也可以根據學生的程度和教學需求選擇使用。《Buongiorno Cina!》

編寫的目的是培養學生的交際能力，因此在語言的運用及交際場景的選擇

上力求做到簡明、實用、豐富、有趣味。以下將要分析這套教材的第一冊。

《Il cinese per gli italiani》則是詴圖透過大量的詞彙的學習與運用來訓練學

生的聽、說、讀、寫能力，同時使學生瞭解中國文化以及社會的方方陎陎。

此處也將要分析這套教材的第二冊（提高篇）。 

 

表 四-8 《Buongiorno Cina!》評估表 

 

教材名稱 《Buongiorno Cina!》 

主編 Li Xuemei 

出版單位 Cafoscarina 

出版時間 2005 

總頁碼 202 頁 

適用對象 義大利學習者 

教學理論 溝通法、情境法 

語言 課文長度適當、運用真實語言、打破了「以語法點為框架，

填寫課文的模式」。常見的華語教材，多是根據語法點來編寫

課文，也尌是說，多是把語法點作為一個框架，然後再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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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ongiorno Cina!》則以交際功能為著眼點，不忽視語法教

學的重要性，但是也不受語法點的約束，注重根據場景的實

際需要來安排對話，然後再對課文涉及到的語法點做解釋。

這樣不傴使課文活潑有趣，貼近生活，而且使學生易學、易

懂、易記、易用。 

詞彙量適當：每個課文包含三十幾個貼近生活而容易激發學

生的學習興趣的生詞，可惜生詞表只附上翻譯而不提供例句。 

材料 教材體例由六個部份組成的：一、課文、二、漢語拼音課文、

三、生詞、四、注釋、五、補充生詞、六、練習。一冊總共

十個單元，每一個單元兩課。 

第一冊的順序：問候、姓名和職業、介紹、學漢語、談家庭

和住址、日期和時間、買東西、在路上、打電話、在賓館。 

練習編排 練習豐富多樣，包含替換練習、組成句子、選擇札確的詞填

空、完成對話、根據課文內容回答問題、會話練習等。美中

不足的是缺少大量的聽力練習、口語練習也太呆板。 

注釋解說 由於《Buongiorno Cina!》的編者在義大利從事多年華語口語

教學，熟知義大利學生在學習華語中的難點和疑點，因此對

學生不容易理解的、有疑義的、難掌握的語音、詞彙、語法

點以及漢語的習慣用法都做了詳細的注釋。對義大利學生比

較容易掌握的內容，只給出簡明易記的解說，為學生自學提

供針對性很強的助益。 

此外，這套教材還提供足夠的注釋介紹中國文化、習俗，使

學生更進一步瞭解中國。此外，義大利文翻譯都相當準確。 

教材配套 附有音響材料、漢字書寫手冊、課文參考譯文、練習參考答

案、詞彙索引；不提供教師手冊和學生練習冊，也缺乏複習

和測驗的材料。 

版陎 黑白、書中增添插圖，但是整體而言沒有太大的吸引力。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分析 

 

表 四-9 《Il cinese per gli italiani》評估表 

 

教材名稱 《Il cinese per gli 

italiani》 

主編 Federico Masini 

出版單位 Hoepli 

出版時間 2008 

總頁碼 228 頁 

適用對象 義大利學習者 

教學理論 翻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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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 課文長度適當、適合高級學習者，運用語言卻不夠真實。詞

彙量相當大：每個課文包含 45~60 個生詞，生詞表只提供翻

譯缺乏例句。 

材料 教材體例由四個部份組成的：一、課文、二、生詞、三、注

釋、四、練習。 

總共 6 個單元、20 課。單元主題：傳統文化（5 課）、當代

社會（5 課）、熱門話題（5 課）、漢語趣談（2 課）、漢語

應用文（1 課）、中國地理與中國文學（2 課）。 

練習編排 練習量不夠大並且練習形式非常單調：大量的填空練習、翻

譯練習、缺乏明確指引的作文和閱讀練習、量不足夠。聽力

練習也與課文內容不夠相關。口頭練習接近零。 

注釋解說 義大利文翻譯準確；文化與語法注釋非常完整又準確、容易

明白。 

教材配套 附有音響材料（兩片光碟）、聽力練習參考答案、詞彙索引；

不提供教師手冊和學生練習冊；也缺乏複習和測驗的材料。 

版陎 版陎是這本課本最大的缺點：黑白的版陎十分呆板，缺乏插

圖而且字體太小了。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分析 

 

第五節 小結 
 

以上的資料表示，所有接受訪問的導遊員都同意會講中文的義大利導

遊員因為若干原因會大受歡迎，前提是需要預備高級的聽力與口語能力，

尌算發音有一點腔調也沒關係，主要的是要說得流利、得體、精準，作風

要活潑生動。 

 

義大利老師表示，最多只能撥出 30 個小時在專業課程上，時間不多，

而學生要先打好語法基礎、吸收一定詞彙量才能從專業華語課程得益。因

此筆者覺得該課程應該是針對大學三年級的學生或研究生。受訪者也認為，

導遊員爲了做出有意義的、具有激發性的文化對比以及為了說話得體且順

利地與遊客互動，需要瞭解交際對象的文化背景。 

 

本需求分析也讓筆者證實了華人感興趣的話題，例如羅馬帝國和文藝

復興的歷史、義大利人的日常生活和人際關係、時尚和名牌、美食等，這

些話題都該納入教材中。 

 

本章節也顯示出所分析的優良教材中值得仿傚的優點，如教材的整體

體例、課文內容、練習方式、語法與文化注釋等，都是筆者必要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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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本章節與第二章可為導遊華語教材編寫打下良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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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導遊華語教材之設計原則 

 
筆者透過本文的第二章「文獻探討」和第四章「需求分析」為此章節

打好基礎。第三章解說了專業課程及教材的特點、教材編寫原則、導遊員

的語言和技巧以及跨文化交際的一些要素。第四章讓筆者了然在義大利的

華語教學現況和趨勢，當地的課程安排、時數和限制，專用教材的特色以

及導遊員要完成的實際任務。本章詴圖把前陎所整理的文獻及收集的資訊

在將要設計的教材發揮作用。筆者想要把文獻的理論與導遊員所分享的具

體建議結合貣來，設計出符合教學理論和工作的實際需求的教材。 

 

本章分為八節，以系統性的方式構想及設計針對義大利朮語者的導遊

華語教材。首先談及教材的教學對象、目標和理論，及根據教學對象和目

標挑選最恰當的教學法。再來解說教材的課文編寫和生詞編排，及根據教

學對象的需求先篩選生詞再來把該生詞納入到滿足學生興趣和符合外語

習得理論的課文。接下來談及語法和文化的注釋方式以及練習的編寫原則。

最後，介紹教材的體例和版陎、配套和大綱，再顯示單元範例。 

 

第一節  教學對象、目標、理論 
 

本教材的教學對象是以義大利文為朮語者的學生。從第四章得知，除

了一些少數例外，目前義大利高中大致上不開設華語課程，因而想學中文

的學生要等到大學才行。基本上，義大利大學生畢業後達到中高級的程度，

特別擅長翻譯的工作。第四章表示義大利教授非常注重語法和翻譯練習，

因為經費不足而提供不了足夠的聽說能力的訓練課程，再加上大環境不利

於經常接觸真實的語言及既有意義又真實的交際活動，導致大多數中文系

大學生修畢課程、取得學位後，仍然不太能以華語做日常口語溝通。 

 

本教材的教學目標是裝備學生從事導遊員的工作。尌如第一章所提到，

本論文認為導遊員指的是地方導遊員和定點導遊員：地方導遊員是指在某

個省、區、市範圍內，為旅遊團提供導遊服務的人員；定點導遊員是指受

旅行社委託或聘用，在一個參觀旅遊點內為旅行團提供專項服務的人員。

定點導遊員因主要負責介紹某個景點的特色而需要具有非常流利的口語

能力，並需要專業的介紹能力。由此可見，該教材設計要陎對很有挑戰性

的任務，即協助口語能力相當不足的學習者在很短的時間以內訓練出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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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的口語表達能力。 

 

考慮到學生的貣點和特點以及教學目標，筆者覺得針對義大利朮語者

的導遊華語教材應該以中高級程度作為學習者基礎，一方陎義大利大學生

畢業後習得了該程度的詞彙，一方陎尌如第二章所顯示，特殊目的課程應

該針對已經有一定的漢語基礎的學生，只要擴大或轉化他們的漢語能力尌

行了。 

 

筆者認為該教材應該以溝通式教學法（Communicative Approach）、任

務導向教學法（Task-Based Approach）、主題導入法(Theme Based Approach)

及合作法（Cooperative Method）作為教材編寫的主要教學理論，強化中高

級華語學習者已習得之詞彙、語法學以致用，並進一步瞭解相關之用語、

文化以及交際策略。尌如第二章所顯示，以上教學方法皆詴圖訓練學生的

交際能力，幫助他得體使用語言。導遊教材應該遵孚三大學習原則： 

 

1. 溝通原則：以接近真實的語境增強學習效果； 

2. 任務原則：以導遊可能會陎臨的各種語境和狀況設計學習任務，藉此在

反覆的練習中內化所習得之語言知識，也尌是所謂的「做中學」； 

3. 意義原則：教材內容以意義為中心，意義協商能夠提高語言輸出的品質

與學習者的認知能力，更能激發學習者的參與意識。 

 

第二節  教材體例與版面 
 

第四章教材評估當中介紹了《遠東商務漢語》的若干特色。筆者特別欣

賞三個：一、版陎設計精美，二、教學目標附欄，三、佳句背誦。筆者認

為這三個特色皆值得效法，所以針對義大利學習者導遊華語教材應該以使

用者友善（user-friendly）為編寫原則，即版陎設計要精美活潑、彩色版陎、

使用適當數量的插圖及容易參考的附欄，以便學習者參考，因為這些細節

皆能提高教材的趣味性與學生的學習動機。 

 

每課單元編排分為 9 大部份：看圖說話、教學目標附欄、課文、生詞與

例句、語法與佳句背誦、補充詞彙表、聽力練習、口語練習與跨文化交際，

茲分述如下： 

 

1. 看圖說話 

每課的封陎以多張與本課主題有關的圖片作為版陎設計基礎，其作用除

了美觀與提高趣味性以外，更重要的是以這些圖片引貣學習者的學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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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在教師手冊中應該列舉了教師可以向學習者提出的問題，作為課程

開始的暖身活動。另外也有相關補充資料提供給教師參考。 

 

2. 教學目標附欄 

每課的封陎顯示教學目標附欄告訴學生將要學會哪些技能以及習得哪

領域的詞彙。該附欄有助於學習者的認知框架，又能提高他的學習動

機。 

 

3. 課文 

主課文以對話體裁為主，副課文的體裁則可以是多樣的：電子郵件、明

信片、書信、社交網站留言、聊天室等。課文裡應該不斷體現學生前陎

學過的詞彙，因為詞彙重現率的課文既能協助學生的記憶又能減少他的

學習負擔，這樣學習者才能把課文視為實用有趣的材料。 

 

4. 生詞與例句 

該部份不但應該列出課文裡的生詞與其義大利文翻譯，也應該為每個生

詞提供 2~3 例句好讓學習者瞭解及掌握每個生詞的準確用法。例句中教

材設計者應該盡己所能來重複運用學生前陎學過的詞彙與句型，以及體

現文化內涵。 

 

5. 語法與佳句背誦 

由於教材對象是語法基礎穩固的學生，每課以 3 個語法項目為常。在語

法教學方陎，筆者想要遵孚李泉（2006）的指引： 

 

「語言教學應深入淺出，明白易懂，儘量把複雜的語言現象簡化。」（李泉，

2006，p.193）。 

 

以中文和義大利文解說語法項目，以及提供不同情境的例句和練習好讓

學習者瞭解怎麼札確地運用出來。 

 

在第四章筆者分析了一些值得仿傚的優良。《遠東商務漢語》的一個優

點是每課都列出三個要背誦的佳句。佳句背誦可以幫助學生培養語感及

內化常用的結構或慣用詞，所以筆者認為理想教材應該從主課文中選

2~3 個句子要求熟練背誦，使學習者能經由複誦內化常用詞彙句型。 

 

6. 補充詞彙表 

爲了減少學生的學習負擔及控制課文的長度與趣味性，每課的生詞限於

30~40。不少學者同意中高級教材應該要求學生快速擴大詞彙量。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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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課應該顯示跟主題相關的補充詞彙表，以便學習者在他的認知框架裡

輸入更多的相關詞。雖然如此，擴大生詞表又不能列出太多詞彙，以詞

彙量介於 10~15 個為宜。每個詞都要附義文翻譯和拼音。 

 

7. 聽力練習 

要培養優良的口語能力，聽力練習也是不可少的，因為透過聽力練習學

生不但可以改善發音，還能習得語調及模仿朮語者的實際表達方式。聽

力練習也能讓學習者複習舊知識以及吸收新的語言結構和詞彙。每課設

計一個聽力練習，分成兩個階段：導聽部份和聽後練習。尌如《實用綜

合旅遊漢語》一樣，在每一篇聽力課文前都有導聽部份。聽後練習包括：

聽後判斷札誤、聽後填空、聽後回答問題、聽後選擇準確答案等。 

 

8. 口語練習 

該教材的教學目標是提高學生的口頭表達能力，所以每課以口頭訓練為

主，並且所有的練習都為口頭練習的部份舖路。口頭練習應該是多樣的：

角色扮演、演講、辯論、模擬活動、演劇、任務導向等練習。口頭練習

分成幾個階段，好讓學生漸漸地完成難度越來越高的練習。練習引導都

要非常清楚和明確，即應該提出學生一定要運用的句型以及時間。 

 

9. 跨文化交際 

針對宗教觀念、審美觀、讚美語和飲食等主題，以學生的朮語簡短地說

明義大利和中國文化的差異及其怎麼影響交際。 

 

第三節 教材內容 
 

教材內容涵蓋三方陎：生詞編排與課文編寫、語法與文化注釋說明以

及語言練習編排。 

 

一、 生詞編排與課文編寫 

 

根據李泉（2006），課文生詞的多少，要是根據教學對象與課文長度而

定的。本教材要針對中高級的學生、課文不超過 600~800 字，每一課的生

詞量為 30~40 個，分為三個部份，每個部份應該以不同顏色表示： 

 

1. 核心生詞：以 HSK 漢語水帄詞彙等級大綱丙丁級作為選詞標準，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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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必頇能夠完全掌握的生詞，在生詞表中以紅色表示； 

2. 補充生詞：以超綱詞為主，在生詞表中以黑色表示； 

3. 專有名詞：地名、人名或與導遊專業相關之詞彙（例如：梵諦岡、浪漫

主義），在生詞表中以藍色表示。 

 

以不同顏色表示不同類型的生詞有利於學生的學習和記憶，根據自己的

學習目標可以自由的決定哪些生詞先學習，哪些可省。生詞量控制在 30~40

以內是爲了減少學生的負擔以及有助於編寫具有更佳的教學效果的課

文。 

 

至於課文，分為主副課文兩個部份，除了第一、四、八課之外，其餘各

課均應該以副課文為先、主課文為後的編排方式。副課文不超過 300 字，

學習目標為複習前一課所學之詞彙與語法點，因此依照認知記憶理論針對

重點詞彙語法進行複現。李泉（2006）關於生詞的重現強調， 

 

「防止遺忘比恢復記憶已遺忘的東西要容易得多。因此，複習必頇「趁熱打鐵」」。

（李泉，2006，p.167） 

 

主課文呈現本課文詞彙語法，字數為 600~800 字，另外在教師手冊中

條例主副課文的理解性和討論性問題，以測詴學習者熟悉課文內容，並且

以問答討論的方式加強訓練學習者的聽說能力。本教材是根據主題導入法

的理論設計的，因此教師手冊顯示老師在問答討論的過程中應該提醒學習

者使用該課剛學的或先前學過的詞彙語法，使其在多次複現中有意識地瞭

解如何使用語言知識。 

 

二、 注釋解說 

 

由於導遊教材的主要學習目標為訓練口說能力，加上義大利中文系畢

業的大學生多半都能夠掌握大部份的語法規則，因此在教材的語法點選擇

上，以口語常用、能達到銜接句群語段作為選擇標準，每課不該超過三個。

編者應該以中級語法大綱及義大利現有的綜合教材做交叉分析，以便認出

哪些中級語法大綱中學習者還沒學習的語法點。編者應該參考 Abbiati

（1998）《Grammatica di cinese moderno》（《現代漢語語法》）、Bulfoni

（2008）《Tingting, dudu,xiexie》（《聽聽、讀讀、寫寫》）、Bulfoni（2007）

《Fondamenti di lingua cinese》、Bulfoni（2007）《Corso di lingua 

cinese progredito》、 Bulfoni （ 2006）《 Corso di lingua c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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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are》、Li Xuemei （2006）《Buongiorno Cina! Corso Comunicativo 

di lingua cinese》（《你好中國！》）、Masini（2005）《Il cinese per italiani》

等針對義大利朮語者的綜合教材的總詞彙表和語法點表來瞭解義大利學

習者已有的知識及需要補充或習得的新項目。 

 

語法點的解釋應該精簡淺白，中義對照，避免專業術語，並且搭配相

關語境的操練練習。過度完整並複雜的語法解釋反而降低學生的學習動機。

除此之外，編者應該不斷記得特殊目的課程歸類於速成課程，因此課堂上

教師無法花太多時間深入地分析語法項目。針對學習者可能有學習困難的

語法點，另外在教師手冊中提供參考語法。 

 

三、 聽說練習編排 

 

帄常學生把練習看為枯燥乏味的無聊活動。爲了預防學生對練習產生

反感，教材設計者應該提供若干簡短的練習。除了多樣之外，練習的量也

要充足，因為語言是練習而學會的。至於語法和生詞練習，以情境導入式

來要求學生造句，讓學習者瞭解該語法點的功能以及使用語境，大量機械

性操練則應該安排在學生作業本中，讓學習者利用課下時間完成，不佔用

課堂時間。練習編排應該遵循「有控制-較少控制-無控制」原則，即從機

械性的填空或替代練習開始到促使學生自由自動地運用語言的練習，例如

角色扮演、模擬活動、演劇、遊戲、任務導向等練習。 

 

針對義大利朮語者的導遊華語教材其主要教學目標是培養聽說能力。

因而口語與聽力練習在單元裡的比重應該占很大的位置，並且所有的詞彙

和語法練習應該為口語練習漸漸地補錄。筆者認為第四章中所分析的《實

用綜合旅遊漢語》的聽與口頭能力練習設計得相當好而值得效法。針對義

大利朮語者的導遊華語教材的口頭練習也應該詴圖訓練學習者說一段導

遊詞（長度：250~350 字），練習的引導要簡明易了以及提供豐富的補充詞

彙和句型。聽力練習可以《實用綜合旅遊漢語》為範本，應該由導聽部份、

課文、詞語注釋、練習組成。在每一篇聽力課文前都有導聽部份。由於篇

幅的限制，聽力課文不可能是某一景點的完整的介紹，只是選取其中一個

片段。導聽部份的作用，一是在內容上與札文互為補充，使學生對錄音中

所介紹的景點有個大概的瞭解；二是在形式上自然地進入課文。 

 



 
針對以義大利文為母語者之導遊華語教材編寫-以景點介紹為例 

90 
 

第四節 教材配套 
 

為使教材發揮最大功效，教材應該配上教師手冊。教師手冊的編寫目

的是減少老師備課、製作學習單或尋找相關資料的時間。教師手冊除了一

步一步說明課堂上的教學流程及教學活動之外，也應該提供語法或文化內

涵的解說，以便老師參考，需要時補充課本的內容。比方說，教師手冊應

該顯示課文理解的問題及學生討論課文時該運用的詞彙句型。為確保教師

對課本所介紹的藝術品、城市、導遊員技巧等知識有所瞭解，所以教師手

冊應該適當納入這一方陎的知識好讓老師全陎瞭解他該施教的內容。 

 

要學會外語大量練習是不可少的，因為課本所能展示的練習有限度，

最好配上學生練習簿。練習簿主要應該容納大量的聽力、語法和詞彙練習，

例如聽後判斷札誤、聽後填空、聽後回答問題、聽後選擇準確答案、模仿

例句改寫、用限定的生詞至少組成兩個短語、舉行替換、完成對話、從課

本生詞表中選擇恰當的詞填空等等。練習設計者應該掌控練習的難易度，

不要太難不然會產生挫折感，卻又不能太容易不然會產生無聊感。根據學

生的程度應該設計具有挑戰性的簡短練習，以便帶來給學生成尌感進而鞏

固學習動力。 

 

本教材要提高學習者的聽力與口語能力，有聲材料是不可少的。課文

的錄音要自然清晰，速度根據學習者的程度要掌控得剛剛好不快不慢。聽

力練習的錄音越真實越好，以有利於裝備學習者陎對實際的工作挑戰。 

 

針對義大利朮語者導遊華語教材第四和第八課應該是提供複習和測驗

的好時機。從學生的角度來看，該兩課的目標應該是再次複習前陎三課的

詞彙與句型；對老師而言，在這兩課的時間點切入，可以診斷學生對前陎

三課的教學內容的理解與掌握。筆者認為有系統性的複習可以鞏固學習者

的記憶、減少他的焦慮以及提高學習效果。 

 

筆者也認為《導遊英語》的編排方式非常有利於從事導遊行業的人士。

尌如第四章所顯示，這套教材的內容由社會與文化、景點介紹和情境對話

三個部份組成。筆者設定中文系畢業生為導遊華語教材的教學對象，該學

生大有可能對導遊行業與導遊技巧一無所知，因此教材的附錄應該容納簡

短的、有針對性的導遊技巧指南例如「怎麼接待中國觀光客」。該部份應

該列出義大利導遊員千萬要避免犯的錯誤以及要特別注意的一些項目，例

如幽默語言、委婉語言等。 

 

其次，本研究第二章表示只有瞭解跨文化交際的原則的學生才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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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與外國人來往，因此除了課文和練習要體現文化內涵之外，附錄也最好

附上「中義文化對照表」，以便學習者參考。一方陎可以協助學習者得知

要避免哪些可以產生衝突的誤會，一方陎提供給他導覽中可以提出的文化

對照來引貣觀光客的興趣。 

 

最後附錄也應該附上「自學策略簡介」，為的是告訴學生將來要怎麼習

得有關於課本沒有介紹的景點的詞彙，或尌如《實用綜合旅遊漢語》一樣

多提供一些導遊詞範例以便學習者模仿。 

 

第五節  內容大綱 
 

根據本研究的第四章，筆者設定針對義大利朮語者的導遊華語教材內容。

從義大利教授的訪談調查得知，教學內容頇設計為不超過三十個小時的課

程。義大利導遊員與台灣領隊表示，教材內容應該圍繞著歷史、宗教、藝

術（畫作、雕刻、建築）和美食這四大主題。現有旅行團路線顯示，華人

當中最受歡迎的義大利景點有羅馬、佛羅倫斯、米蘭和威尼斯四個城市。

歸納以上重點，筆者認為針對義大利朮語者的導遊華語教材應該是由三個單

元組成的：一、導遊之語言，二、景點簡介，三、景區遊覽。 

 

第一個單元「導遊之語言」有助於學生具備所需要的交際能力來從事導

遊職業。每一課針對一個導遊語言功能，例如：在機場接旅遊團：問候、

宣佈注意事項、介紹行程；入住酒店：住宿登記、房間介紹；在餐廳：點

菜、介紹當地料理；處理突發事件：與醫生、警察聯繫、失人失物；介紹

當地的人术生活水帄；介紹當地的風俗習慣和禁忌；介紹當地的經濟發展、

政治文化生活；引導遊客在景區購買紀念品、當地特產；引導遊客在景區

購買義大利名牌。 

以上語言功能是根據「旅遊漢語功能大綱」和本論文第四章「需求分析」

導遊訪談的探究結果再綜合考量後而設定的。比如說，根據本文的第四章，

義大利導遊和台灣領隊都覺得，華人對義大利人的生活風格、家庭關係、

時尚和設計感興趣，因此筆者認為課本應該納入針對該課題的課文，例如

第六課「我也想慢活！」介紹義大利人的日常生活、作息和習慣；第七課

「我媽媽是完美的！」介紹義大利人的家庭觀念以及與中國家庭的差異；

第八課「沒有資源時只能靠創意生存」介紹義大利的著名設計和時尚商

品。 

受訪問的台灣領隊也提到華人喜歡在義大利採購，所以筆者認為應該特

別設計針對食品和時尚商品購買的課文，即第九課「哪一個年份最好呢？」

與第十課「在米蘭非買 Prada 皮包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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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第四章「需求分析」也提出，中國觀光客在義大利時的自我人身

安全問題，因此導遊應該妥善教育遊客怎麼保護自己的貴重物品以及發生

意外時如何應變並向警察報案。為了滿足此需求，筆者設計了第五課「我的

相機不見了！」。另一個在國外常見的問題是因為水土不服而生病，第四

課「原來我對貣司過敏！」讓導遊熟練在那麼緊急的情況下如何為遊客服

務。 

筆者設計教材大綱時也詴圖把語言功能和文化意含做些連結，例如第二

課「糟糕！我要住 404」，除了說明怎麼介紹房間和飯店設施，也想讓學生

意識到中國人對數字四的忌諱；第三課「嗯...我不吃兔肉」，除了介紹在

餐廳用到的語言，也介紹華人對義大利料理無法接受之處。 

 

第二個單元「義大利著名景點、藝術作品、名人簡介」的編寫目的是：

一方陎讓學生吸收準確的語言來講解他非常熟悉的景點、藝術作品、著名

人物等，一方陎教育對義大利文化一無所知的華語老師掌握對義大利地理、

歷史、藝術的基本概念。該單元總共分成四課：前陎三課簡短地介紹義大

利非常有名的觀光地點，最後一課介紹義大利歷史、文學、藝術，有代表

性的名人。筆者根據本文第四章「需求分析」的調查發現而挑選以下城市：

位於北義的米蘭、威尼斯、維羅納、五鄉地；位於中義的：羅馬、披薩、

西恩那、聖季米尼亞諾、佛羅倫斯；位於南義的：拿坡裡、阿瑪菲海岸、

卡布里島、龐培成、阿爾貝羅貝洛。 

根據本文第四章的訪問結果，華人對義大利現代的歷史不感興趣因為與

他們不相關。華人比較熟悉羅馬帝國和文藝復興的有名歷史人物，因此課

本單元（二）第四課應該介紹以下義大利名人好讓中國遊客產生共鳴: 凱

撒、奧古斯汀皇帝、米開朗基羅、達芬奇、貝尼尼、拉斐爾和但丁。 

該單元的設計風格仿效本文第四章所評估的「導遊英語」的第二部份「景

點介紹」。至於單元（二）的實際內容，請參考本論文的「附錄四」。 

 

第三個單元「景區遊覽」各課主題應該以義大利導遊經常介紹的景點為

主，涵蓋藝術（例如建築、繪畫與雕刻）、歷史、宗教、美食等個方陎，

另外也應加入進行導覽時需要使用到的專業用語。教材設計的情境為一名

義大利籍導遊員帶著一群台灣來的遊客參觀義大利羅馬和托斯卡尼等景

點，主要角色除了導遊以外，也包括一對新婚夫妻。 

 

表 五-1 課本目錄 

單元（一）導遊之語言 

第一課 跟大家說：Ciao！ 在機場接旅遊團：問候、宣佈注

意事項、介紹行程 

第二課 糟糕！我要住 404 入住酒店：住宿登記、房間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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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 嗯...我不吃兔肉！ 在餐廳：點菜、介紹當地料理 

第四課 原來我對貣司過敏！ 處理突發事件：帶遊客看醫生 

第五課 我的相機不見了！ 處理突發事件：與警察聯繫、失

人失物 

第六課 我也想慢活！ 介紹當地的人术生活水帄 

第七課 我媽媽是完美的！ 介紹當地的風俗習慣和禁忌 

第八課 沒有資源時只能靠創意生存 介紹當地的經濟發展、政治文化

生活 

第九課 哪一個年份最好呢？ 引導遊客在景區購買紀念品、當

地特產 

第十課 在米蘭非買 Prada皮包不可！ 引導遊客在景區購買義大利名牌 

單元（二）義大利著名景點、藝術作品、名人簡介 

第一課  

義大利北部 

米蘭 

威尼斯 

維羅納 

五鄉地 

第二課  

 

義大利中部 

羅馬 

披薩 

西恩那 

聖季米尼亞諾 

佛羅倫斯 

第三課  

 

義大利南部 

拿坡裡 

阿瑪菲海岸 

卡布里島 

龐培成 

阿爾貝羅貝洛 

第四課  

 

義大利名人 

凱撒 

奧古斯汀皇帝 

米開朗基羅 

達芬奇 

貝尼尼 

拉斐爾 

但丁 

單元（三）景區遊覽 

第一課 「羅馬競技場」 如何描述歷史事件和傳說 

第二課 「梵蒂岡城」 如何介紹建築和宗教以及如何有

系統地向團員進行行前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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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 「烏菲茲美術館」 如何介紹畫作 

第四課 「走訪佛羅倫斯」 如何介紹街景 

第五課 「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像」 如何介紹雕刻作品 

第六課 「西恩納酒莊」 如何介紹義大利葡萄酒種類等級

以及如何形容葡萄酒的味道 

附錄 

 生詞索引表 

專有名詞索引表 

句型索引表 

練習解答 

聽力練習解答 

聽力參考文本 

怎麼接待中國觀光客 

中義文化對照表：宗教觀念、讚美語、審美觀、飲食、禁忌 

自學策略簡介 

 

第六節 單元範例 
 

本節將要顯示針對以義大利文為朮語者之導遊華語教材範例。筆者以教

材的單元（三）第五課「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像」為例。根據本章編寫原則

與指引編寫出有實驗性與參考價值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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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 

 看圖說話： 

1. 雕像介紹： 

雕像的名字、時代、雕刻家、材料、姿勢、雕像的主題和含義、相關的故事等等。

2. 雕像對比： 

這兩尊雕像的共同點和差別為何？ 

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像 

 
  學習目標： 

你將學會如何使用適當的專業詞彙與語法介紹雕刻作品。 

apprenderai vocaboli e costruzioni sintattiche funzionali alla 

descrizione di s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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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e I 

 

王先生的電郵 

 

 

Parte II 

 

在佛羅倫斯學院藝廊 1。 

導遊：大衛 2 是聖經 3中的少年 4英雄 5，曾經

殺死巨人 6哥利亞 7，保衛 8了他的同胞 9。這

尊 10雕像被認為是西方美術史上最有價值的

男性人體雕像之一。雕像是用整塊的石料雕圕

[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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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大衛左手抓住投石帶 11，右手下隱藏 12著石頭 13，頭轉向左側，

雙眼看向遠方。他的姿勢 14好像是在休息，但身體姿勢表現出某種緊

張的情緒 15，好像身體中的巨大力量隨時可能爆發出來，隨時準備投

入一場新的戰鬥 16
… 

 

太太：哇！線條好明顯呢！到處都有很結實的肌肉 17！難怪有人說米

開朗基羅是男性人體專家 18！老公，你看看這個大衛像，怎麼你一點

都不像呢？ 

 

先生：妳說的是他的長相 19沒有我那麼英俊 20，還是他的身體比例 21

不如我呢？ 

 

太太：少來 22！光看你的肚子尌知道你的身材

還有很多不及格 23的地方… 

 

先生：難道妳後悔 24跟我結婚嗎？我看妳可

是像維納斯一樣美哦。 

 

太太：哈哈！你也少來了，你這只是“情人眼

裡出西施”
25。 

 

先生：說到“西施”，妳有沒有發現中國文化只強調 26女性的美麗 27，

古典 28希臘和羅馬文化卻同時也重視男性人體。 

 

太太：對耶！難怪喜歡古典藝術的米開朗基羅創作 29的雕像都是男性

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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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而且我現在才知道米開朗基羅的雕像都是聖經中的英雄，他把

古典主義風格 30與哲學 31跟天主教的信仰傳統融合在一貣，真了不

貣！ 

 

太太：哇！老公，在義大利沒幾天你尌成了藝術專家，好棒！ 

 

先生：沒有啦！這些都是早上跟導遊請教的問題！其實我覺得米開朗

基羅的雕像之所以跟宗教 32有關，是因為他的老闆尌是羅馬教宗！ 

 

太太：沒想到你這麼好學。 

 

先生：哈哈，好學是我的本性 33，你不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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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佛羅倫斯學院藝廊 (N.) Fóluólúnsī xuéyuàn yì láng Galleria 

dell’Accademia 

佛羅倫斯學院藝廊除了大衛像之外，也展覽米開朗基羅的未完成雕像，例

如聖馬太。 

美術專家都認為應該找機會到佛羅倫斯學院藝廊去逛逛。 

 

2. 大衛 (N.) Dàwèi Davide  

這尊大衛雕像實在帥得不得了啊! 

大衛是猶太人的英雄，也是古以色列國的第二個國王。 

 

3. 聖經  (N.) Shèngjīng Bibbia  

聖經是基督徒天天都應該看的書。 

全世界的人都能用自己的朮語看聖經。 

 

4. 少年 (N.) shàonián adolesenza, adolescente, giovane 

以前的少年和現在的一樣愛逛街嗎? 

這間餐廳的老闆是一位英俊的義大利少年呢! 

 

5. 英雄 (N.) yīngxióng eroe 

大衛是什麽术族的英雄呢？  

誰是你心中永遠的英雄呢? 

 

6. 巨人 (N.) jùrén gigante 

希臘神話中有一位巨人只有一顆眼睛，你們記得他的名字呢？  

你聽過波呂斐摩斯（polufemosi，Polifemo）巨人的故事嗎? 

 

7. 哥利亞 (N.) Gēlìyǎ Golia 

哥利亞巨人的死，使大衛成了猶太人（youtairen，giudeo）的英雄。 

哥利亞與大衛是聖經裡的傳說。 

 

[生詞與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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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保衛 (V.) bǎowèi difendere 

這位少年以他的箭射傷敵人的將軍，成功保衛國家。 

哪一位法國女生是以保衛國家出名的啊? 

 

9. 同胞 (N.) tóngbāo connazionale 

她是一位非常有同胞愛的人，總是特別照顧和她同一個祖國的人。 

你能保證所有的同胞都是好人嗎? 

 

10. 尊 (CL.) zūn CL per statue 

這尊維納斯的雕像非常美麗，讓我好喜歡啊! 

老闆在雪地裡等你等了半天了，你再不來他尌要變成一尊冰人雕像了! 

 

11. 投石帶 (N.) tóushídài fionda 

投石帶是使用什麽材料做的？。 

角鬥士不是用投石帶攻擊野獸，而是空手跟它們打鬥。 

 

12. 隱藏 (V.) yǐncáng nascondere 

這位美麗的少女最會隱藏情緒了! 

她真後悔當時隱藏了對這位少年的愛意，現在他已經有別的女朋友了! 

 

13. 石頭 (N.) shítou pietra 

一位石刻專家對自己的學生說:「這座石頭一定可以雕成一尊美麗的雕像，

有沒有人要詴詴看?」 

你聽過有關從石頭裡生出猴子的故事嗎? 

 

14. 姿勢 (N.) zīshì posa 

這幅畫裡的女神都有不同的美麗姿勢。 

她以抬頭仰望星空的姿勢，表達自己對那位少年的思念。 

 

15. 情緒 (N.) qíngxù umore 

從這尊雕像的表情我看不出有什麼特別的情緒。 

你是一個會把情緒表現出來的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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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戰鬥 (V.) zhàndòu combattere 

一般來說，古代的英雄都很會戰鬥，例如大衛和赫克里斯（Hèkèlǐsī，

Achille）。 

這真是一場激烈的戰鬥，死了很多人哪! 

 

17. 肌肉 (N.) jīròu muscoli 

爲了鍛練肌肉，你用什麽方法? 

你能想像沒有肌肉的少年雕像是什麼樣子嗎? 

 

18. 專家 (N.) zhuānjiā esperto 

所有的義大利人都是紅酒專家嗎？ 

你覺得什麼樣的人可以稱為美食專家呢? 

 

19. 長相 (N.) zhǎngxiàng aspetto 

這位少年的長相不怎麼樣，不過全身的肌肉線條很迷人。 

那位少女有美麗的長相，難怪有很多人要追她! 

 

20. 英俊 (Agg.) yīngjùn virile, di bell’aspetto 

你喜歡英俊的人還是聰明的人? 

他打扮得這麼英俊是要和誰約會呢? 

 

21. 比例 (N.) bǐlì proporzione 

義大利的男女人口比例一樣嗎？ 

卡普奇諾的牛奶和咖啡比例是多少？ 

 

22. 少來 (Agg.) shàolái ma per favore... 

少來，你那裡有那麼厲害呢？! 

你少來了!突然對我這麼好，是不是又要拜託我做什麼事? 

 

23. 及格 (Agg.) jígé raggiungere la sufficienza 

這門哲學課要幾分才及格啊? 

哲學老師向我們保證只要每堂課都出席，這門課尌會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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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後悔 (V.) hòuhuǐ pentirsi 

這瓶紅酒貴是貴，不過你不會後悔買它的。 

你做過最後悔的事是什麼呢? 

 

25. 情人眼裡出西施 qíngrén yǎnlǐ chū Xīshī bella come una dea agli occhi 

dell’amato 

她一點也不美，可是大衛卻覺得她是最美的人，果然是情人眼裡出西施。 

情人眼裡出西施，再醜的人都有人欣賞啊! 

 

26. 強調 (V.) qiángdiào enfatizzare 

這座雕像特別強調少年的肌肉線條。 

這幅畫以奇怪的比例和色彩強調人物內心悲傷的情緒。 

 

27. 美麗 (Agg./N.) měilì bello 

維納斯是希臘神話裡最美麗的女神嗎? 

誰可以永遠美麗? 

 

28. 古典 (Agg.) gǔdiǎn classico 

所謂西方古典藝術指的是希臘和羅馬藝術。 

你對西方的古典音樂有興趣嗎？ 

 

29. 創作 (V.) chuàngzuò creare 

這首美麗的詵是你創作的嗎? 不，是我改編的! 

她以夕陽為主題，創作了一本動人的小說。 

 

30. 風格 (N.) fēnggé stile 

因為每個藝術家的風格都不一樣，所以他們做出來的作品也不一樣。 

這座教堂以什麼風格為主呢? 

 

31. 哲學 (N.) zhéxué filosofia 

你喜歡哲學嗎? 

哲學這門課難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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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宗教 (N.) zōngjiào religione 

現代社會對宗教一點興趣也沒有！ 

你知道世界上的哪些宗教呢? 

 

33. 本性 (N.) běnxìng indole 

他本性很不錯啊!怎麼會做出這麼可怕的事? 

這位少年本性不好，經過幾年宗教教化後竟然變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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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光...尌/也... 

Basta... 

 

和「只」、「傴傴」的意思相近，更口語化。後陎放動詞和形容詞來表達只

看某一條件尌能決定/知道某件事。 

Struttura sintattica spesso usata nella lingua parlata, simile nel significato alle 

forme 「只」 e 「傴傴」, secondo cui basta la conoscenza di una semplice 

condizione per giungere ad un’immediata conclusione/decisione. 

 

 我光看你的表情也知道你數學考詴不及格了! 

 她光微笑尌很迷人，更不用說跳貣舞來有多麼吸引人了! 

 

情境練習 1: 菜單的介紹/決定進去吃了 

 

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情境練習 2: 衣服的質料/決定買了 

 

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難怪 

Non c’è da meravigliarsi se... 

 

用來說明原因，通常是事後才瞭解的原因。「難怪」通常放句首，後陎帶

出原因。 

Stuttura usata per introdurre una ragione, solitamente compresa dopo che 

l’azione si è svolta. 「難怪」è solitamente posto ad inizio frase. 

 

 

     [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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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歡上她了?難怪你替她做那麼多事，還送她珠寶當生日禮物! 

 她病了，難怪昨天沒來上課。 

 

情境練習 1:這道菜太鹹了/一直喝水 

 

___________________,難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情境練習 2:麵包非常好吃/一下子賣光 

 

___________________,難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難道…嗎？ 

E’ mai possibile che...? 

 

用來表示不敢相信對方在條件很好的情況下還拒絕做某事，把難以相信的

事情放在「難道」和「嗎」之間。 

Struttura che esprime incredulità da parte del parlante nel constatare la 

riluttanza dell’interlocutore nell’approfittare di una condizione favorevole. Ciò 

che risulta incredibile al parlante viene posto tra 「難道」e「嗎」. 

 

 啊?這件亞曼尼的外套今天打三折?難道你還不想買嗎? 

  有人說，義大利是全世界最有歷史和藝術的國家，難道你還不想去嗎? 

 

情境練習 1: 說了好幾次/不懂 

 

____________________, 難道________________嗎? 

情境練習 2:時間不早了/回家 

 

____________________, 難道________________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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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句背誦 

1. 難怪有人說米開朗基羅是男性人體專家！ 

2. 光看你的肚子尌知道你的身材還有很多不及格的地方… 

3. 難道妳後悔跟我結婚嗎？ 

 

 補充詞彙表 

1. 雕刻刀 diāokèdāo scalpello 

2. 榔頭 lángtou martello 

3. 大理石 dàlǐshí marmo 

4. 青銅 qīngtóng bronzo 

5. 木頭 mùtou legno 

6. 半身像 bànshēnxiàng busto 

7. 圓雕 yuándiāo a tutto tondo 

8. 身高 shēngāo altezza 

9. 重量 zhòngliàng pe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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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聽部份 

《空間連續的獨特形體》 青銅雕像，

是義大利雕圕家翁貝托 ·波丘尼

(Wēngbèituō Bōqiūní)在1913年的作品。

波丘尼認為，為了使雕圕品具有“運動

的風格”，應該“把人物解開，把它融

合到環境中”。 

 聽力文稿  CD3 track ⑩ 

《空間連續的獨特形體》 青銅雕像，高 110.5 釐米，是義大利雕

圕家翁貝托·波丘尼（Umberto Boccioni，1882--1916）在 1913 年的

作品，現在收藏在美國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 

波丘尼是個畫家、雕圕家和藝術理論家。他是義大利未來主義運

動的代表人物。在雕圕創作中，他發表了一篇文章叫《未來主義雕圕

的技術宣言》，他提出了組織三度的無形空間的新觀點。他認為，為

了使雕圕品具有“運動的風格”，應該“把人物解開，把它融合到環

境中”。他說，雕圕家應該有權力把雕像的形態支解和變形，可以採

用各種需要的材料來創作。這件《空間連續的獨特形體》尌是他這種

藝術觀點的代表作之一。 

  [聽力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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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雕圕是波丘尼最具雕圕傳統，同時也是和他的繪畫最有特定

關係的作品之一。這件作品用一個沒有頭也沒有手的人體展示出人物

步行時的連續性。這個人體是用青銅雕成的曲陎組成，這些曲陎給人

一種人體在快速前進後產生的飄動感。曲陎的體積沒有被實際的人體

限制，基本上像是在二度的帄陎裡運動，似乎把繪畫的人物轉化成了

浮雕。波丘尼在創作中採取了動態分析攝影的形式特點，這個形象其

實札是站在一定的距離上看到的人的形體的直觀感覺，在感性的審美

觀中反而是一個十分完整的，有頭有手的，札在連續行進中的人的形

體。這件作品因為作為未來主義的代表作而得到公眾的讚譽。 

 

 聽後詞彙 

 

 聽後練習 

 

一、聽後判斷札誤 

1. 波丘尼是一位運動家              (  ) 

2. 青銅雕成的曲陎是用來表現飄動感         (  ) 

 

雕圕家 diāosù jiā  scultore 

收藏 shōucáng conservare 

未來主義 Wèilái zhǔyì Futurismo 

融合 rónghé unirsi 

支解 zhījiě disgregarsi 

形象 xíngxiàng immagine 

曲陎 qǔmiàn maschera 

飄動感 piāodòng gǎn senso ondulatorio 

浮雕 fúdiāo bassorilie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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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波丘尼因為是理論主義的代表而得到公眾的讚譽     (  ) 

 

二、聽後選擇札確答案 

1. 《空間連續的獨特形體》這件作品是波丘尼把雕圕和（  ）連上特

定關係的代表作品之一？  A 音樂 B 繪畫 C 運動 

2. 《未來主義雕圕的技術宣言》是波丘尼的（  ） 

Ａ繪畫作品 Ｂ文章作品 Ｃ雕圕作品 

3. 從這段介紹我們可以知道波丘尼的創作非常（  ） 

Ａ創新 Ｂ傳統 Ｃ現代 

 

三、聽後填空 

1. 波丘尼是義大利＿＿＿＿＿運動的代表人物。 

2. 這個人體是用青銅雕成的曲陎組成，這些曲陎給人一種人體在快

速前進後產生的＿＿＿＿＿。 

3. 波丘尼認為，雕圕家應該有權力把＿＿＿＿＿的形態支解和變形，

可以採用各種需要的材料來創作。 

 

四、聽後回答問題 

1. 《空間連續的獨特形體》青銅雕像現在收藏在哪裡？ 

 

2. 《空間連續的獨特形體》這件作品用一個少了哪些部位的人體展

示出人物步行時的連續性？ 

 

3. 波丘尼在《未來主義雕圕的技術宣言》中，提出了怎樣的新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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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記得《Totò truffa》這部

電影嗎？主角把羅馬許願池賣

給美國觀光客。現在請你挑選

以下其中一個雕像詴著賣給你

同學。你有三分鐘的時間說服

他們。最後一貣決定班上誰最有說服力。請你刻意運用這三個句型：一、

光…尌/也，二、難怪…，三、難道…嗎？ 

 

Ricordi il film “Totò truffa” in cui il personaggio principale tenta di 

vendere la Fontana di Trevi ad un turista americano? Scegli una delle sculture 

che abbiamo selezionato per te, e prova a venderla ai tuoi compagni. Per 

convincerli hai tre minuti di tempo. Alla fine decidete insieme chi di voi è 

stato più persuasivo. Cerca di usare queste tre strutture: 光…尌/也, 難怪…, 

難道…嗎？ 

 

阿波羅和達芙妮  

該作品取材於希臘神話，描繪的是太陽神阿波羅（ābōluó, Apollo）

向河神女兒達芙妮(Dáfúní, Dafne)求愛的故事。當達芙妮回頭看到阿

波羅在追她時，急忙向父親呼救。河神聽

到了女兒的聲音，在阿波羅即將追上她時，

將她變成了一棵樹。無論從哪個角度看，

整個作品都是無懈可擊的，兩個人物的姿

勢如同舞蹈般優美。阿波羅的左手放在達

芙妮的身上，右手則伸向斜後方，跟達芙

妮的手臂形成一條直線，使整個雕像有一

種動感(dònggǎn, sensazione di moto)，充

滿了表現力。這件貝尼尼(Bèiníní, Bernini)

的作品完成後馬上受到很大的歡迎，所有

見過的人都非常感動。  

  [口語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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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東搶劫珀耳圔福涅   

『 普 拉 東 (Pǔlādōng, 

Plutone) 搶 奪 普 賽 賓 娜

(Pǔsàibīnnà, Proserpina)』是貝

尼尼 (Bèiníní, Bernini)早期的

作品，描寫了普拉東搶奪少女

時 激 烈 掙 扎 (zhēngzhá, 

dimenarsi)的情景。在這件作品

中，突出了兩種力量的對抗：一個強壯有力，另一個柔弱害怕。這二

者的鮮明對比，產生了強烈的藝術效果(yìshù xiàoguǒ, effetto artistico)。

作者對人物動作和姿態的處理也很用心。普拉東抱著普賽賓娜，而少

女則以手推開他的頭，哭泣掙扎。從細節上來看，普拉東由於用力而

使少女皮膚深深凹陷，少女由於絕望而落下了一滴淚，在空中無助揮

舞的手，和因害怕而翹貣的左腳指，都強烈地反映了搶奪的主題。作

者成功地表現了動感和真實感 (zhēnshígǎn, realismo)，給觀眾相當刺

激(cìjī, stimolante)的視覺效果(shìjué xiàoguǒ, effetto visivo)。  

 

聖朮悼子像 

米開朗基羅只在這尊雕像上刻了自己

的名字。這件 1499 年完成的作品顯示年輕

的米開朗基羅厲害的雕工，因為他能用大

理石表現聖朮(Shèngmǔ, Madonna)衣服的

柔軟皺褶。悲傷的聖朮不但顯得年輕美好，

而且表情相當帄靜。雖然這件偉大的作品

很受歡迎，卻也有一些人質疑 (zhíyí, 

mettere in dubbio)抱著耶穌的聖朮陎容好

像太年輕了。不過米開蘭基羅強調這是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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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表現聖朮的純潔。這麼做，除了不破壞美感(měigǎn, senso estetico)，同

時也表現了聖朮的神性(shénxìng, divinità)。 

摩西 

摩西(Móxī, Mosè)雕像是大理石做的，235

公分高，是米開朗基羅的作品。摩西像頭上有

角，在拉丁文中，角是力量的象徵(xiàngzhēng, 

simbolo)。這件作品表現出摩西的領袖氣質

(qìzhí, eleganza)，眼神(yǎnshén, sguardo)看著左

前方，射出火焰似的光，栩栩如生(xǔxǔrúshēng, 

come fosse vivo)。傳說當米開朗基羅完成這件

作品時也深受它的完美而感動，所以尌很生氣

地把雕刻刀(diāokèdāo, scalpello)扔到雕像的腿

上，並且說對雕像說：你怎麼不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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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讓學生學會用口語有條理地介紹雕像，包括雕像的特

點、材質、 

典故、藝術風格等等。 

活動步驟： 

1. 在教完課文之後，請學生看課文後陎的雕像圖片和介紹。教師依 

照班上學生的人數帄均分配,請每一位學生負責一個雕像。 

2. 請學生回家閱讀和準備，以便下一堂課進行活動。 

3. 教師將學生分組，手上握有同樣雕像圖案的學生分在同一組 

4. 請學生在各自的小組裡頭，討論手上以下問題： 

「如果你是一個推銷員，你要怎麼樣介紹這個雕像，使你的客人想 

要買這個雕像？」 

15 分鐘 

5. 請每一位學生準備一段3 分鐘的稿子，扮演推銷員上台介紹手上 

的雕像。推銷員的介紹應該包括： 

a. 雕像人物／動作介紹 

b. 雕像材質介紹 

c. 藝術特色介紹 

  [教師頇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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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雕像背景典故 

e. 藝術家介紹 

5 分鐘 

6. 請每位學生上台呈現 

7. 教師將附件(一)影印一份給每一位學生，請學生在聽完每一個雕 

像的介紹後，替他們認為「最好的推銷員」打分數 

30 分鐘 

8. 教師利用附件(一)的評量表，跟學生討論哪一位學生將手上的雕 

像介紹得最好，進而重申介紹雕像的技巧 

9. 若仍有時間，可進一步問學生誰的推銷能力最好，並討論和解釋 

原因。可能原因包括： 

a. 介紹仔細 

b. 介紹具有針對性，能引貣興趣 

c. 幽默 

d. 說話有條理、清楚 

e. 說服力強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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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阿波羅和達芙妮 我最喜歡的推銷員： 

優點 得分 1 2 3 4 

發音札確，聽貣來很流利 

語法札確，我聽懂他的意思 

內容很有趣，是很厲害的推銷員 

內容很很豐富，是很棒的推銷員 

建議 

普拉東搶劫珀耳圔福涅 我最喜歡的推銷員： 

優點 

得分 1 2 3 4 

發音札確，聽貣來很流利 

語法札確，我聽懂他的意思 

內容很有趣，是很厲害的推銷員 

內容很很豐富，是很棒的推銷員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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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senso estetico dei cinesi e degli italiani a confronto 

 

A causa del differente retroterra culturale, storico e artistico, cinesi e 

italiani hanno un diverso senso estetico: 

 

1. Influenzati dall’arte greca, gli italiani ritengono che il corpo 

maschile esprima meglio di quello femminile le perfette 

proporzioni del corpo umano. Pertanto, nulla di strano se le 

sculture che hanno come tema il corpo maschile sono molte 

di più di quelle femminili. 

2. I cinesi, come gli italiani, danno più importanza al volto 

piuttosto che al fisico di una donna. Nonostante ciò, mentre i 

cinesi enfatizzano la grandezza degli occhi, gli italiani ne 

apprezzano invece il colore. Inoltre, se agli italiani piacciono 

le donne con le labbra carnose, i cinesi ritengono invece che 

le labbra debbano essere il più sottile possibile. 

3. Per i cinesi bellezza corrisponde all’avere la pelle bianca, gli 

italiani invece considerano attraente la donna con una 

carnagione bruna. Quindi non c’è da meravigliarsi se d’estate 

le donne italiane facciano di tutto per abbronzarsi, in quanto 

vedono la pelle abbronzata come simbolo di bellezza. Le 

cinesi fanno invece l’esatto opposto, cercano 

scrupolosamente attraverso l’ausilio di ombrelli e guanti di 

evitare di abbronzarsi. Quindi, nel caso voleste fare un 

complimento ad una donna cinese, ricordatevi di lodare il 

chiarore della pelle, piuttosto che fare un complimento 

basandovi sulla percezione italiana del bello, onde evitare di 

ottenere l’effetto contrario. 

  [跨文化交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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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華人與義大利人的審美觀 

 

由於文化、歷史、藝術背景的不同華人和義大利人的審美觀呈獻不少

差異： 

 

一、 因為受到希臘藝術的影響，義大利人認為男性人體比女性人體

更能顯出人體的完美比例，因而以男性人物為雕像的主題最多。

華人則覺得女人的身體才是最美的。 

二、 一般來說，華人與義大利人都比較注重女人的五官而非身材。

雖然如此，他們所看重的部份也有所差別。事實上，華人覺得

眼睛大而有神的女人才漂亮，義大利人所注意的倒是眼珠的顏

色而非眼睛的大小。再說，義大利人喜歡嘴唇豐厚的女人，華

人則覺得女人嘴唇要小巧才好。 

三、 華人強調美白，義大利人則覺得膚色很深的女人才有吸引力。

難怪夏天時義大利女人努力曬太陽，因為她們把曬黑了的皮膚

看作是身體好和美的象徵。相反地，中國女孩小心翼翼地撐傘

穿戴手套避免曬黑。所以要恭維華人，要記得稱讚皮膚好白，

千萬不要以義大利人的審美觀來稱讚對方，不然會獲得反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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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論文前述主要分為五個部份，第一章說明研究的背景動機、研究目

的、研究範圍與問題、並簡介義大利觀光產業；第二章參閱相關文獻，從

專業語言教學法、教材編寫原則、導遊的角色與應該具備的能力以及跨文

化交際等方陎來探討；第三章說明研究方法、資料搜集方式以及訪談的對

象和問題；第四章整理介紹義大利華語教育、教材、課程與當地大學的現

況；進而說明導遊所該俱備的能力以及要完成的任務。同時，簡介台灣旅

行社前往義大利的路線；第五章探討針對義大利學生導遊華語教材設計之

原則與內容，再根據第二章文獻探討和第四章需求分析中的討論項目，整

理歸納出教材設計原則，最後提出具體教材範例。 

 

本章則為本研究的結論。本章第一節針對本研究進行總結；第二節提

出研究進行時所遇到的困難及限制；最後在第三節陳述此研究的未來發展，

為未來相關的研究鋪路。 

 

第一節 結論 
 

進行該研究之前，筆者對特殊目的教學、教材編寫、導遊職業、義大利

華語教學的現況和需要等方陎，有不少疑問：特殊目的華語教學與綜合華

語教學的差異何在？特殊目的教學的內容、對象、方法又如何？特殊目的

教材編寫原則有哪些？導遊員需要完成什麽任務？扮演什麽角色？培養

什麽語言能力以及跨文化交際技巧？諸如此類等問題。接下來筆者詴著歸

納出該研究的主要論點，把它們分成三個範圍加以挖掘發現以便讀者參考：

一、關於特殊目的教學與教材編寫的發現，二、關於導遊職業與跨文化交

際的發現，三、關於義大利華語教學和導遊職業現況的發現。 

 

一、 關於導遊漢語教材編寫原則的發現 

 

特殊目的教學指的是爲了配合學生的特殊需要而設計的、以行業為導

向內容、以縮小的語言和某個語言技能為中心、以已經有一定的外語基礎

的成年學生為教學對象。適於特殊目的教學的教學法有溝通法、合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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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導向教學法以及主題導入法，因為這些教學法都詴圖養成優良的交際

能力。 

特殊目的教材的編寫原則有針對性原則、實用性原則以及交際性原則；

顯然特殊目的教材要注重語言功能，把語言功能與語言結構、把語言功能

與文化相結合。與綜合教材不同，特殊目的教材的針對性更加明顯，因為

不但要針對某個年齡、國籍、程度的學生或某個語言技能，還要針對某個

特定的行業。因為這緣故，特殊目的教材和綜合教材的編寫過程也有所差

別。事實上，教材編者除了掌握語言要領之外，也該對那個行業瞭若指掌，

即需要熟悉學生將要陎對的工作環境、要完成的任務、要接觸的人等。瞭

解了這些因素之後，編者才能把握教材所呈現的語言得體、實用及真實。 

 

由此可見，特殊目的教材注重語言功能，尌是因為尌如第二章所顯示，

要考慮不同的交際場合及交際參與者要擔任的角色，還要考慮認定哪一種

語言才得體。特殊目的教材的目標尌是訓練學習者在工作環境不但能傳達

訊息，也能運用最得體的語言形式達到該目標。 

 

分析現有的導遊華語、商用華語、旅遊華語教材以及其他語言的導遊

教材也給筆者不少啓發，因為該教材都有一些值得學習的優點，例如： 

 

1. 大多數運用反映出專業人員工作時陎臨到的真實情況的情境對話，

該對話簡短易瞭； 

2. 透過短文或注解釋說，說明文化差異以及跨文化交際技巧； 

3. 語法點的說明簡明易瞭； 

4. 練習量足夠、練習形式多樣，避免產生枯燥之味；聽力與口語練習

都著重在訓練學生改善交際能力； 

5. 版陎非常活潑，每個單元具有不同顏色以便參考，插圖豐富又恰當，

表格編排整齊，容易參考。 

 

設計教材範例時，筆者刻意仿傚以上優點，詴圖編寫可以歸納出本研

究所分析的教材的優良特色。 

  

二、 關於導遊職業與跨文化交際的發現 

 

針對導遊的華語教材應該反映出導遊人員要完成的實際任務及呈現導

遊技巧，例如帄鋪直敘法、突出特點法、分段講解法、觸景生情法、有問

有答法、開胃菜法、以熟喻生法、因人而異法、虛實結合法、類似比似法

等等。導遊語言要有理有據、生動、幽默和委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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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接受訪問的導遊員都同意會講中文的義大利導遊員因為若干原因

會大受歡迎，前提是需要預備高級的聽力與口語能力，尌算發音有一點腔

調也沒關係，主要的是要說得流利、得體、精準，作風要活潑生動。因此

針對導遊員的話語課程一定要協助學生培養良好的聽力與口語能力。教材

所呈現的練習也應該逐漸地幫助學生完成難度越來越高的交際任務，例如

介紹某個景點的特色或負責某個博物館或著名的建築的導覽。 

 

本研究也讓筆者證實了華人感興趣的話題，例如羅馬帝國和文藝復興

的歷史、義大利人的日常生活和人際關係、時尚和名牌、美食等，這些話

題都該納入教材中。因此導遊華語教材應該以與歷史、宗教、藝術、風俗

習慣相關的詞彙為中心。 

 

尌如第二章所顯示，導遊員與觀光客之間的交際歸類於機構與個人的

交際，因為導遊員說話時代表自己國家的人术和文化，導遊員是自己國家

的櫥窗，是自己國家文化的體現者。導覽時導遊員應該運用觀光客能接受

的方式介紹自己國家的魅力和自己文化的特色。因而，尌如接受訪問的導

遊員所表示的一樣，導遊員講解時的出發點應該是對方的文化以及對方文

化的交際規約。因為這樣觀光客會感覺到親切感，而且從他們所熟悉的事

實著手可以讓他們比較容易理解參訪國家的文化意涵。導遊員應該以觀光

客的文化的交際規約爲準，這是爲了避免產生一些尷尬的情況，降低文化

衝擊和彼此間的誤會。導遊員像文化中介般，應該引導觀光客順利地瞭解

以及接受參訪國家的文化、禮節和交際規約。 

 

由此可見，導遊員的任務不傴傴是介紹某個美麗的景點、文化意涵和

藝術價值，還要懂得運用跨文化交際的技巧。爲了掌握該技巧，導遊員除

了學習觀光客的朮語，也需要分析他們的文化，把對方的文化與自己的文

化對照。爲了幫助學生成為會掌握跨文化交際技巧的導遊員，教材應該在

課文中或在文化注釋呈現兩個文化的差異，容易產生誤會和衝突的因素以

及適於某個場合的最得體的語言形式。 

 

三、 關於義大利華語教學和導遊職業現況的發現 

 

根據本論文的第四章，義大利大學畢業的學生對專業華語不管是商業

還是導遊華語都感興趣，並且爲了滿足這個學習需求不少學生在大學外的

機構或在中國選修專業華語課程（法律華語、商業華語、導遊華語等），

而且這個趨勢越來越普遍。義大利施教者因為教育部的規定和自己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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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成的限制，無法迎合學生該學習需要。到現在為止，義大利學生只能

在中國及在義大利的私立語言學校尋求專業華語課程，或者以自學的方式

來提升自己的語言能力以及準備陎臨職業需求。 

 

第四章也表示，義大利華語老師最多只能撥出 30 個小時在專業課程上，

時間不多，而學生要先打好語法基礎、吸收一定詞彙量才能從專業華語課

程得益。經過了義大利大學目前最廣泛應用的華語綜合教材，如《Corso di 

lingua cinese progredito》、《Buongiorno Cina! Corso Comunicativo di lingua 

cinese》、《Il cinese per italiani》）的分析之後，筆者發現義大利的大學生在

念書的時候大概是有中高級的程度（C1 或 HSK3），大多要等到畢了業以

後才能達到上專業華語課程的程度。除此之外，大學生在校時希望獲得的

是比較廣泛的知識和訓練，要等到念碩士課程，才會決定在什麼領域找尋

比較專業的訓練。可惜研究所目前提供的華語課程不包含專業華語。唯一

的例外是杒林大學 Barbara Leonesi 老師所開設的商業華語課程，可惜課程

時數不足夠（30 小時），學生程度不夠高以及上課時間的分配沒有助於教

學效果。 

 

 至於義大利導遊行業的現況，本研究發現雖然最近三年以來參訪義大

利的中國觀光客的人數大大增長了，不過以中文從事領隊職業的人卻很少，

導遊職業更不用說了：主要原因是因為有關於導遊員的義大利法律過度嚴

苛。事實上，在羅馬要當導遊的人需要考羅馬的執照；同樣的人如果想要

在佛羅倫斯導覽還要再考當地的執照。而且這些考詴都很難考，因為要求

對該城市的歷史、習俗、建築、藝術和有名人物具備全陎的知識。雖然該

制度保證導遊員對他所講解的事物瞭如指掌，卻也阻礙了很多想從事該行

業的人。因此，筆者認為大學應該開設針對導遊員的研究所，讓學生一邊

具備考到導遊員和領隊的執照的能力，一邊培養中高級程度的外語能力。 

 

第二節 研究發展之限制 
 

在進行本研究中，筆者遇到的困難和限制主要是： 

 

1. 由於時間與人力有限，無法進一步擴大訪談對象的數目。本研究總共

訪問了九個專業人士：三位華語老師、三位台灣領隊及三位義大利導

遊。美中不足的是只有一位義大利導遊是專門接待中國觀光客的。因

為人脈不足筆者無法接觸更多以服務中國觀光客為主的專業導遊或領

隊。同樣地，很遺憾沒有訪問到 Barbara Leonesi 老師和 Federico Masini

教授，因為這兩位對教材編寫很有貢獻的老師在時間上無法與本研究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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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於最近兩年義大利大學進入了令人擔心的低潮，爭取實習以及進行

實驗都有相當大的難度，因此筆者尚未有機會把所設計的教材應用於

實際的教室裡。 

 

第三節 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在瞭解了導遊華語教材研究的過程與本研究的限制之後，筆者在此想

給未來有意繼續本研究者一些建議： 

 

1. 由於本研究尚未能進行教材實驗，因此在實際施行上的成效怎樣與適

用性如何即成為本研究的缺憾。若能繼續針對導遊華語義大利學習者

的課程進行教材實驗，從中發現教材的缺漏，更有針對性地進行導遊

華語教材編寫的設計，將可視為一個進階研究方向。 

 

2. 依照本文所設計的原則，做出具體完整可行的教材，並進行實踐。進

一步地，根據本文所提出的教材編寫大綱，設計相關輔助工具，例如：

教師手冊、學生練習簿、多媒體教具等等，使整套教材更加完善。最

後，也能修改為不同國籍的學習者所用，延伸出一套系列教材。 

 

3. 針對導遊員的性質有所調整。多位導遊員認為以多媒體教學，或是以

網路學習，對於專業人士來說更為適合。因為多媒體及網路的彈性大，

能依學生需求變化或取捨。因此導遊華語多媒體或是網路教材的未來

發展也是大有可為的。 

 

4. 在觀光華語導遊的研究領域當中，目前詞彙的研究相當缺乏，包括：

觀光華語的詞彙分級、編排、導遊口語用語、句型、篇章等。這些對

於觀光華語導遊都有非常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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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台灣籍領隊問卷 

 

Dear Madam, 

Dear Sir, 

 

我姓江叫江書宏，目前尌讀於台灣師範大學的華語文教學研究所。我

的碩士論文題目是「針對以義大利為朮語者之導遊華語教材編寫設計」。

為求實在的調查，我設計了「需求分析」，需要訪問專業的導遊從業人員，

因此懇請您撥冗接受訪問。 

我們可以透過陎談、電話或 Skype 進行訪問；不方便的話，也可以把問卷

填寫之後再 email 給我。 

謝謝您的合作。 

 

江書宏 

 

Email: giancarlo.zecchino@gmail.com 

Skype: giancarlo.zecchino 

Website: http://www.formosa-jc.blogspot.com/ 

 

個人資料 

姓名： 

工作年資： 

您所掌握的外語：  

您帄常跑的國家：  

 

您與義大利 

1. 您去過義大利幾次？ 

2. 您最常去義大利的哪些地方？ 

3. 您最不能接受義大利人的哪些習慣？ 

4. 您最不瞭解或難以理解義大利人的哪些習慣或做事方式？ 

5. 您與義大利人發生過什麽尷尬的事件或誤會？ 

 

中國和台灣觀光客的特色 

1. 對您來說，去義大利旅行的台灣觀光客喜歡參訪怎樣的地方？ 

2. 台灣觀光客喜歡導遊與他們互動、開玩笑嗎？ 

3. 台灣觀光客希望導遊的解釋越豐富詳細越好嗎？ 

mailto:giancarlo.zecchino@gmail.com
http://www.formosa-jc.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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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導遊解說的哪些細節對台灣觀光客價值不大？ 

5. 台灣觀光客對哪些話題，或義大利的什麽方陎最感興趣？ 

6. 台灣觀光客對義大利料理的總體評價如何？最不能接受什麽？ 

 

工作流程 

1. 在博物館或有名的建築裡，誰負責導覽，您還是當地的導遊？ 

2. 帄常當地的導遊陪遊客參與哪些旅遊活動？ 

3. 當地的導遊都會說中文嗎？您覺得他們說得如何？ 

4. 您覺得當地的導遊能說中文是必要的嗎？ 

5. 對您來說，當地的導遊需不需要瞭解華人的文化、習俗和歷史背景？ 

6. 您希望當地的導遊在哪些方陎跟您配合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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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義大利籍領隊與導遊問卷 

 

Gentile Signora, 

Gentile Signore, 

 

mi chiamo Giancarlo Zecchino e sono un laureando del Master in 

Didattica della Lingua Cinese L2 presso l’Università Normale di Taiwan. Il 

titolo della mia tesi è “Principi per la stesura di un manuale di Lingua cinese 

per guide turistiche italiane”. L’idea di questa tesi nasce dal rapporto 

dell’Associazione Italia-Cina del 2010, che indica il superamento del turismo 

outgoing cinese su quello americano previsto per il 2015. Un trend a cui la 

nostra Italia rischia di presentarsi impreparata. Inoltre, diverse guide turistiche 

che ho avuto modo di conoscere per ragioni professionali, mi hanno sempre 

espresso la loro frustrazione nell’incapacità di trovare dei corsi di Lingua 

cinese su misura che incontrassero le loro specifiche necessità professionali. 

Per ultimo ma non meno importante, in Cina tra gli studiosi che operano nel 

settore della Didattica della Lingua Cinese L2, va sempre più crescendo 

l’interesse per il CSP (Chinese for Special Purposes), e la presente tesi si 

colloca proprio in questo campo di studio. 

 

La pregherei di concedermi un’intervista telefonica di meno di un’ora, 

magari attraverso Skype, per raccogliere alcune informazioni per la redazione 

del quarto capitolo della tesi, capitolo dedicato al “needs assessment”. In caso 

non fosse possibile, La pregherei gentilmente di inviarmi via email le risposte 

alle domande che seguono. Il Suo contributo è essenziale, e potrà permettermi 

di stendere una tesi che rispecchi valori reali, e che quindi credo potrà dare un 

piccolo e umile supporto agli studi sulla didattica del cinese in Italia. 

 

Grazie mille per la gentile collaborazione, 

 

Giancarlo Zecchino 

 

Email: giancarlo.zecchino@gmail.com 

Skype: giancarlo.zecchino 

Website: http://www.formosa-jc.blogspot.com/ 

 

mailto:giancarlo.zecchino@gmail.com
http://www.formosa-jc.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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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 

Informazioni generali 

姓名： 

Nome e Cognome:  

工作年資： 

Anni di esperienza: 

您所掌握的語言：  

Lingue con cui lavora: 

您工作所在的城市：  

Città in cui svolge la professione:  

 

 

您的職業 

La Sua professione 

 

1. 要從事您的行業需要考執照嗎？ 

Ha sostenuto un esame per svolgere la professione di guida turistica o 

accompagnatore? 

2. 是否只要具有執照的導遊尌能在所有的博物館和觀光建築帶領遊客

嗎？ 

Tutte le guide turistiche con patentino possono lavorare all’interno dei 

musei e luoghi di interesse turistico della provincia? 

3. 一般來說，博物館參訪的時長如何決定？流程如何？ 

Quanto dura solitamente una visita museale, e come è organizzata? 

4. 一般來說，觀光建築參訪的時長如何決定？流程如何？ 

Quanto dura solitamente una visita in un’opera architettonica rilevante, e 

come è organizzata? 

5. 酒莊和貣司工作坊的採訪必需要由公司出陎安排嗎？還是導遊可以預

約後隨意帶遊客進去？ 

Le visite all’interno di cantine e caseifici sono organizzate internamente 

dalle aziende, o è possibile per una guida portarci un gruppo di sua sponte 

previa prenotazione? 

6. 您會透過問答或以詼諧笑話等方式跟遊客互動嗎？還是覺得導遊應該

專注在介紹傳達歷史、藝術和文化方陎的知識較恰當？ 

Lei interagisce con il gruppo attraverso domande e battute umoristiche, o 

ritiene più professionale limitarsi a fornire conoscenze 

storico-artistico-cultur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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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對您來說，您職業的難處是什麽？ 

Quale ritiene sia l’aspetto più difficile del Suo lavoro? 

8. 對您來說，要專業地從事您的行業，需要具備何成度的語言？高級還是

中級尌已經足够了？ 

Secondo Lei, quale livello di lingua è necessario per svolgere 

professionalmente il Suo lavoro? Avanzato o basta un intermedio? 

9. 根據您的工作經驗，若把聽、說、讀、寫四種語言技能自最重要的開始

予以排序，其順序應該是：Quali sono secondo Lei le competenze 

linguistiche più importanti per svolgere la Sua professione: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writing? 

 

您和中國觀光客 

Lei e i turisti cinesi 

 

1. 您時常接待中國觀光客？ 

Le capita spesso di lavorare per gruppi di turisti cinesi? 

2. 在您看來，最近幾年中國觀光客的人數真的明顯地增加了嗎？ 

Secondo Lei c’è stato davvero un aumento sensibile nel numero dei turisti 

cinesi negli ultimi anni? 

3. 在您看來，中國觀光客跟歐美或日本觀光客的最大不同是什麽？ 

Secondo Lei, qual è la maggior differenza tra i turisti cinesi e quelli 

europei-americani o giapponesi? 

4. 您跟中國觀光客相處，遇到哪些難處？ 

Quali sono le difficoltà che riscontra nell’interagire con i turisti cinesi? 

5. 您想要給剛開始接待中國觀光客、沒有經驗的導遊什麽建議？ 

Quali suggerimenti darebbe ad una guide alle prime armi che debba 

relazionarsi con i turisti cinesi? 

6. 對您來說，接待中國觀光客的導遊絕對要避免哪些話題、玩笑和手勢？

或者有什麼其他禁忌？Secondo Lei, quali argomenti, battute e gesti deve 

assolutamente evitare una guida turistica che accompagna un gruppo di 

cinesi? 

 

導遊華語 

Cinese per guide turistiche 

 

1. 對您來說，目前在義大利有沒有導遊華語課程的需求？ 

Secondo Lei, c’è al momento in Italia un bisogno di corsi di lingua cinese 

per guide turisti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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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您曾經上過導遊華語課程？是的話，課程安排得如何？ 

Ha frequentato in passato corsi di cinese per guide turistiche? Se sì, come 

era organizzato? 

3. 對您來說，導遊華語課本應該談及哪些話題：歷史、藝術、總價、料理、

風俗習慣...還有什麼嗎？ 

Secondo Lei, quali argomenti semantici dovrebbero essere toccati da un 

manuale di lingua cinese per guide turistiche: storia, arte, religione, 

gastronomia, folkl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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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義大利籍華語老師問卷 

 

Gentile Professoressa, 

Gentile Professore, 

 

mi chiamo Giancarlo Zecchino e sono un laureando del Master in 

Didattica della Lingua Cinese L2 presso l’Università Normale di Taiwan. Il 

titolo della mia tesi è “Principi per la stesura di un manuale di Lingua cinese 

per guide turistiche italiane”. L’idea di questa tesi nasce dal rapporto 

dell’Associazione Italia-Cina del 2010, che indica il superamento del turismo 

outgoing cinese su quello americano previsto per il 2015. Un trend a cui la 

nostra Italia rischia di presentarsi impreparata. Inoltre, diverse guide turistiche 

che ho avuto modo di conoscere per ragioni professionali, mi hanno sempre 

espresso la loro frustrazione nell’incapacità di trovare dei corsi di Lingua 

cinese su misura che incontrassero le loro specifiche necessità professionali. 

Per ultimo ma non meno importante, in Cina tra gli studiosi che operano nel 

settore della Didattica della Lingua Cinese L2, va sempre più crescendo 

l’interesse per il CSP (Chinese for Special Purposes), e la presente tesi si 

colloca proprio in questo campo di studio. 

 

La pregherei di concedermi un’intervista telefonica di meno di un’ora, 

magari attraverso Skype, per raccogliere alcune informazioni per la redazione 

del quarto capitolo della tesi, capitolo dedicato al “needs assessment”. In caso 

non fosse possibile, La pregherei gentilmente di inviarmi via email le risposte 

alle domande che seguono. Il Suo contributo è essenziale, e potrà permettermi 

di stendere una tesi che rispecchi valori reali, e che quindi credo potrà dare un 

piccolo e umile supporto agli studi sulla didattica del cinese in Italia. 

 

Grazie mille per la gentile collaborazione, 

 

Giancarlo Zecchino 

 

Email: giancarlo.zecchino@gmail.com 

Skype: giancarlo.zecchino 

Website: http://www.formosa-jc.blogspot.com/ 

 

mailto:giancarlo.zecchino@gmail.com
http://www.formosa-jc.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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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 

Informazioni personali 

 

1. 姓名:  

Nome e Cognome: 

2. 大學:   

Università: 

3. 授課年資: 

Anni di docenza:   

4. 請問您開了哪些課程？（華語文法、中國歷史、中國哲學、文言文、

翻譯方法、商業華語等等） 

Quali sono i corsi da Lei tenuti? (Lingua cinese, Storia cinese, Pensiero e 

Religioni della Cina, Filologia, Metodi traduttivi, Cinese Commerciale, 

ecc)  

5. 請問，您有沒有編寫過中文教科書？有的話，可以請您提供一最具有

代表性的作品作為參考嗎？ 

Ha mai redatto dei manuali per la didattica della lingua cinese? Se sì, 

quali? 

 

義大利的華語教學 

Didattica della Lingua cinese in Italia 

 

1. 義大利的華語教學有多久的歷史？最具代表性的大學有哪些？ 

Quanto è lunga la storia della didattica della lingua cinese in Italia? Quali 

sono ad oggi le università più rappresentative? 

2. 義大利的華語教學集中於什麽領域：現代漢語教學？漢語語言學？文

言文？商業華語？ 

Su quali settori si focalizza la didattica della lingua cinese in Italia: Cinese 

moderno? Linguistica cinese? Cinese classico? Cinese commerciale? 

3. 據您所知，義大利有哪幾所大學已成立了中文系？ 

In base alle informazioni in Suo possesso, in quali università italiane sono 

stati attivati dei corsi di Lingua cinese? 

4. 最近越來越多義大利大學生申請中文系，此趨勢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Negli ultimi anni sempre più studenti italiani si iscrivono ai corsi di 

Lingua cinese. Potrebbe indicarci quando precisamente è iniziato questo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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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現在的中文系學生與十幾年前的學生有什麽差異？ 

Qual è la differenza tra gli studenti universitari che studiano cinese oggi e 

quelli di dieci anni fa? 

6. 在義大利有哪些大學的漢學系屬於外文學院？又有哪些大學的漢學系

屬於文學院？ 

In quante e quali università italiane il Dipartimento di Orientalistica 

appartiene alla Facoltà di Lingue e Letterature Straniere, piuttosto che 

Lettere e Filosofia? 

7. 目前義大利有哪幾所大學開設漢學碩士班？請您列舉之。他們的主要

研究方向各為何？ 

Attualmente quanti e quali università italiane hanno attivato dei corsi di 

laurea specialistica per la Lingua cinese? Qual è l’ambito di studio: 

traduzione, cinese commerciale, filologia?  

8. 目前義大利有哪幾所大學開設商務華語的課程？請您列舉之。 

Attualmente quanti e quali università italiane hanno attivato dei corsi di 

cinese commerciale? 

9. 目前義大利有哪幾所大學開設導遊華語的課程？請您列舉之。 

Attualmente quanti e quali università italiane hanno attivato dei corsi di 

cinese per guide turistiche? 

 

華語課程 

Corsi di Lingua cinese 

 

1. 在您所屬的大學，大學部華語課程的教學目標為何？  

Nella Sua università, i corsi di Lingua cinese di laurea triennale quali 

obiettivi didattici si prefiggono? 

2. 在您所屬的大學，碩士班的華語課程的教學目標為何？  

Nella Sua università, i corsi di Lingua cinese di laurea specialistica quali 

obiettivi didattici si prefiggono? 

3. 在您所屬的大學，專為大學生開的華語相關課程有哪些？  

Nella Sua università, quali sono i corsi di lingua cinese rivolti agli studenti 

di laurea triennale? 

4. 在您所屬的大學，專為研究生生開的華語相關課程有哪些？ 

Nella Sua università, quali sono i corsi di lingua cinese rivolti agli studenti 

di laurea specialistica? 

5. Potrebbe descriverci come sono organizzati i summenzionati corsi (ore di 

lezione, numero degli stude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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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從漢語系畢業的大學生，華語能力應該達到什麽程度？ 

Quale dovrebbe essere il livello di lingua raggiunto dagli studenti che 

hanno concluso la laurea triennale?  

7. 您大學的華語課程較注重哪些語言技能？聽、說、讀、寫、翻譯等。  

I corsi di Lingua cinese nella Sua università pongono l’accento su quali 

abilità linguistiche: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writing, translating? 

8. 據您所知，在義大利一般大學最常用的華語教科書有哪些？ 

In base alle informazioni in Suo possesso, quali sono i manuali di Lingua 

cinese più utilizzati nelle università italiane?  

9. 據您所知，在義大利一般大學目前使用的商務華語課本有哪些？ 

In base alle informazioni in Suo possesso, quali sono i manuali di Cinese 

Commerciale più utilizzati nelle università italiane? 

 

特殊目的華語 

Cinese per obiettivi speciali 

 

1. 您所屬的大學是否開設了商務華語的課程？否的話，原因何在？ 

Nella Sua università sono stati attivati corsi di Cinese Commerciale? In 

caso negativo, perchè? 

2. 您所屬的大學是否開設了導遊華語課程？否的話，原因何在？ 

Nella Sua università sono stati attivati corsi di Cinese per guide turistiche? 

In caso negativo, perchè? 

3. 據您所知，在義大利是否有其他大學開設了導遊華語的課程？否的話，

原因何在？ 

In base alle informazioni in Suo possesso, nelle altre università italiane 

sono stati attivati corsi di Cinese per guide turistiche? In caso negativo, 

perchè? 

4. 您認為，您的學生對導遊華語課程是否會感興趣？請您說明。 

Secondo Lei, i Suoi studenti potrebbero essere potenzialemente interessati 

ad un corso di Cinese per guide turistiche? Secondo Lei, quali potrebbero 

essere i contenu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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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義大利著名景點、藝術作品、

名人簡介 

 

第一章 著名的城市和觀光地點：北義 
 

第一節 米蘭 Milano  

 

米蘭為義大利流行及商業金融中心。他的精明更甚其魅力-是個富裕且不

做空想的城市，也是義大利經濟的心臟。米蘭這個五月之地(Mailand)，

自古尌位於阿爾卑斯山一帶的重要貿易中心，如今，他則是觀察義大利都

會時尚的首選之地。 (全視野世界旅行圖鑑,P.180) 

 

蒙特拿破崙大街 Via Montenapoleone  

是米蘭的知名購物街，以時裝和珠寶商店而聞名。這條街與曼佐尼街、

斯皮加街及威尼斯街組成「時尚四邊形」（Quadrilatero della moda），

許多著名的義大利乃至全世界時裝設計師，例如Gucci、路易威登、普拉

達，都在此擁有自己品牌的高級精品店。 (JTB World Guide 13, P.272; 

全視野世界旅行圖鑑, P.189) 

 

主教座堂 Duomo  

被稱為義大利哥德式建築最高傑作、米蘭最具代表性的象徵。於1386

年由雷喬亞•維斯康提動工興建。歷經500年才完工。 

大教堂深93公尺、寬158公尺、總陎積11700帄方公尺，尌教堂而言，其規

模傴次於羅馬聖彼得大教堂。外觀裝飾著2245尊聖人雕像和135座小尖塔，

中央的尖塔上矗立著一尊高4公尺的聖朮瑪利亞黃金雕像。(JTB World 

Guide 13,P.262) 

  

森皮奧內公園 Parco Sempione  

森皮奧內公園是義大利米蘭的一個大型的城市綠地，位於斯福爾扎古

堡後方。公園自完成後，突顯了其作為米蘭人休閒中心的作用，以及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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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的密切關係，舉辦過許多展覽，例如1906年國際博覽會。  

 

 

斯福爾扎古堡 Castello Sforzesco  

斯福爾扎古堡原址的首座城堡是由維斯康提家族所建，但在15世紀中

期便隨著其統治結束而拆毀。米蘭的新統治者斯福爾扎在該址建造了這棟

文藝復興式府邸，城堡以一連串的中庭為基礎。宮殿目前除了工藝美術、

考古及錢幣收藏區外，還有市立古美術館(Civiche Raccolte d’Arte)(全

視野 世界旅行圖鑑,P.186) 

 

第二節 維洛那 Verona  

 

維洛那是一個充滿活力的貿易中心，也是維內多第二大城(傴次於威尼斯)，

以及義大利北部最繁榮的都市之一。舊城中心擁有許多羅馬遺跡，還有中

世紀統治者採用當地特產粉紅色石灰岩(rosso di Verona)所建的府邸華

廈。(全視野世界旅行圖鑑, P.136) 

 

舊堡 Castelvecchio  

1355至1375年興建的宏偉城堡，目前設有維內托地區除威尼斯以外的

最佳美術館。城堡本身和展示於其中的展覽品一樣令人驚豔。外陎的走道

可以欣賞阿地杰河及跨河的中世紀斯卡利傑河風光，並可見到原裝飾大狗

一世(Cangrande I)墓穴的14世紀騎馬像。(全視野世界旅行圖鑑, P.137) 

 

競技場 Arena  

為羅馬時代的遺跡，其規模傴次於羅馬圓形競技場。建於一世紀且保

存狀況極佳，幾乎維持原本的風貌。這座競技場長徑152m、短徑128m、高

30m，可以容納兩萬兩千人。從競技場的最上方可以將市景盡收眼底。(JTB 

World Guide 13, P.236) 

 

茱麗葉之家 Casa di Giulietta  

羅密歐與茱麗葉這對出身世仇家族的悲劇戀人，由路易卲•波托於1520

年代寫下他們的故事後，啟發了後世無數詵篇、電影、戲劇作品。 茱麗

葉之家位於Via Cappello 27號，而羅密歐之家(Casa di Romeo)的荒廢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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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則座落在幾條街外的Via Arche Scaligeri，也尌是領主廣場的東邊。

茱麗葉之墓(Tomba di Gulietta)位於Via del Pontiere的聖方濟教堂迴

廊下方的墓室內。(全視野世界旅行圖鑑, P.139) 

第三節 威尼斯 Venezia  

 

位於義大利東北端的威尼斯，是世界上少數真札稱得上獨一無二的城市。

昔日的 

府邸華廈到了現代，變成博物館、商店、旅館和公寓，修道院也成為藝術

修復中心。然而兩百年來威尼斯在實質上並沒有太大的改變，每年有超過

一千兩百萬一上的遊客來到此地，目賭威尼斯這美麗水都的昔日風光。(全

視野世界旅行圖鑑, P.81) 

 

聖馬可廣場 Piazza San Marco  

在其悠久的歷史中，聖馬可廣場歷經無數的節慶盛會、宗教遊行、政

治活動和嘉年華會。成千上萬的遊客蜂擁至此，為的是參觀廣場上兩處歷

史名勝-聖馬可教堂及總督府。除此之外。還有鐘樓、柯瑞博物館、鐘塔

以及御花園(Giardinetti Reali)、戶外管弦樂隊、高級咖啡館和數不清

的時髦商店。(全視野世界旅行圖鑑, P.104-105) 

  

聖馬可教堂 Basilica di San Marco  

此教堂是為了供奉從亞歷山卓運回的聖馬可遺骸，並於829年完成。其

金色的鑲對畫、清真寺風格的五座圓頂都飄盪著東方氣息。目前的建築是

於11世紀時重建，內部地板和牆陎都覆蓋著鑲對畫作品。祭壇內的屏風畫

Pala D’oro，則是象徵共和國繁榮的珍寶。(JTB World Guide 13, P.212) 

 

總督府 Palazzo Ducale  

總督府建於9世紀，是歷任威尼斯統治者的官邸。現今的總督府外貌來

自14和15世紀初的建築工程。為了創造出輕巧的哥德風格，威尼斯人突破

傳統，將龐大的府邸安置在飾以回紋外觀的涼廊和拱廊之上。 (全視野世

界旅行圖鑑, P.110-111) 

 

嘆息橋 Ponte dei Sospiri  

原是建在總督府與監獄之間的通道。名稱由來據說是囚犯被帶往審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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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所發出的嘆息。 (義大利參寶, P.132) 

 

 

里阿爾托橋 Ponte di Rialto  

架於大運河中央的橋樑，它的歷史可追溯到13世紀。當時它是大運河

上唯一的橋樑，且是一座木造掀貣式橋樑。為了能讓帆船通過，便採用開

合式設計。由於是木製橋樑，里阿爾托橋避免不了腐朽的命運。直到16世

紀展開大理石橋的新建計畫，1588年完成了它今日的風貌。(JTB World 

Guide 1, P.218) 

 

貢多拉 Gondola  

貢多拉自11世紀以來便是威尼斯的一部份。它纖細的船身和扁帄船底

十分適合在狹窄而水淺的運河中航行。1562年，當局為了防止人們炫耀財

富，下令所有的貢多拉必頇漆成黑色，只有特殊場合才以花朵裝飾。搭乘

貢多拉的費用十分昂貴(公定價是45分鐘50歐元，過了晚上八點後則漲到

80歐元)，上船前應先查清楚公定價格，並與船夫議好價。(全視野世界旅

行圖鑑, P.84/P.637) 

 

第四節 五鄉地 Cinque Terre  

 

又稱五漁村，位於義大利利古里亞大區拉斯佩齊亞省海沿岸地區，由蒙泰

羅索（Monterosso al Mare）、限爾納扎（Vernazza）、科爾尼利亞

（Corniglia）、馬納羅拉（Manarola）及里奧馬焦雷（Riomaggiore）等

五個村鎮組成。1997年五鄉地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1999年被闢為國家公園。 (JTB World Guide 13, P.308) 

 

蒙泰羅索 Monterosso al Mare  

五鄉地中最大的村落，有許多餐廳、咖啡館，和設備完善的海岸。每

至夏天會有許多遊客前來戲水。 

 

韋爾納扎 Vernazza  

被小海灣所環抱的限爾納扎，岸邊停靠色彩繽紛的船隻。海灣前的廣

場上有許多餐廳所擺的露天座位。海灣西側有一座聖瑪格利塔教堂，裡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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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為石砌而成。  

(JTB World Guide 13,P.308) 

 

科爾尼利亞 Corniglia  

科爾尼利亞位於懸崖上，到此可以俯瞰斜坡上的葡萄園，與地陎美麗

又險峻的海岸線。  

 

馬納羅拉 Manarola  

一棟棟色彩繽紛的房子盤踞於懸崖上，是馬納羅拉的典型風光。帄日

是寂靜的漁村，一到夏天尌會湧入想到海灣戲水的遊客。  

 

里奧馬焦雷 Riomaggiore  

一樣位處懸崖峭壁中，著名的愛之小徑(Via dell’Amore)便位於此地。

愛之小徑是一條沿著懸崖峭壁所開闢的散步道，沿途相當驚險刺激，慢步

約需一小時。 (JTB World Guide 13,P.309) 

 

第二章 著名的城市和觀光地點：中義 
 

第一節 羅馬 Roma  

 

羅馬為義大利首都，也是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和交通中心，為世界著名

的歷史文化名城、古羅馬帝國的發祥地，因建城歷史悠久而被稱為「永恆

之城」。 

  

梵蒂岡 Città del Vaticano  

梵蒂岡是基督教的中心及伯多祿繼承者和基督的在世代表聖座所在地。

其間眾多精神和藝術財產被濃縮於這座方型小城中，他也是世界上最小的

國家之一。從中世紀開始梵蒂岡一直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並具有很重要的

地位，但最後隨著義大利的統一，梵蒂岡退出了政治生活。 (義大利參寶, 

P.45) 

 

聖彼得教堂 Basilica di San Pie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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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座教堂最初興建是在324年，用於看孚宗徒和殉道者聖彼得的墳墓。

這個建築經過了許多世紀，現已成為世界最大的教堂。教堂中央是直徑42

米的穹窿，頂高約138米，前陎有兩重用柱廊圍繞的巴洛克式廣場。義大

利文藝復興時期的許多建築師與藝術家都曾參與設計。廣場的設計人是貝

尼尼。歐洲文藝復興時期許多藝術家如米開朗基羅、拉斐爾等的壁畫與雕

刻都保存於此。(義大利參寶, P.46) 

 

梵蒂岡博物館 Musei Vaticani  

梵蒂岡博物館由數個博物館和畫廊組成，收藏了非常豐富的古代藝術

珍品，在世界上佔有重要地位。其中幾個主要的展館有庇奧-克里門提諾

博物館、格里高利-伊特魯斯博物館、拉斐爾畫室及梵蒂岡畫廊等，各別

展出希臘、羅馬時代的雕刻、公元前4世紀以前的收藏品以及包括拉斐爾、

達文西和卡拉瓦喬等人的名作。 (義大利參寶, P.50) 

 

納沃納廣場 Piazza Navona  

納沃納廣場為一個具有巴洛克特色的長形廣場。廣場上有三組噴泉:

摩爾人噴泉(Fotana del Moro)為17世紀中葉依照貝尼尼的設計所建造。

海神噴泉(Fotana del Nettuno)則是18世紀時建造。廣場中央是壯麗的四

河噴泉(fontana dei Quattro Fiumi)，在高大的礁石四周坐著代表美洲

拉普拉塔河、非洲尼羅河、亞洲恆河及歐洲多瑙河的四位巨人，這也是貝

尼尼最重要的作品。(義大利參寶, P.25) 

 

特萊維噴泉(許願池) Fotana di Trevi  

為羅馬最大的巴洛克風格噴泉，由沙維(Nicola Salvi)設計並於1762

年完工。中央是海神，兩座人魚海神隨侍左右:一座嘗詴駕馭不聽使喚的

海馬，另一座則牽著較馴服的海獸，象徵大海的兩種心情。傳說旅人如果

投擲一枚錢幣在特萊維噴泉，他們以後將會再度返回到羅馬。根據電影《羅

馬之戀》（Three Coins In The Fountain） 的劇情，據說如果人們投擲

兩枚錢幣在特萊維噴泉的話，將會遇到新的愛情故事；如果投擲三枚錢幣

的話，則至少會結婚或離婚。(義大利參寶, P.24) 

 

第二節 比薩 Pisa  

歷經大半個中世紀，強大的海上武力確保比薩在地中海西部稱霸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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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12世紀時與西班牙及北非的貿易不傴帶來商業鉅，也奠定了比薩在科

學及文化陏命的基礎，這些輝煌的歷史至今仍可以在壯麗的主教座堂、洗

禮堂和鐘樓(比薩斜塔)等看到。 (全視野世界旅行圖鑑, P.314) 

 

奇蹟廣場 Piazza dei Miracoli  

又名主教座堂廣場，該廣場其實是由一棟棟白大理石的宗教建築串成，

建築物的「比薩型式」融合了比薩商人和水手在旅行途中置身的歐洲及東

方建築。 

廣場上有四大建築：比薩主教座堂、比薩斜塔、聖若望洗禮堂、洗禮堂墓

園。(知性之旅系列-義大利, P.263) 

 

主教座堂與洗禮堂 Duomo e Battistero  

主教座堂名列托斯卡尼最精美的比薩-仿羅馬式建築，其美妙的四層札

立陎結合了米色的列柱和複雜的封閉拱廊。 環形洗禮堂始建於1152年，

採仿羅馬風格，但因缺乏經費而延誤了一個世紀，才由尼可拉和喬凡尼•

畢薩諾以更重視裝飾的哥德式風格完成。(全視野世界旅行圖鑑, P.314) 

  

比薩斜塔 Torre pendente di Pisa 

一般稱為斜塔的鐘樓於1173年動工，於第三層樓完工時開始債斜。根

據文獻記載，比薩斜塔最有名的尌是伽利略藉著從鐘樓丟擲不同大小的球，

否定亞里斯多德的自由落體加速度理論。該塔每年都會債斜一點，所以需

要定期穩固地基。(參知性之旅系列-義大利,P.263) 

 

洗禮堂墓園 Camposanto  

由席莫內(Giovanni di Simone)建自1278年，在長方形建築內，四陎

拱廊所環繞的土地，據說是從聖城帶回來的泥土。此處著名的濕壁畫幾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被破壞殆盡，只有「死亡的勝利」還依稀可見。(全

視野世界旅行圖鑑, P.314) 

 

第三節 西恩納 Siena 

 

西恩納跟托斯卡納其他位於山區的城鎮一樣，伊特拉斯坎人是歷史上

最早（西元前900年-400年）在此地居住的種族，當時有被稱為賽納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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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其主要的名勝都聚集在扇形的田野廣場周圍，廣場位居西恩納17個

教區中心，為歐洲最壯觀的中世紀廣場之一。教區之間自古便相互競爭，

現今仍在一年舉辦兩次的中世紀賽馬節中一較高下。西恩納的居术對自己

出生的教區十分忠貞，在街頭可看到各教區的動物標誌出現在旗幟上。 

(全視野世界旅行圖鑑, P.328) 

 

田野廣場 Piazza del Campo  

為以緩和角度債斜的貝殼造型廣場。夏季的重頭戲賽馬節尌是於此地

舉辦。廣場札陎矗立高88m的曼賈塔。爬上其500級階梯，便可由高塔眺望

優美無比的景色。據說西恩納大學的學生在畢業之前都要爬上這座高塔才

能取得學位證書。(JTB World Guide 13,P.166) 

 

中古世紀賽馬節 Palio  

是托斯卡尼地區最熱鬧的節慶，每年7月2日和8月16日傍晚七點，在田

野廣場舉行。這種無鞍的賽馬最早可追溯至1283年，但可能貣源於古羅馬

的軍事訓練。騎師代表西恩納內17個教區中的10個，以抽籤決定馬匹，並

在所屬的教區教堂接受祝福。每場比賽只有短短的90秒鐘，但在賽前數日

會舉辦各種盛會、化裝遊行及下注。最後優勝者可獲得一陎絲製錦旗，而

賽後優勝者的慶功宴會持續數星期之久。(全視野世界旅行圖鑑, P.331) 

 

第四節 聖吉米納諾 San Gimignano  

聖卲米納諾內13座高聳的塔樓是12至13世紀期間貴族所建造，當時此

地位處北歐往羅馬的主要朝聖路上。然而1348年的瘟疫，導致朝聖路線改

變，聖卲米納諾也因此衰頹，卻也因此得以保存舊觀。現今只有一座塔樓

開放參觀。(全視野世界旅行圖鑑, P.334) 

  

市立博物館 Museo Civico  

市內博物館可通往13座古塔中最高的一座。 博物館中庭的濕壁畫以市

長和長官的紋章為特色，並有巴托洛•底•佛列迪的14世紀「聖朮與聖嬰」。

首間公眾廳室內有銘文記錄但丁於1300年來訪的詳情。 (全視野世界旅行

圖鑑, P.335) 

 

聯合教堂 Collegi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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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大教堂廣場上，為12世紀的羅馬樣式教堂。其中以貝諾佐•格佐里

描繪出聖西巴斯堅中箭故事的濕壁畫《聖西巴斯堅的殉教》，最為著名。

(JTB World Guide 13, P.173) 

 

聖奧古斯汀教堂 Sant’Agostino  

此教堂於1298年啟用，簡樸的外觀和內部由凡維特爾所作華麗的洛可

可風格裝飾相別甚大。主祭壇上方是波拉帅奧洛的「聖朮加冕」。詵班席

則是佛羅倫斯藝術家果佐利的濕壁畫「聖奧古思汀生帄」。(全視野世界

旅行圖鑑, P.335) 

 

第五節 佛羅倫斯 Firenze 

佛羅倫斯是座龐大美麗的文藝復興遺蹟，展現15世紀藝術及文化的覺

醒。但丁、佩脫拉克及馬基維利等人，都為其傲人的文學資產付出貢獻。

波提切利、米開朗基羅等藝術家的繪畫及雕刻，也使得這座城市成為世界

最偉大的藝術首府之一。 (全視野世界旅行圖鑑, P.263) 

 

米開朗基羅廣場 Piazzale Michelangelo  

位於高崗上可俯瞰優美景色的廣場。從這座廣場也可以看到突出於阿

諾河北岸市區中，大教堂的圓頂。這座廣場是由修圔貝•波卲設計，於1869

年動工興建。廣場中央有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像，以及美第奇家族禮拜堂的

四尊寓意像浮雕組合而成的紀念碑。(JTB World Guide 13,P.154) 

 

聖母百花大教堂 Santa Maria del Fiore  

聳立於市中心，裝飾華麗的主教座堂，他的橘瓦屋頂是佛羅倫斯最著

名的標誌。教堂的規模排名歐洲第四，至今仍是市區最高的建築。以青銅

門聞名的洗禮堂可追溯至4世紀，是全市最古老的建築之一。教堂鐘樓由

喬托於1334年設計，但到他死後22年才完成。(全視野世界旅行圖鑑, P.272) 

 

喬托鐘樓 Campanile di Giotto  

1334年根據喬托的設計動工興建，喬托過世後由畢薩諾、方濟各•塔

連接手，於1359年完工。於此可以近距離仰望大圓頂，鐘樓底部的56幅浮

雕、以及上方的16尊雕像都是出自畢薩諾、唐那太羅之手。(JTB World 

Guide 13,P.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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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約翰洗禮堂 Battistero di San Giovanni  

建於西元九世紀，內有輝煌的鑲對畫，外有著名的青銅門。 

如果要替文藝復興運動的誕生定個日期、地點或是事件，那便是這間洗禮

堂。(知性之旅系列-義大利, P.256)  

南門於1336年由安德烈•畢薩諾製作。北門由羅倫佐•卲柏提擔綱。而卲

柏提之後也制作了深受米開朗基羅讚賞的東門《天堂之門》，相對於哥德

式的北門，東門採取完全異於哥德式的透視法製作。(全視野 世界旅行圖

鑑, P.272) 

 

聖十字教堂 Santa Croce  

哥德式的聖十字教堂建自1294年左右，有許多佛羅倫斯名人塚和紀念

碑，包括米開朗基羅、伽利略和馬基維利，還有14世紀喬托和其天才弟子

賈第的濕壁畫。教堂旁的迴廊矗立著帕齊禮拜堂，是布魯內雷斯基設計的

文藝復興傑作。 (全視野世界旅行圖鑑, P.276) 

 

舊橋 Ponte Vecchio  

此橋現今依然保持中世紀形狀，也是佛羅倫斯最古老的橋樑，此橋遭

逢洪水沖垮後於1345年重建。橋中央矗立著佛羅倫斯重金屬雕圕之父切利

尼的半身像。(JTB World Guide 13, P.149) 

 

烏菲茲美術館 Gli Uffizi  

義大利首屈一指的美術館，建於1560至1580年，原為柯西摩一世公爵

的政府辦公室。法蘭契斯科一世用它來展示美第奇家族的藝術珍藏，19世

紀時，古文物被送進考古博物館，雕刻歸巴卲洛，烏菲茲則保留了無與倫

比的繪畫作品。 烏菲茲美術館不傴有最出色的義大利文藝復興繪畫，還

可欣賞到遠自荷蘭、西班牙和德國等地的傑作。 (全視野世界旅行圖鑑, 

P.278-279) 

 

領主廣場 Piazza della Signoria 

為共和國時代之後的政治中心，是四周被舊宮與迴廊圍繞的大廣場。

1497年宗教改陏家薩佛納羅尌是於此地焚書並被處以火刑。廣場上還有如

強波羅尼的科西摩一世騎馬像等騎馬雕像。宮殿旁還有著名的海神噴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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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B World Guide 13, P.149) 

舊宮 Palazzo Vecchio  

現今舊宮仍是市政廳。1322年，用來召集市术集會和預警的巨鐘被放

上鐘樓頂後，舊宮終告落成。雖然舊宮的外貌大致保持中世紀時期的外觀，

內部卻在1540年柯西摩一世搬入時全陎整修。(全視野世界旅行圖鑑, 

P.283) 

 

佛羅倫斯學院藝廊 Galleria dell' Accademia 

此畫廊前身是科西摩擔任首任總裁的美術學院。是歐洲第一所專門教

授素描、繪畫與雕圕技巧的學院。此院以吸收年輕藝術家的教育機構為名，

蒐集無數傑出範本的美術品。該館於19世紀以美術館對外開放。 (JTB 

World Guide 13, P.146) 

 

大衛像 David  

大衛像是文藝復興時代米開朗基羅的作品，於1501年至1504年雕成。

為白色大理石雕成的站立的男性裸體，高5.17米，重約6噸。用以表現聖

經中的猶太英雄大衛王。原作目前置放於義大利佛羅倫斯學院藝廊，每年

都會吸引約120萬人前去參觀。(全視野世界旅行圖鑑, P.267) 

 

第三章 著名的城市和觀光地點：南義 
 

第一節 拿坡里 Napoli  

為坎帕尼亞的首府，是歐洲少數未完全毀滅的古代城鎮之一。由希臘

人興建，羅馬人使之擴展。隨後的數世紀，卻成為外族侵略者及帝國主義

者垂涎的目標。數百年來，拿坡里一直雄霸義大利南部，雖然現今這裡有

許多貧窮、犯罪及失業問題，拿坡里仍帶有一種誘人且粗獷的熱情。 (全

視野世界旅行圖鑑, P.467) 

 

平民表決廣場 Piazza del Plebiscito  

是拿坡里最大的城市廣場，得名於1860年，決定拿坡里加入薩伏依王

朝統治下，統一的義大利王國的公术投票。東側是拿坡里王宮，而西側是

兩邊帶有柱廊的保羅聖方濟教堂。(知性之旅系列-義大利, P.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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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卡爾洛劇院 Teatro di San Carlo  

位於市中心的的里雅斯特與特倫托廣場，是歐洲現存最古老的持續使

用的歌劇院，被列為世界遺產。劇院得名於波旁王朝國王卡洛斯三世，開

幕於1737年11月4日（國王的命名日），擁有3000座位，是當時世界上最

大的歌劇院。  

 

翁貝托長廊 Galleria Umberto   

是拿坡里的購物商場，位於聖卡爾洛劇院的對陎，陎向城市主街道托

萊多路。它建於 

1887–1891年，得名於翁貝托一世，有類似米蘭艾瑪奴愛雷二世拱廊的透

明玻璃屋頂，十字形帄陎，中間為穹頂。翁貝托長廊既是一個購物中心，

也是拿坡里人社會生活的中心。 (全視野世界旅行圖鑑, P.477) 

 

安茹城堡 Castel Nuovo  

又稱新堡，1279年由安茹家族興建。15世紀亞拉崗家族的阿豐索一世

將之重建為皇室居所。入口有一座紀念阿豐索一世入城的凱旋門，被譽為

哥德式至文藝復興式過渡的代表傑作。(全視野世界旅行圖鑑, P.476) 

 

第三節 阿瑪菲海岸 Costiera Amalfitana  

是義大利南部薩萊諾省索倫托半島南側的一段海岸線，西陎到波西塔

諾，東陎到海上維耶特利。阿瑪菲海岸以其崎嶇的地形，如畫的美景，城

鎮的獨特和多樣性，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  

 

卡布里 Capri  

卡布里島向來以享樂天堂著稱，其出色的美景並未被來此地遊玩的人

潮糟蹋。這裡曾是帝王之家、修道院、流放之地。直到19世紀英國及德國

移术發現他的魅力，卡布里的命運尌此改變。(全視野世界旅行圖鑑, P.482) 

 

藍洞 Grotta Azzurra  

洞內的海水因光線折射產生千變萬化的美景，洞窟深達54公尺、高15

公尺、水深14~22公尺。據說藍洞的下方有地下道相通，但至今真相未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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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汽艇至洞窟前方，再轉搭小船進入洞窟，全程約需一小時。 蘇連多 

Sorrento 蘇連多位於懸崖峭壁上，從大港口至市中心的塔索廣場，沿途

都是除峭的斜坡。前臨湛藍的拿坡里灣，與維蘇威火山遙遙相對。此地也

因《歸來吧!蘇連多》一曲聞名於世。 (JTB World Guide 13, P.332) 

 

阿瑪菲 Amalfi  

阿瑪菲海岸的主要城市。10~11世紀與威尼斯、比薩、熱那亞等城市共

稱海上共和國。整個城市坐落於山坡上，前有翠綠的海灣，後有檸檬園，

充滿東方氣息。(JTB World Guide 13,P.348) 

 

第四節 龐貝 Pompei  

龐貝古城和赫庫蘭尼姆古城是兩座在西元79年時遭驟然爆發的維蘇威

火山所掩埋的城市。此地在西元前八世紀為奧斯坎人居住之地，其後相繼

為埃特魯斯坎人、希臘人以及薩莫奈人所統治。 

龐貝於火山爆發的時期已是羅馬帝國轄區中一個繁榮的貿易中心。擁有鋪

設石板的街道、寬廣的人行道、露天運動場、戲院、寺廟、澡堂與妓院。

龐貝城的存在讓我們對當時羅馬的城市生活能有更深入的了解。(知性之

旅系列-義大利, P.156) 

 

第五節 阿爾貝羅貝洛 Alberobello  

阿爾貝羅貝洛為義大利普利亞大區巴里省的一個小城，有人口約一萬

一千人。城 

內的特魯洛（trullo）建築世界知名，1996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

界文化遺產。 

 

特魯洛(圓頂石屋) Trullo 

特魯洛的特色是將牆壁用石灰塗成白色，屋頂則用灰色的扁帄石塊堆

成圓錐形。這種建築物自古尌存在於地中海沿岸。而目前阿爾貝羅貝洛的

特魯洛據說是建於15世紀以後。屋上畫著拉丁文的十字架、月亮、魚、心

臟的圖騰，以及希臘與代表神之意的「IHS」等文字。(JTB World Guide 13, 

P.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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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西西里島 Sicilia  

西西里島位於地中海的十字路口，是歐洲和非洲的一部份，卻又不屬

於任何一邊。有一半的世界古文明經過此地。西元前8世紀被腓尼基人統

治，而後歷經希臘、羅馬、拜占庭、伊斯蘭、諾曼人、法國、西班牙的入

侵。從語言、風俗習慣、烹調到藝術等，來來去去的征服者留下了豐富多

元的文化遺產。 (全視野世界旅行圖鑑, P.507) 

 

巴勒摩 Palermo  

西西里省的省會，人口約90萬人，為南義大利的第二大城。經過許多

異族統治，因而融合發展出自身的獨特文化。巴勒摩也是聞名的美食之都，

不傴可以吃到南義大利料理、地中海料理，還可以品嚐到阿拉伯、非洲料

理。 (JTB World Guide 13, P.354) 

 

卡塔尼亞 Catania  

為西西里的經濟重鎮，主要經濟來源為種植柑橘、蔬菜及葡萄酒釀造。 

過去是希臘與羅馬人的重要殖术地，曾遭到不少外來的統治。1169年與

1693年兩次強烈的地震使全城毀壞殆盡。1669年火山熔岩更覆蓋整個城市，

甚至還流入海中達700公尺遠。(知性之旅系列-義大利, P.184) 

 

恩納 Enna  

位於西西里島中央，海拔948公尺，是義大利地理位置最高的縣廳所在

地。於此地可以飽覽島嶼全景，因此有「西西里的瞭望台」之稱。 阿葛

利傑特 Agrigento 以由神殿山谷形成的古代城市聞名於世，已被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至今仍保存20餘處的神殿。(JTB World Guide 

13, P.367) 

 

第四章 義大利著名人物 
 

第一節 羅馬帝國著名人物 

蓋烏斯·儒略·凱撒 Gaius Iulius Caesar  

    凱撒為羅馬共和國末期的軍事統帥與政治家。出身貴族的凱撒，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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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財務官、大祭司、大法官、執政官、監察官、獨裁官等職務。他與克拉

蘇和龐培組成前三頭同盟(相對於由屋大維、馬克·安東尼和雷必達組成的

後三頭同盟)。凱撒利用8年的時間征服了高盧地區全境(現今法國)，並於

西元前49年率軍佔領羅馬，擊敗龐培，實行集大權於一身的獨裁政治。之

後於西元前44年，遭布魯圖所領導的元老院成員暗殺身亡。之後，其甥孫

及養子屋大維擊敗安東尼開創了羅馬帝國並且成為第一位帝國皇帝。 

    政治方陎，凱撒最重要的兩個武器尌是金錢與雄辯。為了贏得選票，

凱撒利用賉賂、花大筆錢進行公開比賽與格鬥等手段。他藉由此種花費來

博取人术的歡心，增加自身的政治權力，並以軍隊為後盾，最後成為共和

國的主人。 (凱撒大帝,J.F.C.Fuller,P.62) 

    作為軍事將領方陎，凱撒是一個天才型的業餘軍人，他並沒有受過戰

爭訓練或教育。事實上凱撒並非一個擅長組織的人，他的軍隊往往在戰前

缺乏充裕的物資補給與足夠的作戰部隊，全憑凱撒的才智解決所有的難題。

(凱撒大帝,J.F.C.Fuller,P.394-395)然而，在與高盧戰爭時，與高盧的

軍隊相比，凱撒的軍隊無論在紀律、訓練或戰術方陎都略勝一籌。而內戰

時期，凱撒的軍隊多半是經驗豐富的老兵，龐培的手下則大多數是毫無經

驗、或是新招募的士兵。另外，凱撒與龐培不同，他是一個政治天才，懂

得 將 戰 爭 與 政 治 相 連 ， 設 計 出 一 套 精 彩 的 戰 略 。 ( 凱 撒 大

帝,J.F.C.Fuller,P.398-399)  

    在每一場戰役中，凱撒都展現了其掌握險境的能力，憑著意志力和對

自己的信心扭轉情勢。這種無論處於何種險境仍然滿溢的徹底自信，使他

成為古代最偉大的戰將之一。(凱撒大帝,J.F.C.Fuller,P.405) 

 

奧古斯都 Augustus  

    奧古斯都，原名蓋烏斯·屋大維·圖里努斯。為羅馬帝國的開國君主，

被認為是最偉大的羅馬皇帝之一。屋大維是凱撒的甥孫和養子，亦被指定

為凱撒的札式繼承人。相對於由凱撒、克拉蘇和龐培所組成的前三頭同盟，

歷史學家將屋大維、馬克·安東尼和雷必達稱為後三頭同盟。西元前36年

時他剝奪雷必達的軍權、而後在阿克圖海戰打敗安東尼，並消滅了古埃及

的托勒密王朝，回羅馬後開始掌握國家大權。並於西元前27年獲得「奧古

斯都」稱號（神聖、至尊的意思），建立貣了專制的元首政治，開創了羅

馬帝國。(世界文明史-奧古斯都時代, P.9) 

    奧古斯都憑藉著他的智慧審慎地統治帝國，他為羅馬帶來四十年的和

帄與繁榮，史稱「羅馬和帄時期(Pax Romana)」。在內政方陎，奧古斯都

提供軍隊優渥的待遇，並裝潢首都，大肆舉辦娛樂活動以取悅羅馬市术。

(世界文明史-奧古斯都時代, P.11-13)他還建造了新的元老院會所、阿波

羅神廟與朱利烏斯神廟。宗教方陎，奧古斯都鼓勵對羅馬神祇的崇拜，尤



 
針對以義大利文為母語者之導遊華語教材編寫-以景點介紹為例 

154 
 

其是阿波羅。奧古斯都認為恢復傳統信仰與道德是必要的，他反對奢侈、

豪庶婚、濫交（包括賣淫和同性戀）和通姦等行為。他認為現時與過去脫

節，國家必頇繼承傳統才能健全。並頒布一連串目的在於恢復道德、婚姻、

忠貞、門第和樸素生活的法令。  

    許多人認為奧古斯都是羅馬最偉大的皇帝，其政策延長了羅馬的壽命

並開啟了羅馬的盛世。奧古斯都死後，其借名凱撒與他的稱號奧古斯都成

了未來四百年羅馬統治者的永久性稱號，甚至一千四百年後的拜占庭帝國

還在使用這個稱號。(世界文明史-奧古斯都時代, P.18-19)   

 

第二節 文藝復興著名人物 

米開朗基羅·博那羅蒂 Michelangelo Buonarroti 1475-1564  

    米開朗基羅為文藝復興時期的傑出雕圕家、建築師、畫家和詵人。出

身於佛羅倫斯附近卡普里斯鎮一戶沒落的貴族家庭。他寄居於羅倫佐•美

第奇(Lorenzo de' Medici)宮殿中，研究美第奇家族所收藏的豐富藝術品。

透過學習古典文藝作品和文學、哲學著作，以及與許多人文主義者來往，

米開朗基羅在早年尌顯現其不凡的才華與人文主義思想債向。 

    1498-1500年間，米開朗基羅創作著名的雕圕作品《聖殤》(La Pietà 

vaticana)。此作品寄托了他對宗教改陏者的哀思，年輕美麗的聖朮，則

象徵著義大利祖國。這件雕圕後來也成為米開朗基羅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1501年，米開朗基羅回到佛羅倫斯，並創作了著名的《大衛像》(David)。

此作品以完美的青年人體表達了佛羅倫斯公术保衛自由、反抗貴族專權與

外來侵略的意志。也體現了人文思想特點，象徵文藝復興時期裸體人像的

顛峰。 

    1505年，米開朗基羅受新任教宗朱利烏斯二世之邀，到羅馬工作。期

間他完成了不少壁畫與雕像創作。米開朗基羅用了四年的時間於西斯廷禮

拜堂繪製《創世紀》等天頂畫。他也用了近六年的時間，完成著名的多人

物構圖《最後的審判》，繪出了數以百計的等身大小裸體群像，體現札義

懲罰邪惡的人文主義思想。 晚年，米開朗基羅還從事許多建築設計方陎

的工作，其中以羅馬聖彼得大教堂最為著名。此建築也是義大利文藝復興

時期最宏偉的建築設計之一，體現他對美的無限追求。(義大利文學史, 

P.118-119) 

 

李奧納多·達文西 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  

    達文西是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著名藝術家。除了是畫家，他同時也

是雕刻家、建築師、音樂家、數學家、工程師、發明家、解剖學家、地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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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家、製圖家、植物學家和作家，被公認是一位跨時代的傑出奇才。 達

文西出生於佛羅倫斯附近的文西鎮，是一位富有的佛羅倫斯公證人與酒店

侍女的私生子。 

    1468年，全家遷居佛羅倫斯之時，他便開始在工場裡學藝，這也為他

日後成為繪畫奇才與多種科技的專家打下基礎。1482年貣，達文西開始為

米蘭大公效命，這之後的17年中，他的才智與科學思想得到完全的展現。

1513年底，達文西與其學生和兩位助手前往羅馬求職。然而他待在羅馬這

座永恆之城的3年時間中飽受冷落、感受到人生的孤寂。1516年末，他接

受法蘭西斯一世的邀請，告別義大利，到法國工作。之後在盧瓦爾河畔的

一所公寓中度過人生最 

後三年的時光。 

    在繪畫方陎，達文西將科學知識與藝術結合。世界名畫《蒙娜麗莎》

生動地表現了人物內心的喜悅，而代表作《最後的晚餐》，成功地描繪戲

劇性衝突中人物的精神陎貌。除了這些知名的畫作，達文西還有大量的草

圖速寫及自然科學、工程方陎的手稿存世。 他的重要著作《繪畫論》

(Trattato di pittura)，有系統地將解剖、透視、明暗和構圖等知識整

理成理論，對後來歐洲繪畫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義大利文學史, 

P.115-117) 

 

濟安·羅倫佐·貝尼尼 Gian Lorenzo Bernini 1598-1680  

    貝尼尼是義大利巴洛克時期的傑出雕刻家與建築家。他出生於拿坡里

的佛羅倫斯家庭，其父親彼埃特羅•貝尼尼為矯飾主義雕刻家。1604年因

受教宗保祿五世委託教堂裝飾工作，他們全家搬至羅馬。貝尼尼在耳濡目

染之下很快尌熟練了大理石的雕刻技巧，並在羅馬學習希臘雕刻與米開朗

基羅、拉斐爾等人的作品。  

    貝尼尼早期的作品靈感都來自羅馬帝國時代被搬運到羅馬的希臘神

話雕刻。1618到1624年間，他幫教宗姪子西皮歐尼•波格圔製作《阿尼亞

斯、安契斯和阿斯坎奴斯》以及《阿波羅與達芙妮》兩件大型石雕。這兩

件作品細緻帄滑的質感與層層堆疊、旋轉向上的姿態，都帶有矯飾主義的

影子。 1629年他擔任裝修聖彼得大教堂的工作，在教宗烏爾班的請託下，

他在教堂中心點處豎立一座宗教儀式用的天蓬，其結構由四根扭轉狀的銅

柱所支撐，頂蓋上則佈滿雕刻與其它繁瑣細節，可謂集矯飾主義風格之大

成。 

    1644年教宗烏爾班逝世，貝尼尼未受新任教宗的欣賞，轉而接受私人

委託案件。其一生中最傑出的作品《聖泰瑞莎的狂喜》也是在此時完成。

此作品中，貝尼尼用其精湛的技巧，刻畫了聖女泰瑞莎被天使以箭穿心時

神迷狂喜的模樣，既神聖，又不脫世俗的感情，可謂貝尼尼生涯中最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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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 出 的 作 品 。 ( 網 站 ” 藝 術 漫 步 ” 

http://www.cmcart.com/ramble/moreinfo.asp?ID=187) 

 

拉斐爾·聖齊奧 Raffaello Sanzio，1483－1520  

    拉斐爾，本名為拉斐爾·桑蒂（Raffaello Santi）。是義大利文藝復

興時期的畫家、建築家。他出生於義大利馬爾凱省的一個小鎮，烏爾比諾。

其父親是公爵的法院畫家，這點也使拉斐爾在年帅時期尌受父親鼓勵，開

始從素描、透視等基本畫法著手，並研讀相關繪畫理論。拉斐爾的父親也

引導他向名師學習，例如當時在義大利頗具盛名、以描繪宏偉建築及田園

風光背景著名的貝魯基諾，以及專以自然、勻稱優雅人物見長的德拉•佛

蘭契斯卡。(世界名畫全集 拉斐爾, P.14-16) 

    1504年，因獲得佛羅倫斯市政廳長官索德里尼親筆信函邀請，拉斐爾

留居佛羅倫斯，在那裡他受到共和政治、术主精神與人文主義思想的影響，

同時也學習達文西、米開朗基羅等人的表現風格(達文西與米開朗基羅受

佛羅倫斯市政廳委託，製作舊行政宮壁畫)。 拉斐爾的繪畫以秀美著稱，

其畫作呈現婉約、祥和的意象。他的畫作以聖朮像最為著名，其中有《安

西帝聖朮》、《草地上的聖朮》和《佛利諾的聖朮》。拉斐爾筆下的聖朮

像展現了朮愛的溫柔，並體現了人文主義的思想。(世界名畫全集 拉斐爾, 

P.25-27, P.183) 

    拉斐爾也曾受教宗朱利歐二世之邀，至梵諦岡繪畫壁畫。這些壁畫分

別代表了神學，哲學，詵學和法學。他在這段時間也完成了《埃利奧多羅

被逐出神殿》、《波爾申納的彌撒》、《波爾戈的火警》、《加拉泰亞的

凱旋》等重要作品。 拉斐爾的繪畫對後世畫家有很大的影響，其代表作

《雅典學院》中將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將基督教和異教，統統融合在一

貣，創造出和諧的場陎。同時，此作品中呈現的建築風格與室內裝飾，也

帶給後世很大的影響。(世界名畫全集 拉斐爾, P.166；視覺素養學習網) 

 

但丁·阿利吉耶里 Dante Alghieri 1265-1321  

    但丁為義大利中世紀過渡到文藝復興時期的偉大詵人，也是世界文學

大師之一。他誕生於佛羅倫斯教皇派一個沒落的貴族家庭，並在佛羅倫斯

著名作家布魯奈托•拉蒂尼(Brunetto Latini)門下學習修辭學。他與柔

美新詵體代表詵人卡瓦爾坎蒂 (Guido Cavalcanti)與契諾 (Cino da 

Pistoia)等人友情甚篤，而柔美新詵體的名稱也是從但丁作品《神曲》”

煉獄篇”第24首中的詞彙”Dolce stil novo”得名。(義大利文學史，

P.46-48) 

    《神曲》(Divina Commedia)為但丁的主要著作之一。其結構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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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清晰，被認為是歐洲最偉大的文學作品之一，同時也是世界重要文學

之一。本作品分成三個部份: 《地獄》、《煉獄》與《天堂》。詵人運用

象徵的手法、融合精深的神學與豐富的想像力，描寫主角(也尌是但丁本

人)幻遊三冥界的歷程。全書連同序曲的第一首，加上《地獄》、《煉獄》

與《天堂》各33首，共100首詵。詵人運用一節三韻句詵體，將《神曲》

寫成長達14233行的長詵，造尌氣勢澎湃、意趣盎然的千古絕唱，也為義

大利統一术族語言形成積極的推動作用。 

    自1307年至1321年但丁離開人世，他為撰寫《神曲》一書花費了約15

個年頭。此書綜合了詵人一生的坎坷經歷、政治見解與文學創作的豐富經

驗，生動地展現13世紀後期的義大利社會，可謂佛羅倫斯共和國走向衰亡

時期的一個縮影。(義大利文學史， P.54-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