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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華語及日語教材文化意識研究—以《實

用視聽華語》及《大家的日本語》為例 
中文摘要 

關鍵字： 文化意識、中華文化、教材分析、集體主義、不確定性迴避 

「文化意識」意指對自身文化價值觀、信念及行為方式的覺察和反省能

力。從潛在課程的角度來看，語言教材是傳達目的語中隱蔽文化的管道，語

言教材的內容能反映不同文化的「文化意識」。 

本研究使用內容分析法探究初級華語及初級日語教材的文化意識。研究

分兩部分，第一部分參考 Hymes（1972）的語境架構及 Sleeter（2007）的

教材分析法，從語言教材全冊目錄與各課單元設定、圖片設定、角色設定以

及對話場景設定（如：餐廳、商店等）檢視教材結構特點。第二部分參考

Searle（1976）的言語行為分類及會話分析的話輪和語對概念，統計課文言

語行為語對出現的種類與頻率。最後以質化角度，比較兩冊教材出現頻率較

高的「詢問」、「感謝」類言語行為語對，以及兩冊教材皆出現的「介紹」以

及「評論」類言語行為語對與課文內容架構的關係。 

根據統計，《實用視聽華語》教材課文對話的語境架構不明確，圖片、

角色形象及課文對話未提供明確場景設定；而《大家的日本語》則明確架構

出課文對話語境。《大家的日本語》課文對話的角色身分、場景設定明確，

反映教材編寫者具有客體意識，能在教材中引導學習者意識日語的語境因素，

反映日本文化的高度不確定性迴避傾向特點。 

《實用視聽華語》以「詢問用語」為最多，佔 31%，其次為「評論用

語」，佔 21%，「評論用語」出現比例高反映中華文化給予主體發表己見的

空間。《大家的日本語》以「感謝用語」為多，佔 25%，其次為「詢問用語」，

佔 22%。日語教材的「感謝用語」反映日本文化重視維持人際關係的客體

意識特點。 

本研究建議華語文教材課文編寫可參考日語教材課文對話情境設定，明

確設定出教材和課文對話的語境因素，並以學習者需求為導向編寫教材，以

引導學習者意識華語的語境因素，才能提高教材針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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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Awareness in Beginning 

Chinese and Japanese Textbook -Using 

Practical Audio-Visual Chinese and 

Minna no Ninhongo as Reference 

Abstract 

Keywords: cultural awareness, Chinese culture, material analysis, collectivism, 

uncertainty avoidance 

Cultural awareness is the ability to sense and reflect upon one’s own 

culture’s values, beliefs and behavi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dden 

curriculum, language learning material can convey the hidden culture, and 

reflect the cultural awareness of its cultural background. 

This research used content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cultural awareness as 

found in a Chinese and a Japanese beginning level textbook. There were 2 parts 

to this research. The first part referenced Hymes’ (1972) concept of context 

structure and Sleeter’s (2007) analysis of materials to investigate the struc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textbooks. The source of materials 

included materials catalogs, units, pictures, character settings and scenes in 

dialogues (e.g. restaurant, shop).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research referenced 

Searle’s (1976) speech act categories, and used turn taking and adjacent pairs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speech act adjacent pairs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textbooks. The study concluded by comparing “query”, “gratitude”, 

“introduce” and “comment” speech act adjacent pairs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textbooks. 

The results showed the dialogue context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textbook is 

indefinite; also, the character images, pictures, and the scene of dialogues are not 

clear. However, the Japanese textbook had a clearer context structure in the 

dialogue. The clear structure of the Japanese textbook demonstrates that the 

textbook editor has an awareness of the target users of the textbook, and can l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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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er to sense the importance of context factors for Japanese. 

The Chinese textbook Practical Audio-Visual Chinese had a ratio of 31% 

“query” and 21%“comment”. The greater use of “comment” in the Chinese 

textbook demonstrates that Chinese culture gives people more space to make 

comments. The Japanese textbook Minna no Ninhongo had a ratio of 25% 

“gratitude” and 22% “query”. The use of “gratitude” in the Japanese textbook 

reflects the tendency of people in Japan to maintain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 It 

also reflects the object-oriented characteristic of Japanese culture.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editors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could learn from how the editors of Japanese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design 

dialogue settings, in order to attain greater clarity for presentation of the 

language context. Using the learner’s needs as a guide, the editor’s materials 

should lead the learner to an awareness of the dialogue context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materials for the lea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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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章 緒論 

本章第一節說明研究背景及動機。第二節介紹研究目的，並說明研究範

圍與研究內容的選擇。最後說明本研究關鍵名詞的定義。 

第一節 研究背景及動機 

隨著全球化的進展，世界上國與國之間的交流也日益提昇。世界各地的

人們透過新聞媒體、電視電影等媒介來認識不同的文化。對於學習者而言，

語言課堂、語言教師的教學風格，都是學習者認識異文化的管道，甚至語言

教材的內容亦會將不同文化的文化意識傳遞給學習者。 

語言教學領域專家 Byram 在 1997 年提出文化意識（cultural awareness）

的概念。文化意識意指世界各地的人們皆受其背景文化的影響，具有不同的

行為模式與看待事物的方式，探討人們是否能意識到自己背景文化的價值觀

及信念。以潛在課程（hidden curriculum）的觀點來看，教材也是傳達文化

的一種方式（陳伯璋，1985）。李泉（2010）指出教授語言本身就是教授和

傳播文化，學習者不只從語言課堂學習到知識性文化，教材的文化意識也是

讓學生了解文化的一種途徑。因此了解語言教材傳達何種文化意識，有助於

了解教材中潛藏的文化內容以及對學習者可能形成的潛在影響，亦有助於語

言教師釐清自己的教學內涵，具有研究的價值。 

語言教材反映什麼樣的文化？「文化」二字具有非常廣泛的定義。從

Hofstede 於 1965 年為企業設計的文化分類研究來看，世界上所有文化可歸

類成幾種構面：剛性文化及柔性文化、個體主義及集體主義、長程取向與短

程取向、不確定迴避性以及權利距離高低五大構面，是謂「文化分類學」

（cultural dimensions theory）。根據 Hofstede 的研究，不同文化在不同文化

構面有不一樣的特徵及表現，如中華文化具有集體主義（collcetivism）的特

點，日本文化則具有高度不確定性迴避（uncertainty avoidance）的傾向。從

語言教學的角度來看，這些文化構面是否也反映在語言教材的課文內容及教

材結構中？此為本研究欲探究的部分。 

現有的教材分析分為以下幾類，如針對不同領域的教材意識型態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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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社會教育、公民教育等領域（卓佩穎，2010；黃秀精，2007；李瑞娥，2001；

張雅淨，2001；歐用生，1990），語言教學領域的教材分析研究則有針對兩

岸國文科教科書散文主題研究、台灣國小英文教科書的潛在課程研究（吳正

文，2011；盧亭如：2006）。在華語文教學領域，教材分析則有教材行為文

化研究與華語文綜合教材知識文化分析研究（陳怡卉，2011；白家楹，2010），

文化相關的論文多討論文化導入課程的教學設計、文化課程的設計等（郭芳

君，2007；候詩瑜，2009；郭淑芳，2010）。華語文教材研究領域目前尚未

有教材或課程的潛在文化意識分析之研究。 

綜上所述，本研究欲對初級程度的華語和日語教材的文化意識進行結構

及內容上的比較研究。本研究選用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參考 Hymes

（1972）的語境架構：交際者、文本、情景以及社會規約，與 Sleeter（2007）

於著作 Turning on Learning 的「教科書中的種族、殘疾人意識型態分析」之

五個分析法：圖片分析法（picture analysis）、角色分析法（people to study）、

文選分析法（anthology analysis） 、語言分析法（language analysis）以及

故事情節分析法（storyline analysis），從初級語言教材的全冊及各課架構、

圖片設定、角色及角色關係設定以及課文對話場景設定（如：餐廳、商店等），

來檢視華語及日語教材結構上的特點。 

本研究的教材內容分析則參考 Searle（1976）的言語行為分類，結合會

話分析的話輪（turn）及語對（adjacency pair）的概念，定義「詢問用語」

和「請求用語」等「言語行為語對」，並統計華語及日語教材課文對話的言

語行為語對類型及數量。由統計的結果，挑選出「詢問用語」、「感謝用語」、

「介紹用語」以及「評論用語」四類言語行為語對進行質化分析與討論。 

第二節 研究目的及範圍 

一、 研究目的 

地球村已經不是新的概念，不同國家的人們透過不同管道交流彼此的文

化、學習不同的語言。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國家的語言學習者，可透過語言課

程和語言教材認識不同的文化。教材中的潛在內容是形塑語言學習者對文化

的看法及成見的因素。學者指出教材不是中立的文本，內容包含教材編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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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場（藍順德，2007；歐用生，1992）。語言教材所傳遞的文化意識及文

化價值觀無形中影響學習者對目的語文化的看法，因此語言教材的文化意識

對學習者具有潛在且深遠的影響。分析語言教材內反映的文化意識，亦有助

語言教師跳脫教材內容的桎梏，從跨文化教學角度引導學生理解文化的內涵，

因此對語言教師而言，分析評估教材中的文化意識具有重要性。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了解初級華語及日語教材「結構」及「內

容」的特點，並探究教材所反映的文化意識為何。結構上，檢視教材全冊及

各課結構、圖片設定、角色設定和對話場景四個方面。內容上，則統計課文

對話的言語行為語對，並質化討論出現「詢問用語」、「感謝用語」、「介紹用

語」以及「評論用語」這幾項出現頻率較高的言語行為語對的課文之特點。

最後，再以上述研究結果說明華語及日語教材所反映的「集體主義」、「不確

定性迴避指數」與「人際交際取向」的文化特點。 

二、 研究範圍 

為了解華語及日語教材中的文化意識，本研究選用之教材設定為初級零

起點程度的華語及日語教材各一冊。語言學習者以初級為多，初級的語言課

程為所有語言學習者的必經之道，因此初級的語言教材的普及程度也越高。

另一方面，學習新語言意味著接觸新文化，對初級程度的學習者來說，剛開

始接觸新文化的一切都是新奇有趣的，因此在初級階段，學習者對於語言及

文化的關注程度也越高。由於上述兩項原因，本研究挑選初級程度的語言教

材為研究文本。 

教材的課文內容為學習者學習的核心重點，更是各級語言教材中所佔篇

幅最長的部分，因此「課文內容」為教材分析的首要內容。另一方面，學者

表示，教材中文化內容的佈置要儘可能隱而不察、不過度強調（李泉，2005；

劉月華，2006），因此教材的課文內容、課後練習、延伸閱讀文章，甚至教

材的目錄與給讀者的話等「結構」層面，都可能反映教材的文化意識。因此

本研究從教材的「結構」以及「內容層面」兩個面向進行分析。 

綜上所述，本研究選用的華語教材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主編的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 1 冊，日語教材則為大新書局出版的《大家的日本

語》繁體中文版的初級 I 冊，從教材的結構層面及課文的內容層面探究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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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日語教材所反映的文化意識為何。 

三、 研究問題 

(一) 說明初級華語及日語教材的結構及內容特點。 

1. 初級華語及日語教材全冊及各課結構特點為何。 

2. 初級華語及日語教材內的圖片設計特點為何。 

3. 初級華語及日語教材設定的角色及角色關係有何特點。 

4. 初級華語及日語教材課文對話場景特點為何。 

5. 初級華語及日語教材課文對話有何「言語行為語對」。 

(二) 說明初級華語及日語教材反映的文化意識。 

6. 初級華語及日語教材反映的「集體主義」特點。 

7. 初級華語及日語教材反映的「人際交際取向」特點。 

8. 初級華語及日語教材反映的「主體意識」及「客體意識」特點。 

9. 初級華語及日語教材反映的「不確定迴避性」特點。 

四、 名詞釋義 

(一) 文化意識 

為語言教學領域學者 Byram（1997）提出的概念，「文化意識」意指人

們對自身文化價值觀、信念及行為方式的覺察與反省的能力。 

(二) 中華文化 

本研究的中華文化指台灣地區的華人文化。台灣地區的華人社會繼承中

國文化的特點，受到傳統儒家道家、日本皇民化文化、戰後歐美文化以及台

灣當地原住民的影響，為隨著時間不斷演化、發展，融合傳統和現代的特有

文化之通稱。 

(三) 華語教材 

華語即「中文」、「現代漢語」、「Mandarin Chinese」，台灣地區亦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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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語音以中國大陸普通話為標準（葉德明，2005）。華語教材為以「華語」

為本，供語言教師於語言課堂中用以教授母語非華語之學習者的教學材料。

本研究選用的華語教材為台灣正中出版社的《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一冊。 

(四) 集體主義 

Hofstede（2007）文化分類學的構面之一，為相對於「個體主義」的概

念。集體主義認為人們從屬在一個團體或組織當中，傾向對團體及社會組織

形成一種感情依賴。集體主義的人們對自己所屬的群體具有責任，需服從群

體的指示；而人們所屬的群體亦需提供成員協助或安全感。集體主義重維持

人際間的「和諧」。 

(五) 不確定性迴避指數 

不確定性迴避為 Hofstede（2007）文化分類學的構面之一。人們對於不

確定的情境會感到焦慮及威脅，並試圖防止不確定性，不同的文化對不確定

性的迴避程度皆有所不同。不確定性迴避程度高的文化追求絕對真實的事物

及價值觀，傾向訂定規則甚至法規條令。而不確定性迴避程度低的文化較易

產生安全感，能容忍生活中的事物的變化，並有鼓勵冒險、崇尚創新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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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欲探究初級華語及日語教材的文化意識內涵，因此本研究的文獻

探討第一節先定義文化意識的內容。第二節從集體主義、高語境文化以及人

際交際取向說明台灣的中華文化和日本文化各有何特色。第三節介紹 Sleeter

的五個教材分析架構。第四節說明 Austin 的言語行為理論、Searle 的言語行

為分類，以及會話分析的話輪與語對的定義。 

第一節 文化意識 

文化的定義廣泛，不同學派對於文化的分類方式也大不一樣。有的學者

把文化分類為物質文化、社會文化與思想文化。華語教學圈的學者將文化分

為知識文化以及交際文化，交際文化意指會影響到溝通的文化因素，知識文

化則不會影響到溝通（張占一，1990）。也有學者將文化分為公開文化以及

隱蔽文化兩類（顧嘉祖，2006），公開的文化指已經暴露的物質文化，包含

服裝、飲食、建築物等一切用肉眼看得到的東西。而隱蔽文化則為藏得比較

深、不易從外在查覺的文化觀念，即與「觀念」有關的文化內涵。觀念的核

心則為價值觀，人們任何觀念的變化都是隨價值觀變化而變化，因此不同文

化的價值觀造成不同文化的差異（顧嘉祖，2006）。 

從語言學習的角度來看，許多學者皆指出在跨文化交際時，自己的原生

文化的文化現象、價值觀及交際行為都是無意識且習以為常的，也可以說是

無標的（unmarked），而異文化的文化現象以及價值觀都是有意識且有標的

（marked）（吳為善、嚴慧仙，2010；Brown，2007；Hall，1976）。對語言

學習者來說，新接觸的異文化都是奇怪的、新奇的，因此語言學習者需要學

習不同文化的文化知識，甚至學習如何接受與理解不同的文化價值觀。而對

於所有人而言為無意識且習以為常的原生文化，也需要透過學習才能培養出

覺察與反省的能力。 

語言學習領域的學者 Byram（1997）提出文化意識（cultural awareness）

的概念。文化意識意指人們對文化多元性的意識、對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所

具有的寬容態度，以及對自身文化價值觀念與行為方式的覺察和反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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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ram, M., Gribkova, B., & Starkey, H., 2002）。 

Byram（1997）指出不論對語言學習者或是語言教師而言，培養文化意

識皆為重要的課題。Brown（2007）闡述接觸到新的文化時，不管是有形的

文化現象或是無形的價值觀，都將為語言學習者帶來衝擊及影響，然而，只

有語言知識和文化相結合才能順利進行交際。胡文仲（1999）則表示外語學

習者即使能正確使用語言，但如果不了解目的語的文化背景，猶如只抓住外

殼而不領悟其文化內涵及精神。上述三位學者的觀點皆指出語言學習與文化

之間的相關性，這都與文化意識的培養有關，因此培養文化意識對學好目的

語而言相當重要。 

文化意識不只存在於跨文化交際的場合，由於人們的行為以及看待事物

的方式都受到其背景文化的影響，因此 Quappe 和 Cantatore（2005）指出文

化意識也探究人們是否能意識到自己的背景文化的價值觀與信念的特點，人

們是否能從自己的背景文化退後一步以理解不同文化的價值、信念以及想法

也是文化意識探究的範圍。比如中華文化重視人倫關係，講究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成長於中華文化的人們是否能察覺這些文化價值觀與其他文化

的差異，並且能體諒不同文化對於人倫關係的不同理解等，皆屬於文化意識

的探討範疇。 

能傳遞文化訊息的管道非常多。從語言學習的角度來看，語言學習者除

了能從課堂、教師等管道接觸到目的語文化，學習者所使用的語言教材也是

傳達文化的媒介，教材中的文字、圖片等內容都是傳遞訊息的符號，也蘊含

目的語的文化意識，因此能從分析語言教材了解其中傳達文化意識。 

本研究欲探討華語及日語教材中的文化意識，因此首先得了解中華文化

和日本文化的特色為何。下一節從集體主義、不確定性迴避指數、高語境文

化以及人際交際取向四個面向，討論中華文化和日本文化的特點和異同。 

第二節 中日文化 

中華文化和日本文化由於地理位置相近，同屬亞洲的儒家文化圈，在歷

史上，亦先後相互造成影響，因此有不少相近的文化特點。雖然中華文化和

日本文化有許多相近的文化特質，在表現上還是有所差異，因此本節從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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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面向說明中華文化和日本文化的異同。 

文化的定義廣泛，針對跨文化的比較研究亦相當多元。本節先介紹荷蘭

學者 Hofstede（2001）的文化分類學（cultural dimensions theory）研究。由

於中華文化和日本文化皆具有文化分類學中集體主義（collectivism）和不確

定性迴避傾向（uncertainty avoidance）較高的特點，第一及第二節將闡述這

兩項文化構面的定義。第三小節說明「高語境文化」（high-context culture）

的定義及特點。最後比較中華文化與日本文化在人際關係交際方面的差異。 

一、 集體主義 

(一) 文化分類學 

Hofstede 自 1965 年起為跨國企業設計跨文化的研究，蒐集了 20 多種語

言文化從態度到價值觀方面的特性，進而提出文化分類學（cultural 

dimensions theory）的概念。Hofstede 認為文化不是一種個體的特徵，是在

一個環境中的人們的共同心理，也是具有相同的教育背景、生活經驗的許多

人所共有的心理程式（mental programs）。文化分類學的五大構面為：權力

距離指數（Power distance index）、個體主義與集體主義（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剛性文化與柔性文化（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不確定性

迴避指數（Uncertainty avoidance index）及長程取向與短程取向（Long-term 

orientation and short-term orientation），不同的群體、區域和國家的文化構面

（cultural dimensions）在程度上互有差異。本小節先說明「集體主義」的定

義，以及中日文化在集體主義方面的不同表現，下一小節介紹「不確定性迴

避指數」的定義。 

(二) 集體主義定義 

個體主義與集體主義（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亦可稱為個體主

義指數（Individualism Index）。動物的行為可以分為群居性（gregarious）及

獨行性（solitary），但人類因群居性的不同偏好形成不同的社會單位，比如

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擴展家庭（extended family）或是部落（tribe）。

從文化生態學（cultural ecology）的觀點，遠古時期以採集打獵為生的文化

較易演變為核心家庭，以農業為生的文化則易演變為擴展家庭。工業社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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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從以打獵為生之核心家庭演變而來（Hofstede，2001；Nisbett，2007）。對

群居性的偏好不同，影響人類形成的社會及家庭單位（family unit）的大小

與複雜性，這也為人類每天的生活行為帶來了影響，不同文化的行為以及價

值觀也形成了差異。此即為本節所探討的 Hofstede 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的

文化構面（Hofstede，2001）。 

集體主義認為人們從屬在一個團體或組織當中，對團體及社會組織形成

感情依賴。對集體主義文化來說，家庭是最小的社會單位，人們往往生活在

大型的家庭中，家族單位因此具有較高的權威性。相對於集體主義者視家庭

為最小的社會單位，個體主義者則認為「個體」（individual）才是最小的社

會單位。個體主義者視個體差異（individual difference）為每個個體最特別

之處，因此，個體主義重視個體自身的價值以及每個個體對自我實現的需要，

他們認為人們首先需要照顧好自己，接著盡力為自己爭取利益並且達成自己

的人生目標。 

集體主義傾向將「他人」以「內群體」（in-group）及「外群體」（out-group）

區分。Nisbett（2002）指出「內群體」指人們隸屬的社會組織，成員之間具

有緊密的關係；不處於內群體之中的其他人或群體，即為外群體。集體主義

者期望得到「內群體」的照顧及保障，但同時也應對內群體保持絕對的忠誠

以作為回報（Hofstede，2001；Nisbett，2002）。由於個體主義者重視個體性，

較不強調個體之間的關係，因此在個體主義者的概念中，也較無所謂的內外

群體之分別。 

集體主義重維持人際的「和諧」（harmony），與他人互動時會努力避免

製造直接的衝突（direct confrontation），並傾向與群體中的其他成員保持良

好的人際關係，同時也重視自己的表現能否符合所屬群體的期望。相反，個

體主義重視自我以及個人意見的表達，因此不像集體主義者一樣會迴避衝突

或是傾向維持個體之間的和諧關係，自己的表現也與群體的期望無關。 

下圖二-1 為中華文化和日本文化在 Hofstede 的 2010 年研究結果中，各

文化構面的得分，日本文化在個體主義指數（IDV）得分為 46，台灣中華文

化在個體主義得分為 17 分，兩者偏向集體主義文化特質。中華文化和日本

文化雖同屬集體主義文化，但表現上有所不同。中華文化效忠家族，日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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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效忠集團，以下分述家族主義和集團主義的內涵。 

 

(三) 中華文化的集體主義：家族主義 

中華文化具集體主義的特色，表現在以「血緣關係」為核心、視「家族」

為最小社會單位等方面上。中華文化重視家族的概念，亦可稱之為「家族主

義」，特色是凡事皆以家庭、社會和國家利益為重，人們對自己所屬的家族

具有強烈的認同感，個人的利益在必要時可以犠牲以顧全大局。對中華文化

來說，「家族」是也社會構成的基本單位，在社會的各個層次發揮作用（余

艾潔，2012；吳為善、嚴慧仙，2010；Hofstede，2001；楊德峰，2001；楊

國樞，2002；韋政通，1992）。「家」的概念通常是由血緣關係（如親子、兄

弟姐妹）以及姻親關係締結而成（秦明吾，2004）。 

傳統中華文化以封建制度為主體，「家庭」、「家族」是維持封建社會穩

定的基石。韋政通（1992）指出傳統華人的鄉土社會的單位是村落，同村落

中的人們一同生活，是沒有陌生人的社會。村落在經濟上可以自給自足，不

需依賴其他村落，也沒有往來的需要。華人的村落形式就是「家庭」或「家

族」初期的形式。由於不論物質生活或精神生活都以家族為單位，家鄉也是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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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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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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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 日本文化 

圖 二-1：中華文化與日本文化各項文化構面得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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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容易讓華人產生認同感的地方。華語有句成語叫「落葉歸根」，意指人不

管到哪裡生活，家鄉仍舊是最後且唯一的歸宿，可見家庭對華人的重要性。 

傳統的華人因為家族主義而生活在種種人際關係的限制之下，每個人出

生之後，即需要對自己的身分及他人的關係盡責任與義務。這些限制也使得

人們的個性及個體價值在傳統的中華文化中也從未被發現（吳為善、嚴慧仙，

2010；Hofstede，2001；楊德峰，2001；楊國樞，2002；韋政通，1992）。 

華人的「家族」就像是完整社會的縮影，是一個縮小的國家，而國家也

像是放大的家族。中華文化的國家制度為社會倫理的延伸，社會倫理又是家

庭倫理的延伸（余艾潔，2012；楊德峰，2001；韋政通，1992）。因此，中

華文化的「家族主義」除對個體有所影響，對於整個社會也有著深遠的影響。 

(四) 日本文化的集體主義：集團主義 

過去的日本文化以天皇為核心，對於國家和天皇，人民必須獻上無比的

忠誠。人民信賴並依賴國家，並為了國家的繁榮而團結一心，此造就日本文

化中集團主義的形成。對日本人而言，每個人都要有歸屬，沒有歸屬就沒有

身分。過去對國家、對天皇的忠誠，到了現代，人們將自己的忠誠延伸到自

己所屬的社群上，特別是個人所屬的「集團」上（秦明吾，2004；謝忠宇，

2004；武寅，1992）。秦明吾（2004）說明相對於中華文化重視「血緣關係」，

而日本人更重視「場」，也就是共同生活的「場地」、「場合」，指的就是個人

所屬的「集團」，比如社團、大學的科系、政黨以及公司的各個部門都是日

本人視為「集團」的社會單位。 

「集團」是日本人賴以生存的大前提，任何事物都需以自己所屬的集團

做優先的考量，而個人、家庭、朋友只能排在次位。日本人一旦加入一個集

團，就要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該集團，為集體盡心盡力。另一方面，日本

人在集團中的身分、地位也給予他們在社會中的「恰當地位」，比如在做自

我介紹時，日本人通常會說「我是就職於三菱汽車的山田」，比起自己的名

字，日本人傾向優先介紹自己的所屬集團（余艾潔，2012；秦明吾，2004；

謝忠宇，2004）。除個體一切要以自己所屬的團體為重，反過來看，團體也

需為其中的成員提供保護和照顧。 

日本人進入一個集團後幾乎就不會再離開，自己的後半輩子都要投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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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集團之中，維持自己與集團中其他成員的人際關係對日本人而言也是非常

重要的課題。因此日本人在工作以及生活中都表現得相當慎重、謙虛和含蓄，

以維持與他人的良好人際關係（秦明吾，2004；謝忠宇，2004；李素楨，1999）。

日本人對於誰是集團內的人（內群體）、誰是集團外的人（外群體）也十分

敏感。 

日本文化強烈的集團主義意識給日本的經濟帶來奇蹟般的繁榮。人們為

自己所屬的集團盡心盡力，集團也提供人們穩定的生活以及經濟上的安全感。

因此，集團文化對日本文化造成深遠的影響，對於集團的依賴性也形成日本

人最顯著的國民性格（秦明吾，2004）。 

二、 不確定性迴避指數 

不確定性迴避指數（Uncertainty avoidance index；UAI）是 Hofstede 文

化分類學其中一項文化構面。Hofstede（2001）指出人們對於不確定的、前

途未卜的情境，都會感到焦慮及威脅，並可能試圖防止這種不確定性，而不

同的文化對不確定性的迴避程度皆有所不同。 

不確定性迴避程度高的文化較不能容忍變動以及不確定的感覺，人們追

求絕對真實的事物及絕對正確的價值觀，並傾向訂定規則、習俗，甚至是嚴

格的法規條令以避免突發狀況的發生。相對而言，不確定性迴避程度低的文

化較能容忍環境中的變化，人們較易產生安全感，對生活中的事物也投以較

為放鬆的態度。因此，不確定性迴避程度低的文化亦有鼓勵冒險、崇尚創新

的傾向，而不確定性迴避程度高的文化則較為保守（Hofstede，2010）。 

(一) 中華文化的不確定性迴避 

請見上圖二-1，中華文化的不確定性迴避指數（UAI）的得分為 69 分，

對於不確定性有較高度的迴避傾向。對中華文化來說，規則是一種情感上的

需求，生活中需要有規則來規範一切標準才能便於人們行事。因此中華文化

也注意時間，視準時及守時為優良的美德。不確定性迴避程度高的文化亦傾

向努力工作，讓自己變得忙碌充實。不確定性迴避程度高的文化對於非正統

的行為和想法不太容易接受，因此也不鼓勵人們創新（Hofstede，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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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文化的不確定性迴避 

由於日本為島嶼地形的國家，四面環海，內有高山，因此海嘯、地震、

颱風、火山等天災不斷。長期以來的天然災害使得日本人習慣事事都預先做

好準備，因此也具有高度迴避不確定性的傾向。根據上圖二-1Hofstede 的研

究結果，日本文化的不確定性迴避指數（UAI）得分為 92 分，為所有文化

在此文化構面得分最高者。 

日本文化對生活中的各種事務皆有已儀式化的各種規則，甚至有禮儀手

冊（etiquetts books）明文記載各種儀式或活動的流程及注意事項，人們得按

照這些儀式的規定行事，比如學生入學儀式學生得做什麼樣的打扮、入學儀

式的流程為何等，都有明確的規定。對於日本文化而言，改變是非常不容易

的事情。任何沒有先例的事情是大部分人都不願意做的（Hofstede，2010）。 

高度的不確定性迴避傾向對日本的企業文化也有很大的影響。在所有團

體執行任何計劃之前，員工們都得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神為這項計劃做好可

行性的檢驗與評估，並在計劃正式開始之前排除掉一切可能的風險。另外，

公司的主管做任何決定以前，得清楚了解所有的狀況以及相關的數據報告，

並且得為自己的決定負責任。 

三、 語境 

語言學研究起源於二十世紀初，Ferdinand de Saussure 以語言（langue）

和言語（parole）、語言內部（internal）和外部（external）等面向將語言進

行區分，此為現代語言學最基本的原理（許力生，2007）。早期的語言學研

究首重語言本體形式的研究，然而，語言本體的研究不能解決所有的語言現

象。因此，自十九世紀 20 年代起，學者開始關注語言本體外，其他影響語

言的因素，「語境」（context）的研究也自此開始受到重視。許力生（2007）

指出語境就是語言賴以存在、被人類實際使用的環境，所有的語言學研究都

與語境不無關係。 

Malinowski（1923）首先將語境區分為「情景語境」（context of situation）

和「文化語境」（context of culture）兩個類型，指出要理解人們說話的意義，

必須了解人們在特定的情境中對誰說話、說什麼、怎麼說、為什麼這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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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inowski 之後的學者 Firth（1951）則指出語言外的情境因素和語言

內的上下文因素同等重要，由於情境不同而產生的語言變體（varieties）是

由語境造成的，此為限制性語言（restricted language）。Lyrons 則認為語境

是對於交談有影響的因素，由參與者的角色地位、時間、空間、活動情景的

正式程度、交際的媒介、會話的主題等因素影響（許力生，2007）。 

Hymes（1972）將語境分析的基本單位定義為「言語行為」，即發生在

言語情境（speech situation）中的一個言語行為。Hymes 將語境和語言放在

一起考察，並指出言語行為的「情景」、「參與者」、「文本」以及「社會規約」

是語境構成的主要四個元素。Hymes 進而更細分語境建構的八項影響因素

「SPEAKING」，S 為背景和場合（setting/scene）、P 為交際的參與者

（participants）、E 為各參與者的目的（ends）、A 為交際行為順序（act 

sequence）、K 為交際的基調（keys）、I 為交際的媒介（instrumentalities）、N

為語言規約（norms），G 為體裁及話語類型（genres）。 

綜合上述從幾位學者對語境的定義和研究，可以得知造成語境互動的主

要因素可歸類為「交際的參與者」、「背景和場合」、「文本」以及文化的「社

會規約」。語境因素與文化的關係建立在不同文化的不同社會規約上，舉例

來說，如果是在相同的背景場合，具有相同的身分的交際者，使用的語言（文

本）也會因為文化（社會規約）的差異而表現出不同的面貌。 

(一) 高語境文化 

不同文化在溝通時對於語境的依賴程度有所有不同，Hall（1976）依此

特點區分出高語境文化（high-context culture）和低語境文化（low-context 

culture）兩種不同文化類型。高語境文化大部分的訊息存在物質環境或內化

於交際者，人們不重視外顯的語言訊息。高語境文化的發話者常利用外在環

境的訊息提示聽話者與交際相關的資訊，聽話者亦對外在環境中的提示較為

敏感。相反，低語境文化的人們利用編碼清晰的訊息來傳遞資訊，交際雙方

較依賴語言本身來達交際的目的（許力生，2007；Hall，1976）。 

Hall（1976）並對不同文化的高語境程度進行排序，日本和中國為 Hall

研究中高語境程度最高的兩個文化。在中華文化和日本文化社會，由於高語

境的作用，人們交際時較重「意會」，而低語境文化則較重「言傳」（許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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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在華語中，人們常用「吃飽沒？」、「去哪裡？」作為招呼問候語，

此類招呼用語是依照對話雙方交際實際時間點而不同的。對中華文化來說，

楊德峰（2001）指出要注意語言使用的「得體性」，比如在說話時要意識到

自己和對方的身份，要注意說話的場合，不要說出不符合自己和聽話者身份

或說話場景的話，這些都是中華文化「高語境」特點的例子。 

如同中華文化，日本文化也重視語言使用的得體性，比如「敬語」是日

語的一項特色，人們先得察覺交際對象相對於自己的社會地位，再使用配合

「恰當地位」的「恰當語言」敬語的使用，也是一類高語境文化的例子。 

四、 人際關係的文化 

文獻指出中華文化及日本文化皆具有集體主義的特點，人們重視維持群

體中成員之間的關係以及和諧（harmony），因此可檢視中華文化和日本文

化在人際關係面向的不同文化特點。 

「人際關係」是心理學的概念，也稱為心理距離，意指人與人之間的心

理關係，是人們透過交際活動產生之心理接觸。支持人際關係的是人們生活

中的種種交流，交流有親疏遠近，且能推動社會中的人際互動。從社會學的

角度來看，一個關係像一個結點，把所有人聯結成一張人際關係網，人與人

之間的關係也塑造自己的角色身分，影響到人們的選擇和行為（吳為善、嚴

慧仙，2010）。 

維持人際關係，最重要的是維繫「人情」。楊德峰（2001）指人情是人

與人之間的相處之道，維持人情有助於維持與他人的人際關係。中華文化和

日本文化都重視維繫人情，然而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各自的具體表現與重

視程度皆有所不同（秦明吾，2004）。本小節說明中華文化的「面子」和「關

係」，以及日本文化的「世間體」和「間」。 

(一) 中華文化的「面子」和「關係」 

中華文化重視「人情」的文化特點，表現在傾向拉近自己與他人之間的

關係、建立與他人之間的人情，並讓對方對自己感到信任等方面上（楊德峰，

2001）。當華人面對自己人時，「我」的部分必須盡量縮小，讓對方的權益盡

量擴大。重視「人情」的文化觀點，也是不讓自己人難堪或失面子；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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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人」和「非自己人」的區分，也和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有關，下

文說明中華文化的「面子」以及「關係」的定義。 

中華文化重視「面子」，「面子」也指情面，即私人之間的情份和面子（楊

德峰，2001）。在人際交往時給予他人尊重也算是給人面子，拒絕他人的請

託，有時候算是不給人面子。在日常生活中，有所謂的面子法則必須遵守，

才能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中華文化中，人人不僅有面子，而且面子有大有

小。面子和一個人的社會地位與聲望有關，聲望越高、地位越大的人，其他

人不敢不給他面子。因此「面子不夠大」指的就是自己的影響力不夠大到可

以賣人情給他人（楊德峰，2001）。 

中華文化也重視「關係」。「關係」指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人際互動狀態，

是人們與其他人之間的角色地位，也包括角色地位和交情關係，一個人的關

係越廣，他的權威性和影響力就越大（吳為善、嚴慧仙，2010；楊德峰，2001）。

楊德峰（2001）指出由於中華文化重視家族以及親情關係，因此也將身邊的

人區分為「自己人」和「外人」。所謂的「自己人」指的是和自己有「關係」

的人，如親戚關係、朋友關係、同事關係以及師生關係等，就是上文提及的

「內群體」。「外人」指的則是與自己毫無關係的人，即「外群體」。華人由

於家庭主義的作用，家族成員是對人們而言最重要的社會成員，次於家人第

二重要的便是朋友，對於中華文化來說，「朋友」也算是「內群體」以內的

成員（余艾潔，2012；吳為善、嚴慧仙，2010；楊德峰，2001；胡文仲，1999）。

比起首重「集團」的日本文化，中華文化為家人、朋友兩肋插刀或犧牲奉獻

的意識可是強烈許多（余艾潔，2012）。 

(二) 日本文化的「世間體」和「間」 

Benedict（1994）指出日本文化為「恥感文化」（shame culture; honor-shame 

culture），意指日本人的行為是由「恥感」所趨動，人們的一切行為是為了

迴避「恥」的產生。因此，日本人重視「世間體」（世間体，せけんてい；

sekentei），中文可以稱作「體面」，亦即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為了護全「世

間體」，人們首先必須避免犯錯，並忠實地完成自己的義務，如果沒有做到

這些，便會產生「恥感」。要避免「恥」的產生，人們從小得學習觀察他人

的行為，說得體的話、做符合自己身分階層的事，並與團隊中與其他成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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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一致，並且「自我」不能太明顯地表現出來（余艾潔，2012；秦明吾，

2004；謝忠宇，2004；李素楨，1999；Benedict，1994；井上忠司，1977）。

日本人重視融入於群體，察覺群體之中的「空氣」和「氛圍」，不做出與群

體不同的行為，因此可以說日本人的行為較受到他人眼光或外在環境的影響。

秦明吾（2004）指出日本人這種凡事得與團體中的其他人相同的行為，可以

稱為他人導向（others-oriented）。 

另一方面，日本人把「間」（間，あいだ；aida）作為人際關係的首要

原則，即認為人與人之間要保持一點距離，才是完美的人際關係。因此，日

本文化不鼓勵人們表述太多與自己相關的資訊，人們可以在自己的私領域、

對熟悉的人們講述自我，但在公開的場合，面對不熟悉的人，人們得觀察整

體環境的氣氛以及與他人間的角色關係以決定自己的行動和說話的內容（余

艾潔，2012；秦明吾，2004；Benedict，1994）。 

由於重視「世間體」及人際關係的「間」，甚至前文提及的「集團主義」，

因此，日本人的行為受到他人眼光以及己身責任的限制，不能夠忠實表現自

己。在公開的場合，日本人一切的言談和行為都得有所保留。 

五、 小結 

中華文化和日本文化互相影響並吸取對方不同的文化特質，而又呈現不

同的面貌，本節從幾個不同的面向說明中華文化和日本文化的異同。首先，

中華文化和日本文化皆具有集體主義的特色，但所效忠的「集體」則有所不

同。中華文化效忠的單位為「家族」，人們傾向維持家族的名譽和提升家族

的地位；而日本文化的集體主義所效忠的單位為「集團」，又可稱之「集團

主義」，為了集團好，日本人除了自己，家人和朋友也是可以犠牲的。 

其次，中華文化和日本文化亦同屬高語境文化。對於高語境文化中的人

們而言，交際時的訊息不僅是蘊含在語言本體之中，非語言的訊息亦影響選

擇交際方式與內容的因素。 

中華文化和日本文化皆重視人際交際。中華文化重視「面子」和「關係」，

對中華文化來說，需要維持與家人和朋友的情誼，讓對方對自己感到信任（胡

文仲，1999）。而日本文化是以「恥感」（shame culture）為行為的趨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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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行為是以迴避「恥」的產生，重視自己和他人的「世間體」以及與他人的

「間」（李素楨，1999；Benedict，1994）。對於日本文化來說，觀察他人的

行為、察覺群體的氛圍、並做符合當下場合及自己身分階層的事才是正確的

行事之道。秦明吾（2004）日本人重視他人的行為、得察覺群體的氛圍，這

種重視他人和外在環境的特點稱為他人導向。雖然中華文化行事還是會受到

他人以及環境的影響，但相較於日本文化，還是較傾向自我導向。 

第三節 教材分析設計 

現有的教材分析研究關注的面向大不相同，有的研究評估的是教材應用

於教學現場的效度、有的研究則是探究教材中傳達的的內容訊息。本研究欲

探究教材傳達的文化意識，分析教材所傳達的內容訊息。 

本研究參考 Sleeter 的教材分析架構以及 Searle 的言語行為分類設計研

究方法。首先，Sleeter（2007）以角色、圖片、文選、故事情節以及語言五

個方向分析教材的內容，揭示從教材「結構」分析的幾個角度。其次，本研

究參考 Searle 的言語行為分類（speech act category）設計「言語行為語對」，

統計課文對話使用的言語行為語對類型以檢視教材的課文「內容」。本節依

此說明 Sleeter 的教材分析法、Austin 的言語行為理論、Searle 的言語行為分

類以及會話分析的話輪和語對的定義。 

一、 Sleeter 的教材分析架構 

Sleeter（2007）於著作 Turning on Learning 的「教科書中之種族、殘疾

人意識型態分析」以下列五個分析方式分析教材：圖片分析法（picture 

analysis）、角色分析法（people to study）、文選分析法（anthology analysis）、

故事情節分析法（storyline analysis）以及語言分析法（language analysis）。

Sleeter 的五個分析法揭示檢視教材「結構」的角度，以下依次說明各項分析

法的內涵。 

(一) 圖片分析法 

圖片分析法（picture analysis）分析教材中的圖片。首先，教材是否有

圖片？選用的圖片是真實的照片還是手繪的圖片？教材中哪些圖片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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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所佔的比例有多少？記錄這些圖片中人們的國籍及性別，圖片中的人

們是否有姓名，他們的姓名是在圖片說明中提到還是在內文提到？是否能藉

由圖片呈現之形象指出圖片中人物的身分或社會地位？其次，說明圖片中的

人是個人還是團體，分析這些圖片呈現了哪些相關的群體，圖片呈現的群體

形象是否具有刻板印象？在團體的圖片中，找出是否有哪些族群或性別是在

前景？或是後景？  

(二) 角色分析 

角色分析法（people to study）旨在找出教材中出現的角色，依角色的

性別、國籍、職業加以統計分析。統計時需註明內文提及之人物的性別、職

業及國籍，找出教材中最重要的「主要人物」及不太重要的「其他人物」。

記錄課文提及哪些真實人物的姓名？這位人士有何貢獻？  

(三) 文選分析 

文選分析法（anthology analysis）分析教材的課文中所有的故事、詩作、

議論文章和歌曲的主題。文選分析可以下列幾個問題進行檢視，如：教材各

種不同的課文主題出現了哪些角色？課文出現的角色是哪些國籍的人士？

教材的選文反映了什麼意識？不同的課文主題對應到哪些故事情節？ 

(四) 故事情節分析 

故事情節分析法（storyline analysis）分析的單位為「課」，討論課文中

以下幾點問題： 

1. 哪一個角色/文化群體/性別得到此教材最大的關注並解決最多的

問題？得到最多的成就？ 

2. 記錄在教材中呈現的最重要的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角色為何？記

錄教材中出現的最偉大成就，並說明達成成就的角色為何？若解決

問題的角色是真實人物，教材中是否提及了該角色的姓名？ 

3. 有哪些其他國籍的人士或文化群體出現在教材中？教材是否對這

些角色投以關注？何種成就與這些角色相關？此角色解決的困境

及達成的成就有多成功？ 

4. 題1及2的角色是否給別人帶來需解決的重大問題？這些問題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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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度為何？ 

5. 教材中的哪些群體是作者期許讀者寄予同情或給予尊重的？哪些

群體的經驗是作者期許讀者學習的？ 

(五) 語言分析 

語言分析法（language analysis）的重點為探討教材針對特定人物、角

色、事件之評價方式。記錄用以描述各別角色、性別、族群以及文化群體時

使用的形容詞。記錄帶有刻板印象的詞彙，並判斷這些具有刻板印象的詞彙

是否與特定團體相關。 

(六) 小結 

Sleeter 的教材分析架構以五個面向檢視各科教材對於殘疾人士的評價

及看法，並且探究教材內容是否蘊含對不同種族的偏見和歧視。然而，不同

科目的教材具有不同的結構和內容特性，另外，欲檢視的內容主題不同，分

析的項目也可能有所不同。Sleeter 的五個分析法揭示分析教材「結構」的角

度，然而，如果僅以「語言分析法」檢視語言教材的「內容」層面則略為不

足。為分析教材的「內容」層面，本研究參考會話結構分析的話輪及語對概

念以及 Searle 的言語行為分類（speech act category）設計「言語行為語對」，

統計課文對話使用的言語行為語對類型以檢視教材「內容」。下文說明會話

分析結構以及言語行為分類之定義。 

二、 會話結構 

本研究欲探究初級語言教材的文化意識，初級語言教材的課文多為「對

話形式」。由於「對話形式」的課文是仿生活中真實會話的一種語篇類型，

因此下文先說明會話結構的幾項特點。 

黃國文（1997）指出會話（conversation）是口語表達一種常見的形式，

是人們傳達訊息、表達思想的重要手段和途徑。話輪轉換（turn-taking）以

及語對（adjacency pair）都是會話結構的特點，下文說明兩者的定義。 

(一) 話輪 

黃國文（1997）指出話輪（turn）是日常會話的基本單位，構成話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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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可以是單詞、短語、句子、語段甚至更長的語言單位。話輪轉換

（turn-taking）為日常會話的特點，一組話輪為發話者及受話者交換自己在

對話中扮演的角色。在一段會話中，發話者及受話者會不斷進行會話角色的

交換以延續會話的內容。隨著話輪的不斷轉換，發話者及受話者可以延續會

話的內容和長度，一直到會話結束。 

黃國文（1997）亦指出會話中有一條潛在的規則，即在會話的過程中至

少有一方說話，但又不多於一方在說話，會話的所有參與者會自然且無意識

地遵守這條規則。如果在會話的過程中，有多人或無人發話，會話的參與者

便會出面挽救會話的局面，使會話又回復一個人發話的情況。 

(二) 語對 

黃國文（1997）說明在會話最典型的單位是「語對」（adjacency pair），

如會話的一方先進行問候、提問、道歉、邀請、抱怨等言語行為，另一方再

根據情況作出合適的反應。這種一前一後的結構稱為語對。 

一個只有一前一後的一輪對話，前者稱為「始發語」，後者稱為「應答

語」，兩者之間的關係緊密，順序固定且不能隨意排列。有些始發語可能只

有一種合適的應答語，比如「問候」的應答語通常也是「問候」；而有的始

發語可以有兩種或多種的應答語，比如「提議」的應答語可以是接受或是拒

絕，而「詢問」的應答語可能是說明或解釋等（黃國文，1997）。 

由於始發語可以有兩種或多種的應答語，但這些應答語可能不具有相同

程度的適切性，因此應答語也有「選擇等級」（preference organization）不同。

始發語各種可能的應答語中，至少有一個是「合適的」（preferred），有一個

是「不合適的」（dispreferred）。會話中，發話者會依實際情境使用合適的應

答語，以免使會話雙方感到失去面子（黃國文，1997）。 

三、 言語行為理論 

上文提及「對話」是常見的初級語言教材課文結構形式，也是仿生活中

真實會話的一種語篇類型。從教材課文的內容角度來看，則可以從課文對話

中的「情境框架」（situational framework）檢視課文對話的內容。 

Hall（1976）指出不同的「情境」會影響人們使用的語言形式，比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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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和朋友初次見面、道歉、感謝等情境使用的語言形式皆有所不同，這

些不同的情境稱為「情境框架」（situational framework）。Hall（1976）也提

到真實對話中的情境框架是語言學習者主要面臨的語言任務，因此學習在不

同情境框架中所使用的語言形式，比學習語言課堂教授的詞彙及語法更有實

際上的幫助。由此可知，初級的語言教學除了教授詞彙和語法之外，還要讓

學習者了解真實對話中常見的情境框架的語言形式。因此，許多語言教材的

課文的對話多與特定常見的情境框架相關，要探討語言教材的課文對話內容，

則可以從對話的情境框架著手。對話的情境框架的種類繁多無法一一列出，

但與言語行為相關，因此可以從對話中所使用的言語行為類型進行統計分析。

下文說明 Austin（1962）的言語行為理論及 Searle（1976）的言語行為分類。 

(一) 言語行為定義 

言語行為（speech act）為 Austin 於 1962 年提出的理論。Austin 觀察到

說話者可以透過話語行事，這些透過話語實施的行為即為「言語行為」

（speech act）。Austin 將話語分為兩大類：表述句（constative）和施為句

（performative），亦可稱為「言有所述」或「言有所為」。表述句的話語是

可以驗證、具有真假值的，而施為句則無真假值之分，但具有意義，說話者

可以以言行事（吳為善、嚴慧仙，2010；何自然、冉永平，2009；何兆熊，

1999）。 

Austin 的學生 Searle 則將言語行為理論提高為人類言語交際的理論。

Searle 認為人們使用語言就像是人類的其他社會活動一樣，是受到規則制約

的、有意圖的行動，實施言語行為時，需滿足命題內容規則（propositional 

content）、預備條件（preparatory condition）、真誠條件（sincerity condition）

以及基本條件（essential condition）四個條件（吳為善、嚴慧仙，2010；何

自然、冉永平，2009；何兆熊，1999）。 

(二) 言語行為分類 

Austin（1962）將言語行為分類為裁決類（verdictives）、行使類

（exercitives）、承諾類（commissives）、表達類（expositives）以及行動類

（behabitives）。但學者指出 Austin 的分類只是對施為動詞的分類，不能作

為言語行為的分類。因此 Austin 的學生 Searle 為言語行為重新進行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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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le（1976）考察不同言語行為的特性，並確認其中的「言外之的」

（言外行為所具有的共同目的）、「適從向」（言外之的帶來的後果）以及「表

達心理狀態」（說話人實施言外行為時的心態），將言語行為分為：斷言類

（assertives）或闡述類（resentatives）、指令類（directives）、承諾類

（commissives）、表達類（expressives）、宣告類（declarations）五大類（何

自然、冉永平，2009；吳為善、嚴慧仙，2010，Searle，1976）。以下說明

Searle 的五類言語行為的定義。 

1. 斷言或闡述類 

斷言類（assertives）或闡述類（resentatives）表示說話人對某事作出一

定程度的表態，對話語所表達的命題內容做出真和假的判斷。此類行為通常

表明說話人的話語符合客觀現實，且說話人對要進行斷言或闡述的內容有一

定的把握。比如宣稱、介紹、評論等行事動詞都屬此類言語行為範疇。 

2. 指令類 

指令類（directives）表示說話人指使或命令聽話人去做某事。此類言語

行為將依說話人的希望或需要，使得客觀外在的現實發生變化。話語的命題

內容使聽話人實施某種行為。依言語行為的「語勢」不同，指令類言語行為

有命令、指示、要求、建議以及詢問等。 

3. 承諾類 

承諾類（commissives）表示說話人對某未來的行為作出不同程度的承

諾。承諾類言語行為涉及說話人的意圖，話語的命題內容表示說話人即將作

出某一行為。承諾、保證、拒絕等，都屬此類言語行為。 

4. 表達類 

表達類（expressives）指說話人在表達話語命題內容的同時，所表達的

某種心理狀態，說話人並非透過表達類言語行為來引起客觀外在世界改變，

僅是對客觀事實表示自己的態度或心理狀態而已。表達類言語行為有同情、

道歉、感謝、慰問等。 

5. 宣告類 

宣告類（declarations）指話語所表達的命題內容與客觀現實之間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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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需要真實條件，說話人可通過宣告類言語行為改變有關事件的狀況或條

件，話語使得客觀現實產生的變化是即刻的、瞬間的。宣告類行為需要考慮

語言以外的因素，即與客觀現實的合適性條件。宣布、宣告、任命等，都屬

於宣告類的言語行為。 

Searle 的五個言語行為類型之中，亦包含不同小類的言語行為，下表參

考 Liu（2010）與何自然及冉永平（2009）列出的言語行為的次類。 

表 二-1：Searle 言語行為分類表 

言語行為分類 言語行為次類 

斷言類或闡述類 
宣稱、聲稱、斷言、陳述、通告、提醒、否認、

猜測、介紹、批評、評論 

指令類 
請求、要求、邀請、建議、提議、命令、放棄、

詢問 

承諾類 承諾、保證、拒絕、威脅 

表達類 
道歉、感謝、歡迎、祝賀、誇耀、慰問、悔恨、

反對、鼓勵、恭維、問候 

宣告類 宣布、宣告、提名、任命 

 

Hall（1976）指出真實生活中的情境框架（situational framework）對人

們使用的語言形式具有影響，也是語言學習者主要面臨的語言任務。初級語

言教學除詞彙和語法外，學習者也要了解真實對話常見情境框架的語言形式。

許多語言教材的課文的對話內容多為特定的情境框架，因此可以從對話的情

境框架探討語言教材的內容。而對話中出現的言語行為類型為檢視情境框架

的一種方式。因此，本節說明 Austin（1962）言語行為理論以及 Searle（1976）

的言語行為分類，Searle 的言語行為分類有斷言或闡述類、指令類、承諾類、

表達類、宣告類五大類，各大類中還有許多次類。本研究以 Searle 的五大類

言語行為及言語行為分類中的次類檢視教材課文對話的情境框架。 

四、 小結 

本節說明本研究的教材分析設計。首先，Sleeter 的五大教材分析架構法

揭示可從角色、圖片、課文文選、故事情節以及語言五個面向檢視教材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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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特性。然而，如欲分析教材的「內容」層面，Sleeter 的教材分析架構仍

略為不足。 

從教材的「內容」層面來看，Hall（1976）指出不同的「情境」會影響

人們使用的語言形式，這些不同的情境稱為「情境框架」。許多語言教材的

課文的對話多與特定常見的「情境框架」相關，要探討教材課文對話的內容，

則可從對話的情境框架著手。情境框架的種類繁多無法一一列出，但與言語

行為相關，因此可以從對話中所使用的言語行為類型進行統計分析。 

首先提出言語行為理論的學者Austin將言語行為分為裁決類、行使類、

承諾類、表達類以及行動類，開啟研究者對言語行為理論的認識。然 Austin

對言語行為的分類實有不夠詳盡之處，Austin 的學生 Searle 對其言語行為的

分類加以修正，提出了斷言類或闡述類、指令類、承諾類、表達類、宣告類，

五種言語行為的分類方式。另一方面，初級語言教材的課文多為「對話形式」

此為模仿真實生活會話的一種語篇類型。本節第二小節說明會話結構的「話

論」及「語對」定義。一組「話輪」為發話者及受話者交換自己在對話中扮

演的角色。在一段會話中，發話者及受話者會不斷進行會話角色的交換以延

續會話的內容，一直到會話結束。而會話的一方先進行問候、提問、道歉、

邀請、抱怨等言語行為，另一方再根據情況作出合適的反應，這種一前一後

的結構稱為「語對」。 

本研究欲檢視語言教材課文內容的「情境框架」，結合 Searle 的言語行

為分類與會話分析的「話輪」及「語對」的定義，將語言教材的「情境框架」

定名為「言語行為語對」，對語言教材的課文對話內容進行分類和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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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 method）分析華語及日語教材

的文化意識。內容分析法又稱為文獻分析法（documentary analysis method），

是以歸納法的原理發展而成的一套客觀有系統的研究方法，將檔案或傳播的

內容加以分類、統計、分析（王文科，2011；歐用生，1992）。 

本章第一節介紹本研究選用分析的語言教材《實用視聽華語》第一冊和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 I，並說明教材的內容特色與編寫背景。 

本研究的教材分析分為「結構」及「內容」兩個部分。第二節說明教材

的結構分析，從語言教材全冊及各課的角度檢視教材的結構、圖片設定以及

角色設定。第三節為教材內容分析，以「言語行為語對」檢視語言教材的課

文對話內容，並統計每課課文的對話場景。最後以言語行為語對統計分析的

結果為綱，質化討論幾類出現比例高的言語行為語對的課文內容特點。 

第一節 教材介紹 

學習者學習語言時，最先接觸到的教材多為初級教材，因此初級語言教

材影響到的外語學習者人數會較中級、高級的語言教材來得多。由於是學習

者學習目的語早期接觸的語言教材，對於學習者的影響也較為深遠。因此本

研究挑選零起點的華語和日語初級教材各一冊進行研究，兩冊教材分別為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一冊以及《大家的日本語》初級第一冊。本節介紹

兩冊教材的背景架構。 

一、 《實用視聽華語》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以下簡稱《實用視聽華語》）為台灣地區主要使

用的華語文教材，為台灣師大國語中心（Mandarin Teaching Center）以及台

大國際華語研習所（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以及台灣各大

華語文中心主要使用的綜合教材。 

《實用視聽華語》初版出版於 1999 年，本研究採用的版本為 2007 年的

第二版，2007 年編著的《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以下簡稱《實用視聽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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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有五冊。《實用視聽華語》在台灣各大語言中心廣為使用，目標學習者

不限定為特定國家人士，因此教材指示語言為中文和英文。除教材本體外，

另有課文朗讀光碟、教師手冊、學習練習本以及課文對話 DVD 等教學輔助

材料。 

《實用視聽華語》編寫主旨及教學目標為「符合美國大學委員會之 AP

（Advanced Placement）華語測驗計畫」以及「5C 原則」，因此教材也著重

教授中華文化的內容。第一冊及第二冊之重點在於教授溝通能力，如基本發

音、語法及常用詞彙，進而培養學生達到使用流利華語，表達生動自然的語

用技巧的能力。第三冊的內容著重在校園活動和日常生活話題。第四冊內容

主要介紹中華文化，包括社會、歷史地理、人情世故等內容。第五冊以短劇、

敍述文及議論文等體裁，介紹中華文化之特質及風俗習慣（摘自《實用視聽

華語》編輯要旨）。 

 

圖 三-1：《實用視聽華語》第一冊封面 

 

表 三-1：《實用視聽華語》第一冊介紹 

項目 介紹 

教材名稱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Practical Audio-visual Chinese 

2
nd

 Edition）第一冊，以下簡稱《實用視聽華語》 

編著者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ndarin Teaching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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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委員：王淑美、盧翠英、陳夜寧 

出版年份及版次 2007 年二版 

出版社 正中書局 

頁數 總計 318 頁（包含前言、目次及索引） 

總課數 12 課 

目標學習者程度 零起點 

教材使用區域 

台灣各大華語文教學中心，如台灣師大國語中心

（Mandarin Teaching Center）、台大國際華語研習所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等。 

 

二、 《大家的日本語》 

《大家的日本語》改良自《新日本語的基礎》，為專為初學日語的人編

寫的日語教科書。相較於前作《新日本語的基礎》，《大家的日本語》的課文

背景內容因應日本經濟和產業的發展，呈現背景不同、目的各異的外國人角

色在日本社會中所發生的生活故事。課文的交流過程都反映日本人社會中的

種種情事以及日常生活現況。《大家的日本語》在台灣為非常普及的初級日

語教材，在各大日語中心、補習班廣為使用。日本當地許多給外籍學生進修

日語的語言學校也多採用《大家的日本語》作為主要的日語教材。 

 

圖 三-2：《實用視聽華語》第一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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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日本語》有英語版、法語等各種語言版本，本研究選用的是台

灣地區使用的繁體中文版本，教材中的說明與指示語皆為繁體中文。《大家

的日本語》初版出版時間為 1999 年，全套共六冊，初級篇四冊，分為初級

I 及 II 與進階 I 及 II，中級篇兩冊，中級Ⅰ與中級Ⅱ。本研究選用的是第三

版的初級 I 冊。 

《大家的日本語》的目的使用者為在工作單位、家庭、學校等環境需要

使用日語進行溝通的外國人士。本教材也在日本的專門學校、大學短期集中

課程列為指定日語學習的教科書。《大家的日本語》的教材指示語言為中文

和日文。教材附一片課文朗讀光碟，另售輔助教材「練習問題集」、「文法解

說書」、「教師指導書」及影音教材「電腦互動光碟」、「有聲套裝 CD」、「影

音 DVD」。 

表 三-2：《大家的日本語》初級 I 介紹 

項目 介紹 

教材名稱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 I，以下簡稱《大家的日本語》 

編著者 

海外技術者研修協会スリーエーネットワーク 

（3A Net Work） 

3A Corporation 

出版年份及版次 2009 年，第三版第十五刷 

出版社 大新書局 

頁數 205 頁 

總課數 13 課 

目標學習者程度 零起點 

教材使用區域 
日本當地語言學校、專門學校、大學預備科以及台灣

各大日語補習班。 

 

第二節 教材結構分析 

Sleeter（2007）的五個教材分析法：文選分析、角色分析、故事情節分

析、圖片分析以及語言分析法，為本研究的參考基礎架構。另一方面，中華

文化和日本文化皆屬於高語境文化，語言教材的課文對話是仿真實會話所撰

寫的語篇，因此結合 Hymes（1972）的四個語境因素：「情境」、「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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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社會規約」分析華語及日語教材。統合 Sleeter 的教材分析法和

Hymes 的語境因素架構，本研究選用「全冊結構」、「各課結構」、「圖片分

析」、「角色分析」以及「課文對話場景分析」五個面向分析華語及日語教材

的結構特點。以下說明各項分析的分析方式。 

一、 全冊及各課結構分析 

本研究從「全冊」以及「各課」的角度檢視教材的結構特點為何。「全

冊」的角度參考教材目錄檢視教材整體包含的項目，並說明各個項目的內容

為何、各單元項目的頁數所佔教材全冊頁數的比例等。另一方面，本研究將

教材的每一「課」的「全課內容」視為教材主要的「課文內容」，除了主要

內容外的其他內容，皆列為「補充內容」，統計教材的「主要內容」和「補

充內容」所佔的比例。 

從「各課」的角度來看，本研究檢視華語和日語教材每課「課文內容」

的結構，比如佈置的材料、課文內容的單元的排序、是否具有「文化註解」

單元…等面向的異同。 

二、 圖片分析 

圖片分析主要檢視教材的圖片設定。首先，描述教材全冊的圖片風格以

及教材的圖片特徵。其次，說明教材在哪些單元項目放置圖片，教材的圖片

的功能為何。 

三、 角色分析 

本研究的角色分析亦從教材的「全冊」及「各課」兩個角度進行檢視。

從全冊的角度，檢視教材設定哪些角色？教材如何建構角色形象？教材中的

角色有什麼特徵？教材中是否採用圖片或其他方式以建構角色的形象？ 

從各課的角度，統計每一課對話中出現的「角色關係」為何。本研究選

用之教材為初級語言教材，兩冊教材的課文皆以對話形式為主。對話形式的

課文為兩個或多個角色之間的談話內容，因此「角色」為對話形式課文的主

要元素。本研究統計每課對話出現的角色關係為何？教材對於角色形象以及

角色關係的設定是否明確？並說明可以由什麼方式判斷角色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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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每課各段對話」為單位，根據教材每課對話出現的角色關係

進行統計，有兩位角色的課文對話會出現一種角色關係，三位角色的對話會

出現三種角色關係，在同一段對話中重複出現的角色關係則不重複計次。 

四、 對話場景分析 

以課文內容中的「一段對話」為分析單位，檢視每段課文對話發生的「場

景」為何，統計教材對話場景的類型與數量，並檢視教材的每對話是否提供

明確場景。 

第三節 教材內容分析 

本研究欲檢視語言教材課文內容的「情境框架」，結合 Searle 的言語行

為分類及會話分析的「話論」及「語對」的定義，將語言教材的「情境框架」

定名為「言語行為語對」，統計華語和日語教材課文對話所採用的言語行為

語對以及言語行為的類型。 

本研究「教材內容分析」以每課的「課文對話」為單位進行統計分析。

華語或日語教材中，每課可能會有一段以上的對話，本研究以「一段對話」

為主要的分析單位，記錄每段對話使用的「言語行為語對」。最後以言語行

為語對統計分析的結果為綱，質化討論「詢問用語」、「感謝用語」、「介紹用

語」以及「評論用語」五類言語行為語對的課文內容特點。 

一、 課文對話內容分析 

本研究的「言語行為語對分析」結合 Searle 的五類言語行為的次類，以

及會話結構的語對與話輪的概念，檢視華語及日語教材課文對話所使用的言

語行為語對類型以及數量。Sealre 的言語行為分類請見下表。 

表 三-3：Searle 言語行為分類列表 

言語行為分類 言語行為次類 

斷言類或闡述類 
宣稱、聲稱、斷言、陳述、通告、提醒、否認、

猜測、介紹、批評、評論等 

指令類 
請求、要求、邀請、建議、提議、命令、放棄、

詢問（說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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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類 承諾、保證、拒絕、威脅等 

表達類 
道歉、感謝、歡迎、祝賀、誇耀、慰問、悔恨、

反對、鼓勵、恭維、問候等 

宣告類 宣布、宣告、提名、任命等 

 

由於言語行為的次類種類為數眾多，無法在上表中完全列出，本研究根

據教材中實際出現的言語行為語對彙整出列表，並再對各項言語行為語對的

定義進行說明。彙整出的言語行為語對列表即為教材課文對話內容分析的分

析類目。 

二、 課文質化分析 

質化分析以內容分析「言語行為語對」研究結果為綱，挑選出出現比例

較高，或是兩冊教材皆出現的言語行為語對，以質化的角度討論華語和日語

教材呈現這幾類言語行為語對的課文對話的異同，比如此類的課文對話與角

色關係及對話場景的搭配、課文對話議及的文化內容、在此類型的「課文內

容」中有哪些文化註解、補充什麼類型的詞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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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說明教材分析的結果。本研究以兩個部分分析教材，第一個部分為

教材的「結構」層面，從語言教材全冊與各課的角度檢視教材的結構、圖片

設定、角色設定以及對話場景設定。第一節討論兩冊教材全冊結構設定的異

同，包含教材全冊的項目和每課的單元架構。第二節說明兩冊教材的圖片特

點與功能。第三節從教材全冊角色架構與每課課文對話出現的角色關係，說

明兩冊教材角色設定的異同。第四節則統計課文對話的場景種類及數量。 

本研究分析的第二部分為教材的「內容」層面，第五節以統計兩冊教材

每課出現的「言語行為語對」，分析華語及日語教材在內容層面的異同。最

後，第六節以言語行為語對分析的結果為綱，質化討論華語和日語教材出現

「詢問用語」、「感謝用語」、「介紹用語」以及「評論用語」五類言語行為語

對的課文對話的內容特點。 

第一節 教材結構分析 

本節探討《實用視聽華語》及《大家的日本語》全冊的結構安排。首先，

檢視兩冊教材全冊結構設定，如全冊有哪些項目、全冊教材除「課文內容」

還有哪些「補充內容」的項目、課文內容和補充內容的比例等。其次，以「課」

的角度檢視華語和日語教材每課的課文內容，如具有哪些單元，並說明哪些

單元是兩冊教材皆有或特有的。 

一、 華語及日語教材全冊結構 

本小節先從教材「全冊」的角度說明《實用視聽華語》及《大家的日本

語》全冊結構包含哪些項目、闡述每個項目的內容，並統計每個項目單元佔

全冊教材的頁數比例。接著比較華語和日語教材的「課文內容」與「補充內

容」的比例。最後，說明兩冊教材都有的補充內容為何、華語或日語教材特

有的補充內容為何以及兩冊教材編寫相同補充內容的方式的異同。 

本研究定義教材的每一「課」稱為「課文內容」。課文內容是語言教師

授課的核心，也是教材中所佔篇幅最長的項目單元。一般來說，課文內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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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對話、生詞、句型教學以及練習題等單元，依教材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課文

內容。語言教材除了每課的課文內容外，也會補充和目的語相關的語言或文

化訊息，本研究稱之為「補充內容」。本研究亦將教材的前言、目次、索引

及教材寫給讀者的話列為補充內容的項目。 

(一) 《實用視聽華語》 

《實用視聽華語》第一冊共 12 課，包含前言等內容共計 318 頁。下表

「《實用視聽華語》全冊結構表」參考《實用視聽華語》的目錄，統整出全

冊結構的項目名稱、項目內容介紹以及頁數比例。 

表 四-1：《實用視聽華語》全冊結構表 

項目單元名稱 內容說明 頁數 比例 

再版編輯要旨 說明教材特色背景、每冊重點等內容。 4 1.26% 

目次 教材目錄。 2 0.63% 

發音 Pronunciation 
中文的拼音系統，注音符號、通用拼

音、漢語拼音，以及四聲規則。 
3 0.94% 

生活用語及發音 1 

Drills 1 Everyday 

Language and 

Pronunciation 

招呼用語、聲調練習、拼音練習、三

聲變調練習 
3 0.94% 

生活用語及發音 2 

Drills 2 Everyday 

Language and 

Pronunciation 

生活用語（謝謝、不客氣、對不起、

沒關係、再見）、拼音練習、輕聲練習 
4 1.26% 

生活用語及發音 3 

Drills 3 Everyday 

Language and 

Pronunciation 

生活用語：他在哪兒？你到哪兒去？

我到＿去 

地方詞：學校、圖書館、宿舍、體育

館、教室、餐廳、家 

拼音練習、兒化韻、拼音總表 

11 3.46% 

生活用語 4 

Drills 4 Everyday 

Language 

數字、錢、時間、星期/禮拜 2 0.63% 

生活用語 5 

Drills 5 Everyday 

Language 

這是/那是什麼？ 

這叫/那叫什麼？ 
2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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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用語 6 

Drills 6 Everyday 

Language 

你有___嗎？ 

誰有___？ 

你要不要___？ 

1 0.31% 

課室用語 

Classroom Phrases 

仔細聽、請看我、對了、不對、請再

說一次、請大聲一點、一聲、二聲、

三聲、四聲、輕聲、幾聲、誰知道、

懂不懂、把書打開、第__頁、回答我

的問題、有沒有問題、這是什麼意思 

1 0.31% 

用部件學中文 

Learning Chinese 

based on parts and 

components 

使用圖解以及漢字例子，介紹漢字的

組成方式。 
1 0.31% 

第 1 至第 12 課 第 1 至 12 課課文內容。 262 82.39% 

索引 1 Index 1 

語法詞彙縮略語表 
語法標記的縮寫對照表。 1 0.31% 

索引 2  Index 2 

詞彙索引列表 
本冊教授詞彙索引列表。 19 5.97% 

語法列表 

Syntax Practice 
本冊教授的語法列表。 2 0.63% 

總計  318 100% 

 

以教材全冊的角度來看，《實用視聽華語》篇幅最長的項目為課文內容，

佔 82.39%，其次為索引 2〈詞彙索引列表〉，佔 5.97%，第三是生活用語及

發音 3，佔 3.46%。《實用視聽華語》的補充內容多置於課文內容之前，內

容以「發音」、「生活用語」、「課室用語」以及「用部件學中文」等語言知識

及生活用語的項目為多。 

 

(二) 《大家的日本語》 

《大家的日本語》第一冊共 13 課。包含前言及目次等內容，全冊共計

205 頁。《大家的日本語》全冊結構項目名稱、項目內容介紹及頁數比例，

請見下表「《大家的日本語》全冊結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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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2：《大家的日本語》全冊結構表 

項目單元名稱 內容說明 頁數 比例 

前言 說明教材背景以及目的學習者。 3 1.46% 

凡例 介紹教科書的構成、內容以及使用方法。 5 2.44% 

致學習者們 介紹有效的日語學習方法。 1 0.49% 

目次 教材內容目錄。 4 1.95% 

會話登場人物 
教材二十位主要的登場人物的樣貌、姓

名、國籍以及工作單位等說明。 
2 0.98% 

平假名及片假

名筆順、字源 

介紹平假名及片假名書寫筆順以及其漢

字字源 
5 2.44% 

日語標準語調

簡易法則 
介紹日語的語調標號方式及分辨法則 1 0.49% 

文法詞彙 
用例子說明日語中的名詞、い形容詞、

な形容詞、動詞以及句子（文）的意思。 
1 0.49% 

文法結構詞彙 

介紹日語語法專有詞彙的意思，如句型

（文型）、敬體（丁寧體）、語調（アク

セント）、音調（イントネーション）等 

1 0.49% 

日本語的 

發音 

清音、濁音、半濁音、拗音、長音、撥

音、促音、語調、音調發音總表 
3 1.46% 

教室指示語 

開始（始めましょう）、結束（終わりま

しょう）、休息（休みましょう）、了解

（わかります）、再一次（もう一度）、

夠了(結構です)、不行(だめです)、名字

(名前)、考試(試験)、作業(宿題)、問題(質

問)、回答(答え)、例子(例) 

0.6 0.29% 

每日招呼語 
早安、日安、晚安、再見、謝謝、不好

意思、麻煩…等招呼語的說法 
0.2 0.10% 

數字 數字 1 到 10 的說法 0.2 0.10% 

第一到六課 第一到六課課文內容 60 29.27% 

複習 A 第一到六課複習 2 0.98% 

第七到十三課 第七到十三課課文內容 70 34.15% 

複習 B 第七到十三課複習 2 0.98% 

助詞 列出日語常用的助詞及例句 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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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詞形式使用

方法 

（フォーム） 

介紹動詞ます型後接語言成分 1 0.49% 

接續詞 介紹 5 個常用的接續方式 1 0.49% 

副詞以及 

副詞的表現 
介紹 5 類常用的副詞及例句 3 1.46% 

附表 

系統化彙整詞群的列表，如數字的表

示、時間的表示、期間的表示、量詞、

動詞活用表等。 

18 8.78% 

索引 依五十音順，列出教材所有詞彙的索引 13 6.34% 

日本地圖 
日本的地圖，介紹每個「地方」的地名

及城市名稱 
2 0.98% 

世界地圖 介紹每個「州」、「三大洋」的日語說法。 2 0.98% 

總計  205 100% 

 

從教材全冊的角度來看，包含「複習 A」及「複習 B」的「課文內容」

為《大家的日本語》篇幅最長的項目單元，佔 65.37%，其次為彙整詞群及

動詞活用的附表，佔 8.78%，第三則是索引，佔 6.34%。《大家的日本語》

在課文內容的前半部和後半部皆補充語言及文化的知識。進入課文內容前，

有「會話的登場人物」、「平假名及片假名筆順」、「日語語調法則」、「日語發

音規則」幾個補充內容項目；在課文內容後，有日本和世界的地圖和補充助

詞、動詞、接續詞、副詞以及量詞的「附表」。 

 

(三) 全冊結構比較 

全冊本研究將教材每課的「全課內容」視為教材的主要「課文內容」，

除了課文內容外的其他內容，皆列為「補充內容」。《實用視聽華語》總頁數

共 318 頁，課文內容計 284 頁，包含前言、目次的補充內容共計 34 頁。《大

家的日本語》總頁數共 205 頁。課文內容計 134 頁，補充內容計 71 頁。兩

冊教材的主要和補充內容比例，請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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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3：華語與日語教材課文內容與補充內容比例表 

  《實用視聽華語》 《大家的日本語》 

課文內容 
頁數 262 134 

百分比 82.39% 65.37% 

補充內容 
頁數 56 71 

百分比 17.61% 34.63% 

 

兩冊教材的課文內容皆佔教材全冊篇幅的一半以上，《實用視聽華語》

的課文內容佔全冊 82.39%，《大家的日本語》的課文內容則有 65.37%。相

對而言，《大家的日本語》的補充內容的比例則較《實用視聽華語》高，約

為《實用視聽華語》補充內容比例的 2 倍。 

另一方面，兩冊教材的補充單元的種類亦不同，《實用視聽華語》補充

單元共計 14 類，《大家的日本語》共計 21 類。可得知《大家的日本語》的

補充單元除佔教材全冊的比例較高外，亦具有較多種類的補充單元。 

從全冊的角度來看，華語和日語兩冊語言教材並不是直接切入主要的課

文內容，《實用視聽華語》在課文內容前，有與語言知識相關的補充內容，《大

家的日本語》則在課文內容的前後都置入語言文化相關的補充內容。 

 

 

圖 四-1：華語與日語教材課文內容與補充內容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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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選用的兩冊教材的程度皆為初級零起點，零起點教材的補充內容

為教材編寫者認為初級語言學習者最需要優先了解的內容。《實用視聽華語》

補充的內容以生活用語及發音為主，內容如常見的生活用語、詞群和課室用

語，還有華語發音練習，如四聲、三聲變調與輕聲等。《大家的日本語》補

充的語言知識除了發音方式和課室用語以外，還有動詞詞尾變化表、量詞表、

接續詞表等。《大家的日本語》中，語言知識的補充內容以表格或列點呈現，

為本冊教授過的課文內容的統整表格。除了語言知識的補充內容，《大家的

日本語》還加入登場人物介紹表、給學習者的話、教材使用說明以及日本地

圖與世界地圖。 

兩冊教材皆有的補充內容項目有：發音方式介紹、發音總表、課室用語

及教室指示語、生活用語及每日招呼語和生詞索引等，可以得知，兩冊初級

語言教材皆以補充「語言知識」的內容為多，尤以發音為主。 

(四)  小結 

本節檢視華語和日語兩冊教材的全冊結構，根據統計，《實用視聽華語》

及《大家的日本語》皆以「課文內容」佔的比例為最高，篇幅皆超過教材的

一半。《實用視聽華語》的課文內容比例較高，約佔全冊的 82.39%，至於《大

家的日本語》則以補充內容的比例則較高，佔全冊的 34.63%。至於補充內

容的類型，《大家的日本語》共有 21 種不同的補充單元項目，《實用視聽華

語》則為 14 種。《大家的日本語》有較多的補充內容。 

兩冊教材的補充內容皆以「語言知識」為主，有發音練習、課室用語、

生活用語以及生詞索引等補充內容。《大家的日本語》亦補充動詞、助詞、

副詞、接續詞及量詞的表格。除語言知識相關的補充內容，《大家的日本語》

還有登場人物介紹表和日本與世界地圖等與文化相關的補充內容。 

二、 各課單元架構 

本小節從華語和日語兩冊初級語言教的每課「課文內容」的結構進行分

析，檢視兩冊教材每課各有哪些單元及內容。 

(一) 《實用視聽華語》 

《實用視聽華語》課文內容有兩段對話、對話拼音、對話英文翻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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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語法練習、會話、應用活動以及文化註解等單元。以下表為《實用視聽

華語》每課課文內容的單元以及各單元的內容說明。下表括號中的英文為教

材各單元的英文標題名稱。 

表 四-4：《實用視聽華語》各課單元架構 

單元 內容說明 

對話一 

（Dialogue I） 
第一段對話。附有圖片架構對話情境。 

對話二 

（Dialogue II） 
第二段對話。附有圖片架構對話情境。 

對話拼音 兩段對話逐句的注音、通用拼音以及漢語拼音。 

英文翻譯 兩段對話逐句的英文對譯。 

生詞 

（Vocabulary） 

生詞的說明，如詞性、拼音、英譯、例句及例句英譯。 

生詞單元或語法練習偶有補充生詞，補充生詞的說明列在

補充生詞出現該頁的正下方。 

語法練習 

（Syntax 

Pratice） 

透過英文和中文說明語法的規則。部分語法列出語法結構

表作為輔助說明。每則語法都有語法練習，練習的形式以

代換練習為主，並附有圖片。 

短文 

（Narration） 

第 9、10、11、12 課，皆有長約 100 字的閱讀短文。內容

與該課的兩則主要對話相關，形式為主角的日記，或為寫

給朋友的信。 

應用活動 

（Application 

Activities） 

採用英文說明題目內容，讓學習者用中文描述圖片的內

容，或參考圖片情境編對話。每課約 2 至 3 個應用活動題

目，皆附有圖片說明活動題目的情境。 

文化註解 

（note） 
和本課相關的文化介紹，如交際文化或知識文化的內容。 

 

(二) 《大家的日本語》 

《大家的日本語》課文內容有生詞、句型、會話以及練習等單元。下表

為《大家的日本語》每課課文內容單元架構及各單元的內容說明。下表括號

中的日文為教材原本的日文標題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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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5：《大家的日本語》各課單元架構 

單元 內容說明 

生詞 

（單語） 

介紹本課教授的生詞，包含對話的生詞和補充生詞。每個

生詞都附上漢字寫法、假名、中文翻譯和語調標號。 

會話生詞 

（會話） 

會話練習使用的詞彙以及各類情境用語，如自我介紹用

語、打招呼用語等。每個詞彙以及情境用語都列出漢字寫

法、假名以及中譯。 

句型 

（文型） 
本課教授的主要句型。只有日文（包含假名），沒有中譯。 

例句 

（例文） 
本課「句型」的例句。只有日文（包含假名），沒有中譯。 

對話 

（會話） 

課文對話。只有日文（包含假名），沒有中譯。「會話」的

下方為和本課情境相關的彩色圖片。 

練習 A 

練習 A 為該課「句型」的替換練習。目的在於讓學習者熟

習基本句型，動詞變化以及接續詞的用法等。附有架構情

境的圖片。 

練習 B 

練習 B 的練習形式有照樣造句、看圖說話、替換練習。 

練習 B 列出例句及詞彙，讓學習者按照提示的例句及詞彙

進行句子及對話的替換練習。練習的題目皆附有圖片，為

代換用詞彙的圖片，或為架構練習題情境的圖片。 

練習 C 

練習 C 為會話的代換練習，學習者可以透過簡短的會話練

習，練習擴展會話的內容並體會句型實際運用的情況。練 

習 C 的每段對話練習都附有架構練習題情境的圖片。 

問題 

檢測該課學習狀況的測驗題目，有聽力以及閱讀形式的練

習。問題的形式有看上下文選出正確答案、看圖選正確答

案、重組句子、完成對話的句子、填空、選擇、聽寫問題、

文法問題和閱讀問題。 

※主教材內並未附上聽力逐字稿（script），需參考副教材 

 

(三) 單元架構比較 

本節探究華語和日語兩冊初級語言教材每課課文內容的結構。根據上表

四-4 和表四-5 可得知「課文對話」、「生詞」、「語法」以及「練習」為兩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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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教材皆有的課文內容。而《實用視聽華語》每課都有「文化註解」（Note）

的單元，介紹與該課相關的語言知識或文化知識。《大家的日本語》每課都

有「問題」的單元，讓學習者可以做聽力和閱讀的整合性的測驗。 

兩冊教材單元內容的排序也有所不同，《實用視聽華語》第一個單元為

對話，其次是對話的拼音及英文翻譯，接下來才介紹該課的生詞及語法。《大

家的日本語》每課的第一個單元為生詞（單語），第二部分為句型和例句（文

型），接著才是對話（會話）。 

兩冊教材對生詞和句型及語法講解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實用視聽華語》

的生詞單元詳細介紹每個生詞的詞性、拼音、英譯、例句及例句英譯。至於

《大家的日本語》僅介紹生詞的漢字寫法、假名、中文翻譯以及語調標號。

兩冊教材每課都有補充的生詞，《實用視聽華語》將補充生詞的介紹列在補

充生詞出現該頁的腳註，而《大家的日本語》則不論對話生詞或補充生詞，

皆一律列在該課的生詞表當中。 

兩冊教材使用的說明語言不同，《實用視聽華語》以英文作說明的語言，

本研究選用繁體中文版本的《大家的日本語》，則以華語為說明的語言。兩

冊教材皆為零起點教材，但《大家的日本語》只有在單語（生詞）的地方才

有華語翻譯，其他對話、句型、例句等單元都只有日文的內容，不但沒有華

語翻譯，也沒有說明1；而《實用視聽華語》從課文對話、生詞、語法解釋、

應用練習都有英文翻譯及說明。 

三、 小結 

本節從教材全冊和各課的結構設定檢視華語和日語教材的結構特點。從

全冊結構的角度來看，《實用視聽華語》的課文內容佔全冊的 82.39%，比例

較高，《大家的日本語》的補充內容則佔全冊的 34.63%。兩冊教材的補充內

容以「語言知識」為主，皆有發音練習、課室用語、生活用語以及生詞索引

等補充內容。至於補充內容的類型，《大家的日本語》共有 21 種不同的補充

單元項目，《實用視聽華語》則為 14 種。 

從每課結構的角度來看，「課文對話」、「生詞」、「語法」以及「練習」

                                                      
1
 《大家的日本語》課文內容的華語翻譯、語法解說需參考另外販售的輔助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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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兩冊語言教材皆有的課文內容。《實用視聽華語》每課有「文化註解」（Note）

的單元，介紹與該課相關的語言文化知識。《大家的日本語》每課都有「問

題」的單元，是與該課程度相符的聽力和閱讀的整合性測驗，可以讓學習者

練習，並了解自己的日語程度。 

從教材的說明語言來看，兩冊教材的程度皆為零起點，但《大家的日本

語》只有在單語（生詞）的地方才有中文翻譯，但《實用視聽華語》的課文

對話、生詞，至於語法的解釋都有英文說明或翻譯。 

第二節 圖片分析 

本研究選用的兩冊語言教材皆繪有圖片，然而，呈現出相當不同的風格。

本節首先從全冊的角度比較兩冊教材的圖片設計特點，接著介紹兩冊教材不

同單元項目的圖片內容設計，並且說明圖片在教材中所具有的功能為何。 

一、 華語及日語教材全冊圖片特性 

下表四-6 說明《實用視聽華語》與《大家的日本語》教材全冊的圖片

設定特點，包含兩冊教材圖片的風格、圖片出現的位置以及所具有的功能。 

表 四-6 華語及日語教材圖片對比 

 《實用視聽華語》 《大家的日本語》 

圖片特徵 

全冊以雙色套色印刷。以簡約

的黑色線條勾勒出人物、物品

及背景的外貌。 

全冊以彩色印刷。 

圖片位置 對話、語法練習、應用活動 
對話、練習 A、練習 B、練習

C、問題 

圖片功能 
架構對話、應用活動、語法練

習等單元的場景。 

架構對話、語法練習等單元的

場景。練習、問題的題目。 

其他 
圖片呈現出來的角色形象、對

話背景皆沒有連貫性。 

有貫穿全冊的角色，角色設定

包含角色的圖像設定，不同的

角色具有不同的長相和特徵。 

依每課出現的角色不同，課文

對話圖片中出現的角色也有

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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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視聽華語》的圖片為雙色套色，圖案以黑色線條描繪而成，較為

簡約。《大家的日本語》教材全冊則以全彩印刷。兩冊教材圖片皆提供架構

對話、練習等單元情境的功能，《大家的日本語》也採用圖片作為練習問題

的題目。《大家的日本語》透過圖片設定貫穿教材全冊的角色形象；而《實

用視聽華語》則未對對話角色作圖片的設定。下文分別呈現兩冊教材中各單

元項目的圖片。 

(一) 《實用視聽華語》 

《實用視聽華語》的圖片較為簡約，僅以黑色線條繪出物品或人物的形

象，圖片主要分佈在對話、語法練習以及應用練習三個單元。本小節分別呈

現《實用視聽華語》課文內容中不同單元的圖片內容及特點。 

1. 對話的圖片 

下圖四-2 為《實用視聽華語》第九課〈你們學校在哪裡？〉第二段對

話的圖片。本課的對話內容為屋主向想購買房子的人介紹房子的房間配置以

及房子附近的交通資訊。本課的對話有兩張圖片，圖片中可以看到對話的兩

個主要角色，圖片中還有一些家具，如沙發和桌子，可以對應到對話中提到

的幾項內容資訊，如「客廳」及「房間」。 

從下圖四-2 也可以看出《實用視聽華語》課文對話的圖片設置比較不

明確，圖片雖與課文對話的內容對應，但圖片繪製較為簡單，單獨檢視圖片

時，無法聯想到課文對話的內容。圖片雖然繪出對話的兩個角色，但從圖片

較難判斷兩個角色的身分，也較不容易指出對話中屋主和欲購買房子的角色

各是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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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2《實用視聽華語》示例：對話 

（摘自第九課〈你們學校在哪裡？〉第二段對話） 

 

2. 語法練習的圖片 

下圖四-3 為《實用視聽華語》第二課〈早，您好〉的語法練習的圖片，

從圖片下方的文字敍述可知此練習的重點為「高」、「熱」、「冷」等狀態動詞

（stative verb）。此語法練習上半部繪出幾個人物的圖片，並在下方以文字

標出人物的姓氏和身分，如張先生、李小姐、王先生等。學習者得透過人物

在圖片中的形象，回應下面幾個描述人物的問題，比如「王太太熱嗎？」、「李

小姐很冷嗎？」等等。從圖四-3 可以看出《實用視聽華語》語法練習的人

物形象設定也較為簡約，僅可從人物的髮型、衣著、打扮、表情等判別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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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狀態以及性別，角色的國籍、職業等資訊則無法從圖片判斷。 

 

圖 四-3：《實用視聽華語》圖片：語法練習 

（摘自第二課〈早，您好〉） 

3. 應用練習的圖片 

下圖四-4 為《實用視聽華語》應用練習的圖片。本圖片讓學習者以口

語描述圖片的內容以達練習的目的。圖四-4 中的圖片十分簡約，除了人物

以外，還以房子、車子、腳踏車和小狗幾項物件架構場景。人物的五官也都

只有微笑的眼睛，需要以身高、頭髮的長度或衣服等資訊才能猜測圖中角色

的身分為何。 

 

圖 四-4：《實用視聽華語》圖片：應用練習 

（摘自第五課〈我家有五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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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家的日本語》 

相對於《實用視聽華語》簡約的圖片設計，《大家的日本語》的教材圖

片皆為彩色圖片，繪製也較細膩，不管物品或是人物都呈現較多的細節。以

下依序呈現《大家的日本語》每課的對話、練習以及問題的圖片內容。 

1. 對話的圖片 

下圖四-5 為《大家的日本語》的對話圖片。本課對話的內容為佐藤邀

約ミラー（Miller）一起去大阪城公園賞花。從下圖可以看到女性角色佐藤

的對話泡泡中繪有大阪城公園及時鐘等物品，時鐘內的時間也標示出兩人相

約的時間。兩位角色的形象明確，佐藤為黑髮的日本女性，角色ミラー（Miller）

是從美國來的男性，西裝打扮、金髮碧眼的形象也很符合角色的身分。 

 

圖 四-5：《大家的日本語》圖片示例：對話 

（摘自第六課〈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一起去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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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練習的圖片 

《大家的日本語》在練習 B「句子替換練習」和練習 C「會話替換練習」

都以圖片作為練習的題目內容，或是以圖片架構對話的情境，下圖分別為練

習 B 和練習 C 的圖片。 

 

圖 四-6：《大家的日本語》圖片：練習 B 替換練習 

（摘自第十一課〈これ、お願いします/這個，麻煩您〉） 

上圖四-6 為《大家的日本語》的練習 B 替換練習，練習量詞以及描述

各種東西各有幾個。從上圖可以看出練習題的圖示的細節，如上圖四-6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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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題第 1 題提及「外籍的社員」（外国人の社員），對應的圖片也繪出一

位著西裝的金髮人士和一位著西裝的黑皮膚人士，與該圖片左側例圖中著運

動服裝、表情開朗的「學生」（学生）形象有所區隔。 

下圖四-7 為《大家的日本語》練習 C 會話替換練習的圖片，本練習的

重點是物品名稱的說法。從圖片中可以看到金髮碧眼的外國男子角色，圖片

中頭上有問號的外國男子詢問馬尾女孩手上拿著的物品的名稱。 

 

圖 四-7：《大家的日本語》圖片：練習 C 對話練習 

（摘自第二課〈ほんの気持ちです/一點小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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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問題的圖片 

《大家的日本語》每課內容的最後一個部分為「問題」。「問題」單元為

與該課內容相關的聽力與閱讀的練習。下面呈現《大家的日本語》2 張問題

單元的圖片。 

下圖四-8 為《大家的日本語》第五課〈甲子園へ行きますか/這是去甲

子園的嗎？〉的「問題」第大 2 題的圖示。本題聽力練習要學習者搭配聽力

CD 作答，在題號的下方也繪有錄音帶的提示圖示。圖片中除了人物和地點

的圖案外，也使用文字註明人物和地點的名稱以便學習者理解題目的意思。

下圖四-8 第 2 小題上的月曆也標示出日期、星期，角色指出的日期也以圓

圈及符號以吸引讀者注意。 

 

圖 四-8《大家的日本語》圖片示例：問題-1 

（摘自第五課〈甲子園へ行きますか/這是去甲子園的嗎？〉） 

 

下圖四-9 為《大家的日本語》第五課〈甲子園へ行きますか/這是去甲

子園的嗎？〉的「問題」第 6題的圖片。本題的標題先標示出「サントス（Santos）

的記事本（サントスさんの手帳）」，下方的圖片繪出サントス（Santos）一

週的行程，學習者要以圖片提供的資訊回答下面文字說明的幾個問題，如「サ

ントスさんは きのう＿＿＿（Santos 昨天…）」、「サントスさんは 日曜

日に＿＿＿(Santos 星期天…)」。 

另一方面，サントス（Santos）是《大家的日本語》中的主要角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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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照教材中其他課出現サントス（Santos）的圖片，也可以發現サントス

（Santos）的角色形象是固定的。 

 

圖 四-9《大家的日本語》圖片示例：問題-2 

（摘自第五課〈甲子園へ行きますか/這是去甲子園的嗎？〉） 

 

《大家的日本語》課文對話的圖片也呈現出日本社會或文化的形象，如

上圖四-5 第六課〈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一起去好嗎？〉的對話圖片中繪出

日本著名景點「大阪城」的樣貌。第一課的〈初めまして/初次見面〉的圖

片除了以典型的日本公司為背景，圖片中的日本女性向初次見面的同事鞠躬

行禮，而美國人的角色則是向對手伸出手握手致意，也是從圖片反映的日本

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差異。第七課〈ごめんください/有人在家嗎？〉和第八

課〈そろそろ失礼します/我該告辭了〉的圖片也是以日本人的家為背景。

第七課的課文對話的圖片也繪出進入日本人的家或室內時，需先在玄關脫鞋

的文化特點。 

二、 小結 

本節檢視華語及日語教材的圖片風格和功能。兩冊教材的圖片特色有所

差異，從本小節呈現的圖片可得知《實用視聽華語》的圖片較為簡約，以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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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線條繪製而成，人物和物品的形象較簡單，也較無銜接性。《大家的日

本語》的圖片描繪較細膩，不論是對話、練習，出現的人物形象也非常鮮明，

學生、外籍人士等人物都可從圖片判別出來。《大家的日本語》在教材的開

頭製作全冊的角色設定表，具有架構角色形象的功能，使得對話的角色在課

與課間具有連貫的圖片形象。下一節「角色分析」將對此有更清楚的說明。 

《實用視聽華語》和《大家的日本語》在對話、練習問題都有圖畫作內

容場景的輔助，兩冊教材也採用圖片作為練習問題的題目，透過圖片，可以

使讀者更易於了解課文或是練習題的內容。 

第三節 角色分析 

初級語言教材多為「對話形式」的課文，「對話形式」的課文為兩個或

多個角色之間的一問一答，或是由一連串的話輪所組成一段仿真實口語的篇

章，因此「角色」是對話形式課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對話形式課文可

以拉近教材與學習者之間的關係，讓學習者更易於投入或想像對話的內容，

甚至將角色形象投射在自己身上，將課文對話帶入自己真實世界的對話當中。

因此，本節說明華語和日語初級教材的角色設定、課文對話出現哪些角色關

係，以及角色與教材有什麼樣的互動。 

本節分為三個部分，首先從教材全冊的角度檢視華語和日語教材的整體

角色設定，並說明兩冊教材設定角色形象的方式。其次，依每課課文對話中

出現的角色，統計兩冊教材課文中「角色關係」的類型及數量。最後，綜合

比較兩冊語言教材中的角色及角色關係設定。 

一、 華語與日語教材全冊角色設定 

本小節先從全冊的角度，檢視《實用視聽華語》及《大家的日本語》總

體角色設定、角色設定的方式和角色與對話之間的互動關係。請見下表四-7

華語及日語教材的總體角色設定表。 

表 四-7：華語及日語教材總體角色設定表 

 《實用視聽華語》 《大家的日本語》 

角色設定 
沒有具體的角色設定，課

文對話多用 A、B 稱之，但

對不同角色的姓名、國籍、

職業皆有明確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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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對話的角色有名字。 

角色設定方式 

1. 從對話內容營造角色的

身分。 

2. 多以 A 與 B 指稱角色，

可從對話中角色之間的稱

呼語或是課文對話內容推

知角色的身分，比如在對

話中提及角色的國籍。 

1. 教材第 14 和 15 頁登場

角色介紹圖，呈現角色的圖

片、姓名、國籍以及身分。 

2. 課文對話皆繪有情境與

角色的插圖。 

3. 從每段對話登場的角色

可以了解角色間關係。 

角色身分/職業 

1. 無其他角色身分設定。 

2. 從對話內容得知角色可

能為學生、服務員或客人。 

1. 登場角色的職業有上班

族、大學老師等。 

2. 對話場景營造出的角色

有服務人員、陌生路人等。 

角色國籍 

第 1 課和第 2 課有美國、

台灣、英國等國家的人

士，其他課皆未指明角色

的國籍。 

角色共有 10 種不同國籍人

士，如日本、美國、巴西、

印尼、印度、中、英、德、

韓、泰國。主要以日本角色

為多。 

角色間關係 
以朋友關係為多，也有父

子、服務員與客人的關係。 

以同事及朋友關係為多。也

有鄰居、服務員與客人的關

係。 

角色活動地點 未指明。 日本。 

角色與教材的

關係 
沒有直接關係。 

登場角色表介紹的角色不

一定是課文對話的角色，但

會出現在練習活動中。 

角色與對話的

關係 

設定不明確，但可從對話

的場景營造推論出角色的

身分或職業。 

旅日的外國人士在日本的

生活。在不同生活情境下遇

到的狀況及使用的語言。 

 

從上表四-7 可得知《實用視聽華語》未特別介紹教材中的登場角色，

對話角色的身分也不明確、甚至沒有姓名，但讀者可以從部分課文的內容推

論出角色的身分和關係為何。《大家的日本語》的角色營造細膩，在教材的

第 14 和 15 頁有「登場角色介紹圖」說明在教材中出現的所有角色的姓名、

身分和職業，每課的對話下方也繪有與對話角色及情境相關的圖片，並可以

發現角色在課與課間的形象具有一貫性。下文分別對《實用視聽華語》及《大

家的日本語》進行更仔細的角色設定介紹，並以教材圖片輔助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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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實用視聽華語》教材圖片與角色形象建構 

從上表四-7 可得知《實用視聽華語》不論是教材全冊或每課的對話都

沒有具體的角色形象設定，許多角色甚至沒有姓名，除第 1、2、5 課的對話

外，其他課的角色名稱皆為 A 和 B，較不易推斷角色的身分等資訊。但部

分課文對話可從對話和插圖的內容推斷角色的身分。請見下圖四-10 和圖四

-11《實用視聽華語》課文對話圖片。 

下圖四-10 摘自第六課〈我想買一個新的照像機〉，從上圖的對話內容

可以看到本課角色沒有姓名，以「A」和「B」指稱角色。本課下半部有一

張圖片，在圖片中可以看到一個櫃台，其中一位角色在櫃台內側，而另一位

在櫃台外側，在櫃台裡擺放了各種各樣的照像機。參考對話以及圖片的內容，

可以得知角色的身分為照像機店的店員和顧客。在櫃台外側的角色的對話泡

泡中有一台閃閃發亮的新照像機，因此可以對應到課文對話以及本課的標題：

「顧客想購買一台新的照像機」之內容情節，亦可指出圖片中兩位角色在對

話的身分。 

 

圖 四-10：《實用視聽華語》圖示：課文對話 

（摘自第六課〈我想買一個新的照像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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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四-11 摘自第十一課〈你幾點鐘下課？〉，本課對話的角色同樣沒

有姓名，分別以「A」和「B」指稱不同的角色，無法從角色的姓名推測角

色的身分等資訊。對話下半部的圖片分為兩個部分，在上半部的圖片的場景

中，可以看到有一個櫃台在兩個角色之間，櫃台上方用「櫃台」的英文「counter」

作為文字標示，點明兩個角色的所在位置是櫃台，可得知櫃台內外的兩位角

色分別為飯店服務人員和女性顧客。 

 

圖 四-11《實用視聽華語》圖示：課文對話 

（摘自第十一課〈你幾點鐘下課？〉） 

(二) 《大家的日本語》教材圖片與角色形象建構 

從上表四-7 的《大家的日本語》總體角色設定，可知《大家的日本語》

有較細膩的角色設定。本小節以教材中的圖片輔助說明，首先，呈現《大家

的日本語》全冊登場角色介紹圖，接著說明《大家的日本語》全冊登場角色

介紹圖對角色的介紹內容，最後，依各課課文對話的情境插圖說明《大家的

日本語》角色設定的一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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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冊角色介紹圖 

下圖四-12 和四-13 分別為《大家的日本語》第 14 頁和第 15 頁的「登

場角色介紹圖」，圖中共有 11 個主要會話登場人物及 7 個次要人物。登場角

色所任職的公司雖皆為虛構，但圖四-13 的左下角也說明角色所任職的公司

是什麼樣的公司，如圖所示，IMC 是電腦軟體公司，AKC 是亞洲研究中心。 

 

圖 四-12：《大家的日本語》總登場角色介紹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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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3：《大家的日本語》總登場角色介紹圖-2 

 

《大家的日本語》對於每位登場角色也有清楚的背景資訊說明，如角色

的長相、名字、國籍以及身分（工作單位），可參考下圖四-14「登場角色說

明圖」，這些資訊可以提供讀者對於角色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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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4：《大家的日本語》登場角色說明圖 

 

上圖四-14的角色，就是本章第二節中圖四-5中出現的ミラー（Miller），

他是《大家的日本語中》的主要角色之一。對照圖四-5 和圖四-14，ミラー

（Miller）外型不但接近，連西裝的顏色也都是一樣的，可見得《大家的日

本語》角色形象建構的一貫性。 

另外，上圖四-13「登場角色介紹圖-2」中還有一位角色叫「太郎」，根

據圖中的說明，太郎是山田一郎和山田友子的兒子，是一個 8 歲的小學生，

但這位角色並未出現在《大家的日本語》全冊任何一課的對話當中。 

《大家的日本語》在教材進入課文內容前就先使用 2 頁的篇幅介紹全冊

的登場角色。這些角色或為每課對話出現的主要角色，或為每課練習題中出

現的角色，但教材對這些角色形象都給予十分明確、並具有一貫性的設定。 

2. 對話 

下圖四-15 選自第七課〈ごめんください/有人在家嗎？〉，內容為一對

外籍人士夫妻サントス（Santos）和マリア（Maria）到另一對日本人夫妻

的家中拜訪，其中的日本人太太的名字叫山田友子。在《大家的日本語》中，

山田友子僅在第七和第八課以山田家女主人的身分登場。參照上圖四-12「登

場角色介紹圖-1」，也說明了山田友子的職業為銀行員。山田友子的職業在

本冊教材所有課文對話都不具影響力，但《大家的日本語》還是給予這個角

色明確的職業身分。另一方面，下圖四-15 也繪出日本住家的特色，比如在

玄關得先脫鞋換上室內拖鞋等文化內涵。 

角色頭像 

角色名稱 

國家名稱、公司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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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5：《大家的日本語》對話中角色圖示 

（摘自第七課〈ごめんください/有人在家嗎？〉） 

 

下圖四-16 選自《大家的日本語》第三課〈これをください/請給我這

個〉的對話，本課對話分為 2 個場景，2 個場景各有其圖片。對話下方的圖

片分為左右兩小部分。左邊的圖片內容為巴西籍太太マリア（Maria）在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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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詢問台詢問賣酒的地方在哪裡。右邊的圖片內容為マリア（Maria）到了

販酒部再請店員介紹販售的酒類。課文轉換的對話場景，圖片也跟著轉換。 

 

圖 四-16：《大家的日本語》對話中角色圖示 

（摘自第三課〈これをください/請給我這個〉） 

(三) 小結 

本節從全冊的角度檢視《實用視聽華語》和《大家的日本語》對教材中

角色的設定。《實用視聽華語》不論是教材全冊或每課的對話都沒有具體的

角色形象設定，許多角色甚至沒有姓名，必須從對話的內容以及圖片才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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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角色的身分和角色間的關係為何。《大家的日本語》則有較仔細的角色設

定，從上圖四-12 和圖四-13 的登場角色介紹圖到每課對話的圖示，可以見

得《大家的日本語》的角色形象鮮明，身分也有較為完整的架構，不同對話

之間的相同角色的形象也具有一貫性。 

下一小節從《實用視聽華語》和《大家的日本語》各課的角度，檢視課

文對話中登場的角色及角色關係，並說明兩冊教材設定角色的方式。 

二、 華語與日語教材各課角色及角色關係設定 

本小節從「課」的角度，統計每課的登場角色及角色關係，並說明對話

建構角色關係及角色身分的方式。最後對《實用視聽華語》和《大家的日本

語》的角色關係設定進行比較及討論。 

本小節以「每課的各段對話」為單位統計教材的角色關係，有兩位角色

的對話會出現一種角色關係，三位角色的對話會出現三種角色關係，但在同

一段對話中重複出現的角色關係則不重複計次。 

(一) 《實用視聽華語》 

《實用視聽華語》第一冊有 12 課，每課有 2 段對話，共計 24 段對話。

以對話實際出現的角色關係計算，全冊對話共有 28 個角色關係。下表四-8

說明《實用視聽華語》每課對話出現的角色，包括角色的名稱及該課對話出

現的角色關係，角色名稱後的括號則註記從對話場景得知之角色身分。 

表 四-8：《實用視聽華語》各課登場角色表 

 課名 登場角色 角色關係 

L1 您貴姓？ 
王先生、李大衛 

李愛美、王珍妮 

陌生人 

陌生人 

L2 早，您好 
趙小姐、張先生、張太太 

李愛美、王珍妮 

朋友、夫妻、

陌生人 

朋友 

L3 我喜歡看電影 
A、B 

A、B 

朋友 

不明 

L4 這枝筆多少錢？ 
A（店員）、B（客人） 

A（店員）、B（客人） 

服務員—客人 

服務員—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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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5 我家有五個人 
A、B 

王大文、李東尼、王父 

朋友 

朋友、父子 

L6 我想買一個新照像機 
A（店員）、B（客人） 

A、B 

服務員—客人 

不明 

L7 你的法文念得真好聽 
A、B（名為「文生」） 

A、B（名為「小張」） 

朋友 

朋友 

L8 這是我們新買的電視機 
A、B 

A、B 

朋友 

朋友 

L9 你們學校在哪裡？ 
A、B 

A（客人）、B（屋主） 

不明 

陌生人 

L10 我到日本去了 
A、B 

A、B 

朋友 

朋友 

L11 你幾點鐘下課？ 

A、B 

A（飯店服務員）、B（客

人） 

朋友 

服務員—客人 

L12 我到外國去了八個多月 
A、B 

A、B 

朋友 

朋友 

 

從上表可得知《實用視聽華語》對話中出現的角色關係有「陌生人」、「朋

友」、「夫妻」以及「服務員—客人」等關係。然而，除了第 1、2 和 5 課外，

《實用視聽華語》對話的角色名稱皆以「A」和「B」指稱角色，從角色的

名稱不能推斷角色的特徵以及身分，需由對話的圖片或部分對話的內容才能

推測角色可能具有的身分。上表四-8 角色名稱後的括號內註記的是從對話

場景得知之角色身分。 

由於教材《實用視聽華語》中出現的角色關係需以不同線索推斷才能得

知，下文分別從朋友、服務員—客人、陌生人、父子和夫妻以及不明關係說

明判斷《實用視聽華語》對話中角色關係的方式。 

1. 朋友關係 

如同上文提及，《實用視聽華語》需由對話的圖片及對話的內容推測角

色身分和關係。若對話中的兩個角色為朋友關係，角色在這段對話發生之前

就已經認識，因此，本研究將角色之間具有共知的資訊，或在對話中角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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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姓名互相稱呼者設定為「朋友」類的關係。 

《實用視聽華語》有「朋友」關係的課文對話為第二課〈早，您好〉的

第二段對話、第三課〈我喜歡看電影〉的第一段對話、第五課〈我家有五個

人〉的兩段對話、第七課的〈你的法文念得真好聽〉以及第十二課〈我到外

國去了八個多月〉等課。 

以下的例句摘自「朋友關係」的對話內容，角色之間的共知資訊可以從

對話中提到「聽說你…」、「好久不見」等話語判斷，見以下例句。 

(1) A：聽說你到日本去了。（第十課〈我到日本去了〉第一段對話） 

(2) A：好久不見，聽說你到歐洲去了。（第十二課〈我到外國去了八個多月〉

第一段對話） 

(3) A：最近都沒看到你，你到哪兒去了？（第十二課〈我到外國去了八個

多月〉第二段對話） 

第七課〈你的法文念得真好聽〉的兩段課文對話中，角色 A 的第一句

話即使用另一位角色的名字「文生」、「小張」稱呼對方，請見以下例句（4）

和例句（5）。由此可得知 A 角色知道 B 角色的名字，兩位角色應為相互認

識。然而角色的名字為 A 和 B，因而不能得知兩個角色在「朋友」關係外

還有什麼關係。 

(4) A：文生，你在念什麼呢？（第七課〈你的法文念得真好聽〉第一段對

話） 

(5) A：小張，我想請你吃飯。（第七課〈你的法文念得真好聽〉第二段對話） 

2. 服務員—客人關係 

「服務員—客人」關係的對話有固定使用的詞彙及句型，比如出現「買」、

「賣」等詞彙，服務員會向客人介紹商品及服務的內容，客人則會詢問商品

及服務的價格。例句（6）和例句（7）為第四課〈這枝筆多少錢？〉的對話，

內容提到「您」、「先生」、「買」和「多少錢」。例句（8）和（9）為第六課

〈我想買一個新照像機〉的第一段對話，對話內容談及「先生」、「您要買…」、

「賣」，從這些內容可判斷第四課和第六課對話的角色分別為服務人員以及

客人。 

(6) A：先生，您要買什麼？（第四課〈這枝筆多少錢？〉第一段對話） 

(7) A：我要一個漢堡，一杯可樂，一共多少錢？（第四課〈這枝筆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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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對話） 

(8) A：請問，先生，您要買照像機嗎？（第六課〈我想買一個新照像機〉

第一段對話） 

(9) A：這個美國像機也很好，只賣一百一十五塊。（第六課〈我想買一個新

照像機〉第一段對話） 

例句（10）和（11）摘自第十一課〈你幾點鐘下課？〉第二段對話，從

對話的內容提到「叫您起床」、「在房間吃早餐」等訊息，加上對話的圖片繪

有「counter」（櫃台），可以知道對話的兩個角色是飯店櫃台的服務員和房客。 

(10) A：……。明天早上要叫您起床嗎？  

B：要。請您差五分七點叫我。（第十一課〈你幾點鐘下課？〉第二段對

話） 

(11) A：您在房間吃早飯嗎？（第十一課〈你幾點鐘下課？〉第二段對話） 

3. 陌生人 

具「陌生人」關係的角色之間並不認識。對話如使用「您貴姓？」、「你

叫什麼名字？」等「自我介紹用語」，即可得知在這段對話發生之前，角色

之間並不互相認識，本研究將此類關係定名為陌生人關係。比如第一課〈您

貴姓？〉兩段對話的角色關係皆為初次見面的「陌生人」關係。 

(12) 李先生：先生，您貴姓？（第一課〈您貴姓？〉第一段對話） 

(13) 李愛美：我叫李愛美。你叫什麼名字？（第一課〈您貴姓？〉第二段對

話） 

第九課〈你們學校在哪裡？〉的第二段對話為買房子的人和屋主的對話。

從例句可看出角色沒有共知資訊，亦不能判斷 B 的身分為房屋仲介，因此

不列為「服務員—客人」關係，歸類為「陌生人」關係。 

(14) A：請問，您這所房子要賣嗎？  

B：是的。 

A：我可不可以看看？（第九課〈你們學校在哪裡？〉第二段對話） 

4. 父子和夫妻 

例（15）摘自第二課〈早，您好〉，角色「張先生」介紹其他兩位角色

互相認識時，使用稱謂「太太」指稱其中一位角色，此歸類為「夫妻」關係。

例（16）摘自第五課〈我家有五個人〉，角色「王大文」使用稱謂「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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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另一位角色打招呼，可得知兩個角色為「父子」關係。 

(15) 張先生：……。這是我太太。淑芳，這是趙小姐。（第二課〈早，您好〉

第一段對話） 

(16) 王大文：爸爸好。（第五課〈我家有五個人〉第一段對話） 

5. 不明 

不同於「陌生人」關係，角色之間並不認識、沒有共知資訊，從對話內

容及圖片無法判斷角色之間是否認識，則列為「不明」關係。例（17）為第

三課〈我喜歡看電影〉第二段對話，角色A和角色B討論「要不要買汽車？」、

「你喜歡哪國車？」，這樣的對話可能發生買車的人和賣車的人的對話（「服

務員－客人」或「陌生人」關係），也可能是發生在朋友之間的對話，沒有

其他的訊息進一步判斷，因此列為關係「不明」。 

(17) A：你有汽車沒有？ 

B：沒有。 

A：你要不要買汽車？ 

B：我要買。 

A：你喜歡哪國車？ 

B：我喜歡美國車。 

A：英國車很好看，你不喜歡嗎？ 

B：我也喜歡，可是英國車太貴。（第三課〈我喜歡看電影〉第二段對話） 

第六課〈我想買一個新照像機〉的第二段對話，角色 A 詢問角色 B 的

學校「有多少學生？」、「有多少老師？」、「學校大不大？」等問題，這些對

話可能發生在朋友之間，也可能發生在陌生人之間，從對話中不能確定兩位

角色是否有共知資訊，因此亦列為「不明」關係。第九課〈你們學校在哪裡？〉

第一段對話討論角色的「學校在哪裡？」、「有宿舍嗎？」、「學校附近有書店

嗎？」，這些內容亦無法判斷角色是陌生人或是來自不同的學校的朋友。 

(二) 《大家的日本語》 

《大家的日本語》共 13 課，每課 1 段對話。其中幾課的對話切換不同

的對話場景，此類切換對話場景的課文對話則各別記作不同的對話。以此統

計方式，《大家的日本語》總計共有 16 段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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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每課登場的角色人數不一，16 段對話共計有 20 段角色關係。下表

四-9 說明《大家的日本語》各課登場的角色及角色關係。 

表 四-9：《大家的日本語》各課登場角色表 

 課名 登場角色 角色關係 

L1 初めまして 佐藤、山田、ミラー 
陌生人、同

事 

L2 ほんの気持ちです 山田一郎、サントス 鄰居 

L3 これをください マリア、店員 A、店員 B 
服務員— 

客人 

L4 
そちらは何時から何

時までですか 

番号案内、カリナ、美術館の

人 

服務員— 

客人 

L5 甲子園へ行きますか 
サントス、女の人、駅員、男

の人 

陌生人、服

務員—客人 

L6 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佐藤、ミラー 同事 

L7 ごめんください 
ホセ．サントス、山田一郎、

山田友子、マリア．サントス 
朋友、夫妻 

L8 そろそろ失礼します 
山田一郎、マリア．サントス、

ホセ．サントス、山田友子 
朋友、夫妻 

L9 残念です ミラー、木村 朋友 

L10 
チリソースはありま

せんか 

（兩段對話） 

1. ミラー、女の人 

2. ミラー、店員 

陌生人、服

務員—客人 

L11 これ、お願いします 

（兩段對話） 

1. 管理人、ワン 

2. ワン、郵便局員 

服務員—客

人 、 服 務

員—客人 

L12 
お祭りはどうでした

か 
ミラー、管理人 

服務員— 

客人 

L13 別々にお願いします 

（兩段對話） 

1. 山田、ミラー 

2. 店の人、ミラー、山田 

同事、服務

員—客人 

 

《大家的日本語》的角色身分及關係可由許多線索判斷。首先，可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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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2 和圖四-13《大家的日本語》的登場角色介紹表得知角色的背景。上

表四-9《大家的日本語》各課登場角色表中出場的角色皆為貫穿各課對話的

主要角色，登場角色介紹表亦有這些角色的介紹。其次，《大家的日本語》

每課對話都有與對話情境相關的圖片，圖片內繪出該課登場的角色與對話的

場景，以上資訊都有助判斷《大家的日本語》每課對話的角色的身分和關係。 

除了主要登場角色間的對話外，亦有主要角色在不同情境下與該場景的

陌生人的課文對話，比如在百貨公司與店員的對話（第 3 課〈これをくださ

い/請給我這個〉）、在車站與車站服務人員的對話（第 5 課〈甲子園へ行き

ますか/這是去甲子園的嗎？〉）、主角到商店購買東西與店員的對話（第 10

課〈チリソースはありませんか/有辣椒醬嗎？〉）以及去餐廳吃飯向餐廳店

員結帳買單的對話（第 13 課〈別々にお願いします/請各別結帳〉）等。從

這些對話的角色名稱身分，比如店員、管理人、郵便局員等，也可以清楚知

道非主要登場角色的身分為何。 

(三) 角色關係比較 

本研究根據表四-8 和表四-9 兩冊教材各課登場的角色關係，彙整出下

表四-10 華語及日語教材角色關係統計表，此表說明兩冊教材中各種角色關

係的次數統計以及佔教材所有角色關係之比例。 

表 四-10：華語及日語教材角色關係統計表 

 《實用視聽華語》 《大家的日本語》 

角色關係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服務員—客人 4 14.29% 8 40% 

夫妻 1 3.57% 2 10% 

父子 1 3.57% 0 0 

同事 0 0% 2 10% 

鄰居 0 0% 1 5% 

朋友 14 50% 4 20% 

陌生人 5 17.86% 3 15% 

不明 3 10.71% 0 0% 

總計 28 100% 2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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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上表資料製作下圖四-17《實用視聽華語》和《大家的日本語》

登場角色關係圖。 

 

圖 四-17：華語及日語教材角色關係百分比圖 

 

從上表四-10 可知《實用視聽華語》出現比例最高的角色關係為「朋友」

關係，佔 50%，其次為「陌生人」關係，佔 17.86%，第三位為「服務員—

客人」關係，佔 14.29%。不論從圖片、角色的名稱或對話場景皆無法推知

的「不明」關係，則有 10.71%。 

《大家的日本語》的對話則以「服務員—客人」角色關係為最多，佔所

有角色關係的 40%，其次為「朋友」關係，佔 20%，第三位為「陌生人」

關係，佔 15%。 

《實用視聽華語》出現的「父子」和「不明」兩種關係皆未出現在《大

家的日本語》中。「不明」的關係在《實用視聽華語》有 10.71%，而《大家

的日本語》則為 0%。《實用視聽華語》則未有《大家的日本語》中出現的

「同事」和「鄰居」關係。 

三、 小結 

本節從《實用視聽華語》和《大家的日本語》的整體角色設定、教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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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對角色設定的輔助以及每課對話的角色關係進行比較。 

從教材整體的角度來看，《實用視聽華語》的角色設定較為簡單，教材

中沒有對任何角色的說明及介紹，對話中的角色名稱也多以 A 和 B 稱之，

每課對話的圖片也未能給予對話的登場角色明確清楚的形象。雖然《實用視

聽華語》的角色設定較不明確，但仍可綜合對話的內容及對話的圖片得知 A

和 B 之間的角色關係。以角色設定與教材間的關連來看，《實用視聽華語》

每一課對話之間、語法練習和對話之間的角色也幾乎都沒有連貫關係。 

《大家的日本語》的角色架構較細膩，除了以圖四-12 和圖四-13 的「登

場角色介紹圖」介紹教材中出現的角色，每課對話出現的角色也列出清楚的

姓名，對話的下方也繪有與對話內容相關的圖片，這些都提供《大家的日本

語》的讀者了解課文對話中的角色身分和角色關係。以角色設定與教材間的

關連來看，《大家的日本語》課與課之間的角色形象具有連貫性。 

從課文對話出現的角色關係類型來看，《實用視聽華語》出現比例最高

的是「朋友」關係，其次為「陌生人」關係，第三位為「服務員—客人」關

係。《大家的日本語》的對話則以「服務員—客人」角色關係為最多，其次

為「朋友」關係，第三位為「陌生人」關係。兩冊教材出現的角色關係類型

相近，多為「朋友關係」、「服務員—客人關係」，但《實用視聽華語》的「朋

友」關係比例為《大家的日本語》的 2.5 倍，《大家的日本語》的「服務員—

客人」關係為《實用視聽華語》的 2.8 倍，兩冊教材課文對話出現的角色關

係類型的比例還是有所差異。另一方面，在《實用視聽華語》有 10.71%不

論從圖片、角色的名稱或對話場景皆無法推知的「不明」關係，而這類「不

明」關係在《大家的日本語》中則完全未出現。 

第四節 對話場景分析 

本研究的「對話場景」指的是課文對話發生的場所或地點，也就是Hymes

（1972）指的建構語境的「情景」。根據 Hymes 的「語境」架構，對話的「文

本內容」、「對話角色」（交際者）、「對話的場景」（情景）以及對話雙方背景

文化的「社會規約」等因素共同影響，語境的架構而有不同的面貌。本章第

一至三節已針對華語及日語教材課文對話的內容、對話角色設定、對話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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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和對話的圖片進行研究。對屬於高語境文化的中華文化和日本文化來說，

對話發生的「場景」亦會影響說話者的談話內容，因此本節比較《實用視聽

華語》和《大家的日本語》課文對話場景的特性，統計兩冊教材課文對話出

現的場景類型及數量，並且說明兩冊教材提供明確對話場景與未提供明確對

話場景的課文對話的數量及比例。 

一、 《實用視聽華語》 

《實用視聽華語》每課皆有 2 段對話，全冊共 24 段對話。下表四-11

為《實用視聽華語》各課對話場景表。參考下表可得知，除了未提供明確場

景的對話以外，另外有 6 種明確的對話場景，如電影院門口、商店、餐廳、

住家、待出售的房子、飯店櫃台等。 

表 四-11：《實用視聽華語》各課對話場景表 

 課名 對話場景 

L1 您貴姓？ 未提供、未提供 

L2 早，您好 未提供、未提供 

L3 我喜歡看電影 電影院、未提供 

L4 這枝筆多少錢？ 商店、餐廳 

L5 我家有五個人 未提供、未提供 

L6 我想買一個新照像機 商店、未提供 

L7 你的法文念得真好聽 未提供、未提供 

L8 這是我們新買的電視機 角色的家、未提供 

L9 你們學校在哪裡？ 未提供、待出售的房子 

L10 我到日本去了 未提供、未提供 

L11 你幾點鐘下課？ 未提供、飯店櫃台 

L12 我到外國去了八個多月 未提供、未提供 

 

二、 《大家的日本語》 

《大家的日本語》共有 13 課，其中幾課的對話切換不同的對話場景，

此類切換對話場景的課文對話則各別記作不同的對話。以此統計方式，《大

家的日本語》總計有 18 段對話。參考下表四-12《大家的日本語》的各課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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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場景表，可得知除了未提供明確場景的課文對話以外，共有 10 種明確的

對話場景，如公司、鄰居家門口、賣場（含商店）、電話中、車站、角色的

家、郵局、住家附近、餐廳等。 

表 四-12：《大家的日本語》各課對話場景表 

 課名 對話場景 

L1 初めまして 公司 

L2 ほんの気持ちです 鄰居家門口 

L3 これをください（兩段對話） 賣場 

L4 そちらは何時から何時までですか 電話中 

L5 甲子園へ行きますか（兩段對話） 車站 

L6 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不明 

L7 ごめんください 角色的家 

L8 そろそろ失礼します 角色的家 

L9 残念です 電話中 

L10 
チリソースはありませんか 

（兩段對話） 
商店附近、商店 

L11 これ、お願いします（兩段對話） 住家附近、郵局 

L12 お祭りはどうでしたか 住家附近 

L13 別々にお願いします（兩段對話） 公司、餐廳 

 

下表四-13 彙整《實用視聽華語》及《大家的日本語》出現的課文對話

場景類型以及數量。 

 

表 四-13：華語及日語教材對話場景統計表 

對話場景 《實用視聽華語》 《大家的日本語》 

未提供場景 17 1 

電影院門口 1 0 

公司 0 2 

鄰居家門口 0 1 

賣場（含商店） 2 3 

電話中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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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站 0 2 

住家 1 2 

商店附近 0 1 

住家附近 0 2 

郵局 0 1 

餐廳 1 1 

待出售房子 1 0 

飯店櫃台 1 0 

總計 24 18 

 

《大家的日本語》出現的明確對話場景有 10 種，較《實用視聽華語》

的 6 種來得多。另一方面，本研究將兩冊語言教材「提供場景」和「未提供

場境」的課文對話進行統計。根據統計，《實用視聽華語》未提供明確場景

的課文對話共有17個，佔 70.83%，提供明確的場景的對話有7個，佔 29.17%；

《大家的日本語》未提供場景的對話有 1 個，僅佔 5.56%，提供明確的場景

的對話則有 17 個，佔 94.44%。下圖四-20 為《實用視聽華語》和《大家的

日本語》「明確」與「不明確」對話場景的比例。 

 

圖 四-18：華語及日語教材對話場景設定比較 

 

29.17% 

70.83% 

94.44% 

5.56%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提供場景 未提供場景 

實用視聽華語 大家的日本語 



第四章 研究結果 

75 

綜上所述，《大家的日本語》除對話場景的種類較《實用視聽華語》來

得多，提供明確對話場景的課文比例亦較《實用視聽華語》來得高。 

三、 小結 

本節統計華語及日語兩冊語言教材課文對話的場景。《實用視聽華語》

中出現的對話場景有電影院、商店、住家等類型，《大家的日本語》則有公

司、賣場、郵局等對話場景。根據研究結果，《大家的日本語》課文對話的

場景種類較多，共有 10 種，而《實用視聽華語》僅有 6 種。另一方面，《實

用視聽華語》中，未提供明確場景的課文對話共有 17 個，提供明確場景的

課文對話僅有 7 個；《大家的日本語》未提供明確場景的課文對話共有 1 個，

提供明確對話場景的課文則有 17 個，《大家的日本語》提供明確的對話場景

設定的課文比例較《實用視聽華語》來得高。 

第五節 對話內容分析 

本節從「每課對話」中出現的「言語行為語對」比較《實用視聽華語》

和《大家的日本語》教材內容的異同。本節先對言語行為語對進行定義，接

著統計兩冊教材每課對話出現的「言語行為語對」和「言語行為」類型和數

量，最後綜合兩冊教材的課文對話內容特點進行討論。 

一、 言語行為語對定義及分類 

語言教材多以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習目標為綱，並以符合該階段程度的目

標詞彙和句型為範圍編寫課文對話，並在對話的內容加入文化或是語用、篇

章方面的資訊。在語言教材中，每課除教授詞彙及句型外，對話形式的課文

內容常套入在不同情境框架中使用的「情境用語」，比如問候用語、告別用

語、請求用語等情境用語。這些不同的情境用語具有功能性，因此可以從言

語行為的角度進行分析。 

本研究參考 Searle（1976）的言語行為分類（speech act categories）及

五類言語行為分類中的次類（參考表二-1），並結合會話分析的「話輪」及

「語對」的概念，統計教材課文對話出現的情境用語，本研究將這些情境用

語稱為「言語行為語對」。下表四-14 參考表二-1 Searle（1976）的言語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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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表，並列出 9 類在《實用視聽華語》與《大家的日本語》課文對話中實

際出現的言語行為語對，並說明各項言語行為語對的定義。 

表 四-14：華語及日語教材言語行為語對類型表 

言語行為

類型 
言語行為語對 說      明 

斷言或闡

述類 

評論用語 
對話雙方根據同一個主題的談論、評論，或

表述自己對這個主題的喜好。 

介紹用語 
自我介紹、對物品的介紹，或介紹朋友互相

認識的情境用語。 

表達類 

問候用語 
對話雙方見面時打招呼使用的程式化語言。

主要的功能是聯絡感情以及維繫人際關係。 

感謝用語 

當別人為自己提供幫助，或對自己表達善意

時，向對方致以感謝的話語。包含回應別人

感謝的答謝語。 

告別用語 
對話雙方道別時使用的程式化語言。主要的

功能是用來表示禮貌、維繫人際關係。 

歡迎用語 
當別人來拜訪自己時，對對方表示歡迎時所

使用的程式化語言。 

指示類 

邀請用語 
包含邀約用語以及邀約的回應語（同意或拒

絕）。 

詢問用語 

為補全資訊提出的問題。包含提出問題的詢

問用語，以及被詢問者對於這個問題提出的

解答或說明。 

請求語語對 請求用語及請求的回應語，包含同意或拒絕。 

 

二、 言語行為語對分析 

本節採用前一小節表四-14「言語行為語對」列表，統計華語及日語教

材課文對話出現的言語行為語對類型及數量。本研究的「言語行為語對分析」

以「一段課文對話」為統計單位，統計每一段對話中出現的「言語行為語對」

類型及數量。在同一段對話中，每項言語行為語對最多計次一次，重覆不另

列入統計。下文分別說明《實用視聽華語》及《大家的日本語》課文對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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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行為語對使用的類型及數量。 

(一) 《實用視聽華語》 

《實用視聽華語》第一冊全冊共十二課，每一課有 2 段對話，總計 24

段對話。下表說明《實用視聽華語》每課對話的句數、使用的言語行為語對

以及對話場景。 

表 四-15：《實用視聽華語》各課言語行為語對表 

 課名 對話句數 言語行為語對 

L1 您貴姓？ 6、7 
（一）介紹 

（二）介紹 

L2 早，您好 6、9 
（一）介紹、問候 

（二）問候、告別 

L3 我喜歡看電影 8、8 
（一）詢問、評論 

（二）詢問、評論 

L4 這枝筆多少錢？ 9、5 
（一）請求、詢問、感謝 

（二）詢問、請求、感謝 

L5 我家有五個人 12、6 
（一）詢問 

（二）問候、詢問、介紹 

L6 
我想買一個新照像

機 
12、7 

（一）詢問、評論、介紹、請求 

（二）詢問、評論 

L7 
你的法文念得真好

聽 
11、8 

（一）詢問、評論、請求 

（二）邀請、詢問、評論、感謝 

L8 
這是我們新買的電

視機 
9、10 

（一）詢問、評論 

（二）詢問、評論、感謝 

L9 你們學校在哪裡？ 12、14 

（一）詢問、評論 

（二）詢問、請求、介紹、評論、

感謝、告別 

L10 我到日本去了 14、8 
（一）詢問、評論 

（二）詢問、評論 

L11 你幾點鐘下課？ 9、12 
（一）詢問、邀請、告別 

（二）問候、詢問、請求、告別 

L12 
我到外國去了八個

多月 
10、10 

（一）問候、評論 

（二）詢問、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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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家的日本語》 

《大家的日本語》共 13 課，每課 1 段對話。《大家的日本語》其中第三、

五、七、十一和十三課課文對話切換不同的對話場景，此類切換對話場景的

課文對話則各別記作不同的對話。以此方式統計，《大家的日本語》總計有

18 段對話。下表說明《大家的日本語》每課對話的對話句數、使用的言語

行為語對以及對話發生的場景為何。 

表 四-16：《大家的日本語》各課言語行為語對表 

 課名 對話句數 言語行為語對 

L1 初めまして 4 介紹、問候 

L2 ほんの気持ちです 8 問候、介紹、感謝 

L3 
これをください 

（兩段對話） 
3、7 

（一）詢問、感謝 

（二）請求、詢問 

L4 
そちらは何時から何時までで

すか 
10 請求、詢問 

L5 
甲子園へ行きますか 

（兩段對話） 
7、3 

（一）詢問、感謝 

（二）詢問、感謝 

L6 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9 邀請 

L7 ごめんください 8 問候、歡迎、感謝 

L8 そろそろ失礼します 10 評論、感謝、告別 

L9 残念です 10 問候、邀請 

L10 
チリソースはありませんか 

（兩段對話） 
4、3 

（一）詢問、感語 

（二）詢問、感謝 

L11 
これ、お願いします 

（兩段對話） 
4、9 

（一）問候、詢問 

（二）請求 

L12 お祭りはどうでしたか 11 問候、感謝、評論 

L13 
別々にお願いします 

（兩段對話） 
5、7 

（一）邀請 

（二）請求 

(三)  華語及日語教材言語行為語對比較 

從表四-12 得知，《實用視聽華語》共 24 段對話，從每段對話選出的言

語行為語對共計有 61 項。參考表四-13，《大家的日本語》全冊十三課共 18

段對話，總計有 36 項言語行為語對。請參考下表四-14 和圖四-18《實用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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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華語》和《大家的日本語》課文對話所採用的言語行為語對的類型、使用

的次數、各項情境用語佔該冊教材所有言語行為語對的百分比，檢視兩冊語

言教材課文對話的言語行為語對使用狀況。 

表 四-17：華語及日語教材課文對話言語行為語對次數表 

言語行為 
言語行為 

語對 

《實用視聽華語》 《大家的日本語》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斷言或 

闡述類 

評論用語 13 21.31% 2 5.56% 

介紹用語 6 9.84% 2 5.56% 

表達類 

問候用語 5 8.20% 6 16.67% 

感謝用語 5 8.20% 9 25% 

告別用語 4 6.56% 1 2.78% 

歡迎用語 0 0 1 2.78% 

指示類 

邀請用語 3 4.92% 3 8.33% 

詢問用語 19 31.15% 8 22.22% 

請求用語 6 9.84% 4 11.11% 

 總計 61 100% 36 100% 

 

 

圖 四-19：華語及日語教材課文對話言語行為語對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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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四-17 及圖四-19 可得知「詢問用語」為《實用視聽華語》中使

用比例最高的言語行為語對，佔全冊的 31.15%，其次為「評論用語」，佔

21.31%，第三位為「介紹用語」和「請求用語」，各佔 9.84%。《大家的日本

語》課文對話使用的最多言語行為語對是「感謝用語」，佔 25%，其次為「詢

問用語」，佔 22.22%，第三位為「問候用語」，佔 16.67%。 

三、 華語及日語教材言語行為比較 

從 Searle 的言語行為分類的角度來看，Searle 將言語行為分為「斷言或

闡述類」、「表達類」、「指示類」、「宣告類」以及「承諾類」五大類。從上表

四-17 可知華語和日語兩冊語言教材的對話中僅使用到「斷言闡述類」、「表

達類」以及「指示類」三類言語行為。 

表 四-18：華語及日語教材課文對話言語行為統計表 

言語行為 
《實用視聽華語》 《大家的日本語》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斷言闡述類 19 31.15% 4 11.11% 

表達類 14 22.95% 17 47.22% 

指示類 28 45.90% 15 41.67% 

總計 61 100% 36 100% 

 

 

圖 四-20：華語及日語教材課文對話言語行為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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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表四-17 以及表四-18 的數據來看，《實用視聽華語》以「詢問用

語」所屬的「指示類」言語行為為最多，佔 45.90%，其次為「評論用語」

所屬的「斷言或闡述類」，佔 31.15%。至於《大家的日本語》則以「感謝用

語」和「問候用語」所屬的「表達類」的言語行為為多，佔 47.22%，其次

為「指示類」言語行為，佔 41.67%，而「斷言類」言語行為僅有 11.11%。 

四、 小結 

本節將 Searle 的言語行為分類結合會話分析的「話輪」、「語對」概念，

將 Hall（1976）的「情境用語」定名為「言語行為語對」，並設計表四-14

「華語及日語教材語言行為語對類型表」統計華語和日語教材課文對話中出

現的「言語行為語對」類型以及比例。根據研究結果，《實用視聽華語》以

「詢問用語」為最多，佔全冊的 31.15%，其次為「評論用語」，佔 21.31%，

第三位為「介紹用語」和「請求用語」，各佔 9.84%。《大家的日本語》使用

的最多的是「感謝用語」，佔 25%，其次為「詢問用語」，佔 22.22%，第三

位為「問候用語」，佔 16.67%。兩冊教材出現的言語行為語對的類型十分接

近，僅只有在《大家的日本語》佔 2.78%的「歡迎用語」未在《實用視聽華

語》中出現。以 Searle 的五類言語行為分類來看，《實用視聽華語》以「詢

問用語」所屬的「指示類」言語行為為最多，佔 45.90%，其次為「評論用

語」所屬的「斷言或闡述類」，佔 31.15%。至於《大家的日本語》以「感謝

用語」和「問候用語」所屬的「表達類」的言語行為為多，佔 47.22%，其

次為「指示類」言語行為，佔 41.67%，而「斷言類」言語行為僅有 11.11%。 

下一節將綜合本章第二至五節的研究結果，選出兩冊教材出現比例較高

的「詢問用語」和「感謝用語」，以及兩冊教材具有相同主題的「介紹用語」

與「評論用語」四種言語行為語對的課文內容，以質化的角度檢視華語和日

語教材內容上的差異。 

第六節 課文質化分析 

「詢問用語」和「感謝用語」分別為《實用視聽華語》和《大家的日本

語》出現比例最高的語言行為語對。另外，兩冊教材皆有屬於介紹用語的「自

我介紹」和「介紹朋友認識」類型的課文，以及以「旅行」為主題的評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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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的課文。本節先以本章第五節「言語行為語對分析」的結果為綱，選出兩

冊教材出現「詢問用語」、「感謝用語」兩類言語行為語對的課文，從教材全

冊的角色設定、角色關係、圖片特性以及對話場景進行綜合性的分析，並討

論華語和日語教材在課文內容上的異同。本節第三、四小節比較兩冊教材出

現「自我介紹」、「介紹朋友認識類」（介紹用語），以及以「旅行」（評論用

語）為主題的課文進行課與課的對比。 

一、 詢問用語 

「詢問用語」為兩冊教材出現比例皆較高的言語行為語對，在《實用視

聽華語》佔 31.15%，《大家的日本語》佔 22.22%。本小節以「詢用用語」

為綱，列出兩冊教材出現「詢問用語」的課文，並比較出現「詢問用語」的

課文中的角色關係以及對話的場景。 

(一) 《實用視聽華語》 

《實用視聽華語》中詢問用語使用比例為全冊最高，佔《實用視聽華語》

課文對話中所有的言語行為語對的 31.15%。《實用視聽華語》中使用詢問用

語的有第四課〈這枝筆多少錢？〉第一段對話、第五課〈我家有五個人〉第

一段對話、第六課〈我想買一個新照像機〉等 14 段課文對話。下表四-19

列出《實用視聽華語》出現「詢問用語」的課名、對話場景以及角色關係。 

表 四-19：《實用視聽華語》「詢問用語」課文列表 

 課名 對    話 對話場景 角色關係 

L3 我喜歡看電影 兩段對話 電影院、不明 
朋友 

不明 

L4 
這 枝 筆 多 少

錢？ 
兩段對話 商店、餐廳 

服務員—客人、服

務員—客人 

L5 我家有五個人 兩段對話 不明、不明 
朋友 

朋友、父子 

L6 
我想買一個新

照像機 
兩段對話 商店、不明 

服務員—客人 

不明 

L7 
你的法文念得

真好聽 
兩段對話 不明、不明 

朋友 

朋友 

L8 這是我們新買 兩段對話 角色的家、不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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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電視機 明 朋友 

L9 
你們學校在哪

裡？ 
兩段對話 

不明、待出售

的房子 

不明 

陌生人 

L10 我到日本去了 兩段對話 不明、不明 
朋友 

朋友 

L11 
你 幾 點 鐘 下

課？ 
兩段對話 

不明、飯店櫃

台 

朋友 

服務員—客人 

L12 
我到外國去了

八個多月 
第二段對話 不明 朋友 

 

《實用視聽華語》出現「詢問用語」的課文有商店、不明、待出售的房

子、電影院、角色的家及飯店櫃台等對話場景。課文對話場景為「不明」者

共有 12 段，為「商店」者有 2 段，其他各項各為 1 段。詢問用語類課文出

現的角色的關係有服務員—客人關係、朋友、陌生人以及不明關係，出現「朋

友」關係有 11 段對話，「服務員—客人」關係則有 4 段對話，不明關係有 3

段對話，陌生人關係則只有 1 段對話。 

下文節錄第四課〈這枝筆多少錢？〉第一段對話的詢問用語的例子，該

課的對話場景為「商店」，角色關係為「服務員—客人」。 

(18) A：先生，您要買什麼？ 

B：我要買筆。 

A：我們有很多筆，您喜歡哪種？ 

B：這種筆很好看，多少錢一枝？ 

A：七毛四分一枝，您要幾枝？ 

B：我要兩枝，兩枝多少錢？ 

A：兩枝一塊四毛八。 

下文節錄第五課〈我家有五個人〉第一段對話的詢問用語的例子，該課

的對話場景為「不明」，角色的關係為「朋友」。 

(19) A：這是你爸爸媽媽的像片嗎？ 

B：是啊。 

A：你爸爸是老師嗎？ 

B：對，他是英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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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這張呢？這是你哥哥還是你弟弟？ 

B：是我哥哥，我沒有弟弟。 

A：這兩個女孩子都是你姐姐嗎？ 

B：不，這個是我姐姐，這個是我姐姐的朋友。 

(二) 《大家的日本語》 

《大家的日本語》使用詢問用語的對話共有 8 段，佔 22.22%，為教材

全冊的第二位。下表四-20 列出《大家的日本語》出現「詢問用語」的課文

名稱，課文出現的對話場景和角色關係。 

表 四-20：《大家的日本語》「詢問用語」課文列表 

 課    名 對    話 對話場景 角色關係 

L3 これをください 
第一段對話 商店（賣場） 服務員－客人 

第二段對話 商店（賣場） 服務員－客人 

L4 
そちらは何時から何

時までですか 
第一段對話 電話中 服務員－客人 

L5 甲子園へ行きますか 
第一段對話 車站 陌生人 

第二段對話 車站 服務員－客人 

L10 
チリソースはありま

せんか 

第一段對話 商店附近 陌生人 

第二段對話 商店 服務員－客人 

L11 これ、お願いします 第一段對話 住家附近 服務員－客人 

 

《大家的日本語》詢問用語類課文的對話場景有商店、電話中、車站、

住家及商店附近，課文對話場景為「商店」者有 3 段，「車站」有 2 段，剩

下三項各為 1 段。《大家的日本語》詢問用語類課文出現的角色的關係僅有

「服務員—客人」關係以及「陌生人」關係。「服務員—客人」關係有 6 段

對話，「陌生人」關係則有 2 段對話。以下例子摘自第四課〈そちらは何時

から何時までですか/從幾點營業到幾點？〉，來自印尼的女學生カリナ

（Karina）撥電話到美術館詢問美術館的營業時間。 

(20) 美術館の人：はい、やまと美術館です。 

カリナ：すみません、そちらは何時から何時までですか。 

美術館の人：9 時から 4 時まで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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カリナ：休みは何曜日ですか。 

美術館の人：月曜日です。 

カリナ：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翻譯： 

美術館的人：Yamato 美術館，你好。 

Karina：不好意思，請問你們從幾點營業到幾點？ 

美術館的人：從 9 點到 4 點。 

Karina：星期幾休息呢？ 

美術館的人：星期一。 

Karina：非常謝謝你！ 

(三) 討論 

「詢問用語」為華語及日語教材使用比例較高的言語行為語對類型，然

而從對話角色關係設定及對話場景來看，兩冊教材使用詢問用語的課文內容

有所不同。 

從角色的關係來看，《實用視聽華語》詢問用語的對話多出現在「朋友」

關係和「服務員－客人」關係中；《大家的日本語》的詢問用語則僅出現在

「服務員—客人」和「陌生人」關係。 

從出現「詢問用語」的課文的對話場景來看，《實用視聽華語》未提供

明確場景的課文共有 10 段，其次為「商店」的 2 段。《大家的日本語》出現

「詢問用語」的課文對話，則皆為明確的場景，對話場景為「商店」者有 3

段，其次為「車站」的 2 段。將角色關係結合對話場景來看，《大家的日本

語》出現「詢問用語」，同時角色關係為「服務員－客人」關係的課文對話，

發生的場景皆為公開的場合，如賣場、車站和商店。《實用視聽華語》「詢問

用語」的課文對話，也出現了「服務員－客人」關係，亦發生在明確公開的

對話場景中，比如在商店及飯店的櫃台。《實用視聽華語》出現「朋友」關

係的「詢問用語」課文對話，則有 8 段出現在不明確的場景。 

從上文可以知《大家的日本語》的「詢問用語」多出現在「公開場合」

的對話當中，對話中所詢問的內容也與該課的對話場景相關。出現在「公開

場合」的「詢問用語」的課文對話，也都與「服務員—客人」關係共同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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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實用視聽華語》也有出現「朋友」關係的「詢問用語」課文，

此類課文則多不提供明確的對話場景，課文對話中詢問的內容也較為廣泛，

為與對話雙方的個人資訊有關的問答。 

二、 感謝用語 

「感謝用語」為《大家的日本語》出現比例最高的言語行為語對，約佔

25%，《實用視聽華語》則佔 8.20%。本小節說明《實用視聽華語》及《大

家的日本語》出現「感謝用語」的課文的對話場景以及角色關係。 

(一) 《實用視聽華語》 

《實用視聽華語》全冊出現 5 次感謝用語，佔 8.20%。如第四課〈這枝

筆多少錢？〉、第七課〈你的法文念得真好聽〉、第八課〈這是我們新買的電

視機〉以及第九課〈你們學校在哪裡？〉等課的對話。下表四-21 為《實用

視聽華語》出現「感謝用語」的各課課名、角色關係及對話場景。 

表 四-21《實用視聽華語》「感謝用語」課文列表 

 課名 言語行為語對 對話場景 角色關係 

L4 這枝筆多少錢？ 第一、二段對話 商店、餐廳 

服務員—客

人、服務員—

客人 

L7 
你的法文念得真好

聽 
第二段對話 不明 朋友 

L8 
這是我們新買的電

視機 
第二段對話 不明 朋友 

L9 你們學校在哪裡？ 第二段對話 待出售房子 陌生人 

 

《實用視聽華語》課文對話「感謝用語」出現的比例較低，並使用在「商

店」、「賣場」及「待出售的房子」等較為公開的對話場景中。而在「感謝用

語」類課文對話出現的角色關係有「陌生人」、「朋友」及「服務員—客人」

三類。 

《實用視聽華語》第四課〈這枝筆多少錢？〉兩段對話都是服務員與客

人的對話，服務員為客人提供商品的介紹等服務之後，客人再向服務員道謝。

第七課〈你的法文念得真好聽〉的第二段對話，角色 A 邀請角色 B 去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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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段對話的最後，角色 B 使用「感謝用語」向角色 A 道謝。第八課〈這

是我們新買的電視機〉的第二段對話，角色 A 評論角色 B 畫的畫兒很好看，

角色 B 以「感謝用語」向角色 A 道謝。第九課〈你們學校在哪裡？〉的第

二段對話，其中角色 A 是看房子的人，角色 B 為帶看房子的人。角色 B 為

角色 A 介紹房子的環境，結尾時角色 A 向角色 B 道謝。以下例句摘自第七

課〈你的法文念得真好聽〉的第二段對話。 

(21) A：小張，我想請你吃飯。 

B：好啊。 

A：你喜歡吃中國菜還是法國菜？ 

B：兩個我都喜歡。 

A：你也喜歡喝酒嗎？ 

B：喜歡，可是我只能喝一點兒。 

A：好，我請你吃中國菜，喝法國酒。 

B：那太好了！謝謝！謝謝！ 

(二) 《大家的日本語》 

「感謝用語」是《大家的日本語》使用比例最高的言語行為語對，全冊

使用 9 次「感謝用語」，佔 25%。比如第二課〈ほんの気持ちです/一點小

心意〉、第三課〈これをください/請給我這個〉、第五課〈甲子園へ行きま

すか/去甲子園嗎？〉、第七課〈ごめんください/有人在家嗎？〉等七課對

話。下表四-22 為《大家的日本語》出現「感謝用語」的各課課名、各課的

角色關係及對話場景。 

表 四-22：《大家的日本語》「感謝用語」課文列表 

 課   名 對    話 對話場景 角色關係 

L2 ほんの気持ちです 第一段對話 鄰居家門口 鄰居 

L3 これをください 第一段對話 賣場 
服務員—客

人 

L5 
甲子園へ行きます

か 
第一、二段對話 車站 

陌生人、服務

員—客人 

L7 ごめんください 第一段對話 角色的家 
朋、夫妻、陌

生人 

L8 
そろそろ失礼しま

す 
第一段對話 角色的家 朋友、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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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0 
チリソースはあり

ませんか 
第一、二段對話 

商店附近、商

店 

陌生人、服務

員—客人 

L12 
お祭りはどうでし

たか 
第一段對話 住家附近 

服務員—客

人 

 

由於《大家的日本語》的課文對話場景多為公開場合，出現「感謝用語」

的課文對話場境也多為公開場合，比如「車站」、「商店」、「鄰居家門口」，

或是出現在「拜訪朋友家」主題的課文中。《大家的日本語》的「感謝用語」

類課文對話出現的角色關係以「服務員—客人」和「陌生人」的關係為多，

各出現 4 次。 

《大家的日本語》第二課〈ほんの気持ちです/一點小心意〉，對話中サ

ントス（Santos）送鄰居山田一郎見面禮，因此山田一郎向對話中サントス

（Santos）道謝。第十二課ミラー（Miller）參加京都的祭典，帶紀念品給

社區管理員，管理員因此向ミラー（Miller）道謝。第三課和第十課的對話

場景在賣場，賣場的服務人員向顧客提供服務，顧客最後向服務人員道謝。 

以下例子（22）到（24）摘自第五課〈甲子園へ行きますか/去甲子園

嗎？〉的對話，來自巴西的外籍人士サントス（Santos）到車站向車站的站

務人員、路上的陌生人詢問搭乘電車到甲子園的訊息，每小段對話的最後サ

ントス（Santos）都向提供協助的對象致上謝意。 

(22) サントス：すみません。甲子園までいくらですか。 

女の人：350 円です。 

サントス：350 円ですね。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女の人：どういたしまして。 

譯： 

Santos：不好意思。到甲子園要多少錢？ 

女人：350 元。 

Santos：350 元啊。謝謝你。 

女人：不客氣。 

 

(23) サントス：すみません。甲子園は何番線ですか。 

駅員：5 番線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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サントス：どうも。 

譯： 

Santos：不好意思。去甲子園是搭幾號線？ 

車站人員：5 號線。 

Santos：謝謝。 

 

(24) サントス：あのう、この電車は甲子園へ行きますか。 

男の人：いいえ。次の「普通」ですよ。 

サントス：そうですか。どうも。 

譯： 

Santos：那個，這列電車可以到甲子園嗎？ 

男人：不是，下一班「普通」才是。 

Santos：這樣啊。謝謝。 

(三) 討論 

感謝用語屬於 Searle 言語行為分類中「表達類」的言語行為，說話者以

客觀事實表示自己的心理狀態、對某事物的態度，或向對方傳達自己的感覺。

華語及日語教材皆有「感謝用語」類的課文對話，這類對話的場景也幾乎都

出現在公開場合，比如在賣場或商店裡購物的顧客為表現對服務人員的謝意，

或是在收到禮物或受邀的情境中使用。出現「感謝用語」、「提供服務與協助」

以及「送禮」等對話情節，也反映中華文化和日本文化皆重視維繫人際關係

的文化特點。 

三、 介紹用語 

《實用視聽華語》及《大家的日本語》皆為初級零起點程度的語言教材，

也都有以「自我介紹」和「介紹朋友認識」為主題的「介紹用語」類課文對

話，本小節比較兩冊教材這兩類主題的課文對話，說明對話場景、角色關係

以及對話的潛在內涵等方面的異同。 

(一) 自我介紹 

本研究選用的兩冊語言教材程度皆為初級，由於針對語言初學者，因此

兩冊初級語言教材都有「自我介紹」類型的課文。以本研究「言語行為語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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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類，以「自我介紹」為主題的課文歸類在「介紹用語」類言語行為語對

中，如《實用視聽華語》第一課〈您貴姓？〉的兩段課文對話以及《大家的

日本語》第二課〈ほんの気持ちです/一點小心意〉，都是以「自我介紹」為

主題的「介紹用語」類課文對話。本小節比較這兩課課文內容和該課補充的

文化註解，並說明華語及日語教材課文內容的潛在文化內涵差異。 

表 四-23：「自我介紹」類課文內容對比 

 《實用視聽華語》 《大家的日本語》 

課名 第一課〈您貴姓？〉 
第二課〈ほんの気持ちです/

一點小心意〉 

對話場景 不明 鄰居家門口 

角色 
（一）李大衛、王先生 

（二）李愛美、王珍妮 
サントス（Santos）、山田一郎 

角色關係 初次見面的兩個人 剛認識的鄰居 

內容摘要 

對剛認識的人自我介紹，介

紹自的名字以及來自什麼國

家。 

サントス（Santos）搬到新社

區，和鄰居山田一郎打聲招

呼，介紹自己的名字並送見面

禮給鄰居。 

對話潛在

文化內涵 

自我介紹時，除了自己的姓

名，還得告訴對方自己來自

什麼國家。 

搬到新的住所，不但要和附近

的鄰居打招呼，還要送禮，並

請對方多多關照。 

文化註解 
中文的姓氏在頭銜（title）的

前面。 
無文化註解單元。 

 

以下為《實用視聽華語》第一課〈您貴姓？〉第一段對話的例子。 

(25) 李先生：先生，您貴姓？ 

王先生：我姓王，您貴姓？ 

李先生：我姓李，叫大衛。 

王先生：李先生，您好。 

李先生：您好。您是美國人嗎？ 

王先生：不是，我是英國人。 

從教材的「自我介紹」類課文可以觀察到，對不同文化而言，初次見面

的兩個人在自我介紹時應該互相交流的訊息為何。《實用視聽華語》的課文

內容呈現除了自己的姓名外，也需說明自己是來自哪個國家。教材傳達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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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來自哪個國家」是華語自我介紹時需提供的訊息。本課的主要生詞

也教授「美國」、「英國」、「台灣」、「中國」以及「日本」等國家的名稱，讓

學習者可以代換本課的句型使用。《實用視聽華語》的「自我介紹」類課文

未提供明確的對話場景，這也暗示對華語而言，自我介紹的形式並不受限於

任何對話的場景之下。 

《大家的日本語》的自我介紹課文場景則在主角サントス（Santos）的

鄰居家門口。外籍人士サントス（Santos）搬到日本，帶著伴手禮去向鄰居

山田一郎自我介紹，並請鄰居多多照顧。在本課中，亦教授「これからお世

話になります」（今後還請您多多關照）、「ほんの気持ちです」（只是一點心

意）、「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非常謝謝你）以及「こちらこそよ

ろしく」（哪裡哪裡，請多關照）等日語的自我介紹慣用語。從課文的文化

內涵來看，本課的內容展現出日本文化的客氣和多禮，即使是外籍人士搬新

家，也勿忘拜訪鄰居和送禮的禮節。 

最後，從兩冊教材自我介紹類課文的「課名」來看，《實用視聽華語》

為「您貴姓？」，而《大家的日本語為》「ほんの気持ちです」（一點小心意）。

兩課的課名都是自我介紹中可能會說的話，但《實用視聽華語》的課名為「詢

問句型」，較訊息取向，《大家的日本語》則是送禮給他人時，表達謙虛、客

氣的「表達類」用語，同樣是以「自我介紹」為主題，課名的不同也呈現出

中華文化和日本文化較為不同的文化意識。 

(二) 介紹朋友認識 

在課文對話中介紹不認識的朋友們互相認識，也是初級華語及日語教材

都有的一類課文主題，本研究將這一類課文歸類在「介紹用語」類的言語行

為語對中。比如《實用視聽華語》第二課〈早，您好〉的第一段課文，張先

生介紹太太和在路上巧遇的朋友趙小姐互相認識；《大家的日本語》第一課

〈初めまして/初次見面〉山田一郎向佐藤介紹來自美國的新同事ミラー

（Miller），這兩課對話都是以「介紹朋友認識」為主題。下表四-24 比較華

語及日語教材「介紹朋友認識」2 課課文內容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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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24：「介紹朋友認識」類課文內容對比 

 《實用視聽華語》 《大家的日本語》 

課名 第二課〈早，您好〉 
第一課〈初めまして/ 

初次見面〉 

對話場景 不明 公司 

角色 趙小姐、張先生、張太太 佐藤、山田、ミラー（Miller） 

角色關係 朋友、夫妻、陌生人 同事、陌生人 

內容摘要 

趙小姐遇到張先生和太太。

張先生介紹太太和趙小姐認

識。 

山 田 介 紹 新 同 事 ミ ラ ー

（Miller）給佐藤認識。 

對話潛在

文化內涵 

介紹朋友認識的用語、招呼

用語。 

公司情境的自我介紹、平輩間

的自我介紹用語。 

由於主角ミラー（Miller）是

外國人，自我介紹時亦介紹自

己來自什麼國家。 

文化註解 

常見的招呼語「你好啊！」、

「你好！」、「你好嗎？」 

回應用語：「是啊！」 

無文化註解單元。 

 

兩冊教材「介紹朋友認識」主題課文所使用的對話場景、角色關係、課

文詞群、補充的文化註解都有所不同。《實用視聽華語》第二課〈早，您好〉

課文未提供明確的對話場景，可能是在路上或是其他地方與朋友巧遇時發生

的對話，對話的內容先是趙小姐和張先生巧遇，互相打過招呼後，張先生把

自己的太太介紹給趙小姐認識，出現的角色關係有「朋友」、「夫妻」以及「陌

生人」。《大家的日本語》第一課〈初めまして/初次見面〉的對話場景為「公

司」，角色佐藤和山田先打過招呼後，山田再把來自美國的新同事ミラー

（Miller）介紹給佐藤認識，角色之間的關係有「同事」以及「陌生人」。 

這兩課教授的詞彙也有所不同，《實用視聽華語》的第二課〈早，您好〉

教授問候用語「早」、「好久不見」、「謝謝」，以及告別用語「再見」等表達

類用語。《大家的日本語》在這一課所教授的詞彙則有國家名稱詞群，如美

國、英國、中國、巴西等 11 個國家的名稱，職業名稱詞群，如先生（老師）、

会社員（公司職員）、医者（醫生）、社員（～公司的職員）等，還有學校及

幾個虛構的公司名稱的說法，比如さくら大学/富士大学（櫻花大學/富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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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パワー電気（動力電器）、AKC（AKC 研究所）等。《大家的日本語》

第一課〈初めまして/初次見面〉還教授日文的自我介紹的慣用語，如「お

名前は？」（您貴姓？）、「はじめまして」（初次見面）、「どうぞよろしく」

（請多關照）、「こちらは～さんです」（這位是～先生/小姐）、「失礼ですが」

（冒昧請問一下）、「～から来ました」（我從～來）等。 

(三) 討論 

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問候語是兩冊初級語言教材在「介紹用語」類課文中

教授的內容。從兩冊初級語言教材的「介紹用語」類課文中教授的生詞詞群

來看，兩冊語言教材都教授國家名稱的說法，《大家的日本語》也補充職業

名稱的詞群和介紹自己的公司的說法。 

四、 評論用語 

本研究定義的「評論用語」為 Searle 言語行為類型中的「斷言或闡述」

一類，表示對話中的角色對特定人事物所做的評述或是自己的看法，比如「我

覺得…」、「我喜歡…」等。 

《實用視聽華語》課文對話中，「評論用語」的出現比例為 21.31%，為

全冊教材的第二位。《實用視聽華語》使用「評論用語」的主題內容有喜歡

什麼(電影/汽車)、旅行的心得等。《大家的日本語》課文對話採用評論用語

則不高，為 5.56%。本研究選用兩冊教材以「旅遊」為主題的「評論用語」

類課文各一課進行比較，如《實用視聽華語》第十課〈我到日本去了〉的第

一段對話以及《大家的日本語》第十二課〈お祭りはどうでしたか/祭典怎

麼樣？〉。下表四-25 為《實用視聽華語》及《大家的日本語》的「旅行類

評論用語」課文對話內容的比較表。 

表 四-25：「旅行類評論用語」課文對話內容對比 

 《實用視聽華語》 《大家的日本語》 

課名 
第十課〈我到日本去了〉 

第一段對話 

第十二課〈お祭りはどうでし

たか/祭典怎麼樣？〉 

對話場景 不明 住家附近 

角色 A、B ミラー（Miller）、管理人 

角色關係 朋友 服務員－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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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B 去了日本玩，A 和 B 討論

到日本玩的目的、搭乘的交

通工具、飛機票好不好買、

玩得開不開心等內容。 

美國人ミラー（Miller）去京

都參加祇園祭，帶土產回來送

給社區的管理員，並向管理員

分享旅行的心得。 

對話潛在

文化內涵 
 

出去旅行要帶土產給朋友或

身邊的人。 

 

《實用視聽華語》和《大家的日本語》都有以「旅行」為主題的「評論

用語」類課文，但課文內容則有所不同。在《實用視聽華語》第十課〈我到

日本去了〉對話中，角色除評論自己去日本的旅行心得、玩得怎麼樣以外，

還討論和誰一起去旅行、怎麼去的（搭乘的交通工具）、去日本的人多不多、

飛機票難不難買等內容。《大家的日本語》第十二課〈お祭りはどうでした

か/祭典怎麼樣？〉的課文對話內容為美國人ミラー（Miller）去京都參加祇

園祭，回來之後帶土產送給社區的管理員，並向管理員分享旅行的心得。ミ

ラー（Miller）表示祇園祭很有意思，而且很多的外國人，自己也拍了很多

的照片，覺得有點累。《實用視聽華語》的內容較為訊息導向，而《大家的

日本語》表達較多自己對於旅行的心得。 

五、 小結 

本節從本章第四節的言語行為語對的分類結果出發，選擇「詢問用語」、

「感謝用語」、「自我介紹」和「介紹朋友認識」兩類「介紹用語」、以「旅

行」為主題的「評論用語」，以質化的方式討論兩冊語言教材這幾類課文內

容和單元結構的異同。 

《實用視聽華語》使用「詢問用語」的比例較高，且課文對話多未提供

明確對話場景，此類課文的角色關係亦多為「朋友」關係。《大家的日本語》

則多使用在「商店」的對話情境，並與「服務員—客人」關係一同使用。 

「感謝用語」是《大家的日本語》最多的言語行為語對，全冊共出現 9

次，佔所有言語行為語對的 25%。《實用視聽華語》全冊共出現 5 次感謝用

語，佔 8.20%。《實用視聽華語》的感謝用語出現在商店、賣場等公開的對

話場景，也多與陌生人、朋友、服務員—客人等角色關係共同出現。《大家

的日本語》的「感謝用語」亦多出現在公開場合，比如車站、商店等。兩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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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感謝用語」的角色關係皆以服務員—客人、陌生人的關係為多，比如

向服務人員表達謝意、感謝朋友送禮給自己，或是回應朋友對自己的正面評

論等內容。 

華語及日語兩冊語言教材皆有以「自我介紹」和「介紹朋友認識」為主

題的「介紹用語」。教材教授的「自我介紹」用語，傳達不同文化在初次見

面時需提供給對方的訊息內容的文化意識。《實用視聽華語》的「自我介紹」

課文除介紹自己的「姓氏」和「名字」之外，還需告知對方自己是來自什麼

「國家」。《大家的日本語》的自我介紹課文，說明如何介紹自己的姓名，以

及介紹自己的用語。另外，《大家的日本語》的「自我介紹」類課文的場景

為鄰居家門口，課文對話提醒讀者得留意搬家到日本時所需注意的禮節，除

了要拜訪鄰居、向鄰居做自我介紹，還要帶上見面禮以示自己的心意。 

《實用視聽華語》使用「評論用語」的比例為全冊教材的第二位，佔

21.31%，《大家的日本語》使用的比例則為 5.56%。《實用視聽華語》和《大

家的日本語》皆有以「旅行」為主題的「評論用語」類課文，但內容有所不

同。在《實用視聽華語》中，角色評論自己的旅行心得，討論和誰一起去、

怎麼去的（搭乘的交通工具）、去的人多不多、飛機票難不難買等內容訊息。

《大家的日本語》則為美國人ミラー（Miller）向社區管理員分享去京都參

加祇園祭的心得，並帶伴手禮送給社區的管理員。《大家的日本語》的角色

ミラー（Miller）帶伴手禮給社區管理員的對話情節，表現日本文化多禮的

特質。



初級華語及日語教材文化意識研究 

96 

  



第五章 研究討論 

97 

第五章 研究討論 

本章統合第四章的研究結果，討論華語及日語教材所反映的文化意識。

下文分別從集體主義、主體意識與客體意識、不確定性迴避指數以及人際關

係取向幾個面向說明日語和華語教材反映的文化意識。 

第一節 集體主義 

根據 Hofstede（2007）的研究，日本文化和中華文化皆具有集體主義的

特質。集體主義認為人們從屬在一個團體或組織當中，傾向對團體及社會組

織形成一種感情依賴。集體主義的人們對自己所屬的群體具有責任，需服從

群體的指示；而群體亦需為其中的個體提供經濟或情感上的保護。重維持人

際的「和諧」以及是能否符合所屬群體的期望等。下文說明從華語及日語教

材中呈現的集體主義的異同。 

一、 《實用視聽華語》的集體主義 

本研究第二章文獻探討指出中華文化具有集體主義的特質，並且以「家

族主義」為其核心。從教材的角色關係來看，《實用視聽華語》出現了「父

子」以及「夫妻關係」兩種「親屬關係」，兩種關係各出現一次，各佔所有

角色關係的 3.57%，親屬關係之百分比則為 7.14%。《實用視聽華語》第五

課〈我家有五個人〉第二段課文對話為「父子」之間的對話，兒子向父親介

紹自己的朋友認識。第二課〈早，您好〉的第一段對話為一對夫妻巧遇丈夫

的朋友，丈夫將太太介紹朋友認識的對話。《實用視聽華語》的角色關係「具

有共知資訊」的「朋友關係」為多，親屬間的關係也有「具有共知資訊」的

特點，但《實用視聽華語》的課文多未提供明確的對話場景，因此也無法判

定這些「朋友關係」中，是否有關係親密度更進一層的親屬關係。 

從教材的對話場景來看，《實用視聽華語》中只有第八課〈這是我們新

買的電視機〉的對話場景出現「角色的家」，與「家庭」有關係，其他的課

文對話多未提供明確的對話場景。 

從教授的詞彙來看，初級程度語言教材《實用視聽華語》在第五課〈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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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五個人〉介紹親屬稱謂的詞群，比如爸爸、媽媽、哥哥、姐姐、弟弟、

妹妹等。胡文仲（1999）指出中華文化可以以親屬稱謂稱呼非親屬，《實用

視聽華語》第五課的「文化註解」（Note）單元，也呈現出這種文化現象。「文

化註解」首先介紹「伯伯」一詞是對父親的哥哥的稱呼，但也可以稱呼雙親

的男性友人或其他男性的親戚為「伯伯」。其次，說明「阿姨」是對媽媽的

姐妹的稱呼，但亦可以稱呼雙親的女性友人為「阿姨」。以上兩點是《實用

視聽華語》的「文化註解」（Note）單元與「家庭」文化較為有關的內容。 

《實用視聽華語》第一課〈您貴姓？〉以「自我介紹」為主題，從這類

課文可以了解對不同文化而言，初次見面的雙方自我介紹時應該互相交流的

訊息為何。在《實用視聽華語》第一課〈您貴姓？〉的課文對話中，自我介

紹時，除了需要告知對方自己的姓名外，也需說明自己來自哪個國家，「哪

國人」、「來自哪個國家」是華語自我介紹時需提供的訊息。對於「國家」的

認同，也是《實用視聽華語》中所展現的一項集體主義特點。 

雖許多文獻皆指出中華文化具有「家族主義」的特點，然華語教材《實

用視聽華語》在結構上和內容上皆不凸顯家族主義的特點。這與《實用視聽

華語》課文對話具有較多朋友關係與不明確的角色關係，以及課文多未提供

對話場景有關。本研究的「角色分析」設定「具有共知資訊的雙方」為「朋

友關係」，然而，「親屬關係」也可能是有共知資訊的兩個人，但由於《實用

視聽華語》角色關係設定得不夠明確，可能其中有的角色為「親屬關係」但

無法從課文內容中判斷出來。因為角色關係及對話場景的不明確，無法了解

課文對話是否發生在親屬之間或是在家庭的場景之下，也較不易從《實用視

聽華語》的課文對話中看出教材所反映的家族主義。 

二、 《大家的日本語》的集團主義 

《大家的日本語》的全冊登場角色表清楚規範教材中每個角色的身分，

並說明角色之間的關係。從角色形象的刻畫來看，第四章圖四-12 及圖四-13

全冊登場角色表（非每課課文對話的角色關係）可以看到《大家的日本語》

的角色之間以「同事關係」進行連結。教材對每個角色的說明，除了姓名、

國籍外，角色所屬的單位也是一項重點，比如ミラー（Miller）是 IMC 的社

員、シュミット（Schmit）是パワー電気（Power 電器公司）的工程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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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幾點可以觀察到日本文化重視每個人的「身分」、「所屬集團」之「集

團主義」的特點。 

若以課文對話的角色關係來看，《大家的日本語》課文對話中出現的同

事關係則佔 10%，如第一課的〈初めまして/初次見面〉及第十三課〈別々

にお願いします/請各別結帳〉的課文角色關係都是同事關係。 

從課文對話的場景來看，《大家的日本語》的課文也有以「公司」為主

要場景的對話，如第一課的〈初めまして/初次見面〉，本課的對話內容為山

田向同事佐藤介紹來自美國的新社員ミラー（Miller）。下圖五-1 為第一課

的〈初めまして/初次見面〉的課文對話圖片，這一課的圖片背景為日本的

公司，圖中左方的日本人佐藤向ミラー（Miller）鞠躬問好，而美國人ミラ

ー（Miller）則是向佐藤伸出手握手。第十三課〈別々にお願いします/請各

別結帳〉也是以「公司」為場景的一則課文對話，對話中角色山田在上班的

休息時間邀約同事ミラー（Miller）中午一起去吃午餐。 

 

圖 五-1《大家的日本語》圖片：課文對話 

摘自第一課的〈初めまして/初次見面〉 

本研究第四章第六節對《大家的日本語》的「介紹用語」類課文進行質

化分析。《大家的日本語》的「自我介紹」以及「介紹朋友認識」類的課文

中，也補充國家名稱詞群、職業名稱詞群以及公司名稱的介紹方法，可以見

得對日本文化來說，自己所屬的公司（集團）以及自己的職業名稱都是向他

人介紹自己時相當重要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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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結 

中華文化雖以「家族主義」為特點，然華語教材《實用視聽華語》並不

特別凸顯家族主義的特點，不但課文對話中的親屬關係出現比例低，課文對

話的場景也較少出現在家庭當中，「文化註解」單元僅在第五課提及親屬稱

謂詞的延伸用法。 

日語教材《大家的日本語》則在教材的總體角色設定以及課文對話場景

表現出集團主義的特點。《大家的日本語》的課文對話出現「同事關係」，亦

有以公司為場景的課文對話。以公司為場景的對話也繪製公司情境的插圖，

呈現出日本公司的形象。在「自我介紹」類課文，《大家的日本語》補充國

家名稱詞群、職業名稱詞群以及公司名稱的介紹方法，也是反映日本文化的

集團主義的一個部分。 

華語及日語兩冊教材反映的集體主義特點，印證秦明吾（2004）所指出

的，集團主義的日本人對自己所屬的團體具有強烈的認同感，會將自己的一

切投入於所屬的集團中，因此在日語教材中也看得到日本集團主義的影子。

相較於日本文化，中華文化則具有較強的自我意識，並不會將自己所屬的集

體（集團）放得像日本人那麼大，在教材中也看得到教材不對特定集團或集

體多有著墨。 

第二節 人際關係取向 

承上節，中華文化和日本文化皆具有集體主義的文化特徵，日語教材《大

家的日本語》課文內容也反映「集團主義」的特點。雖然中日文化所看重的

群體不同，但皆重視維持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及群體成員間的「和諧」。秦明

吾（2004）比較中日文化的人際關係取向，指出中華文化相較於日本文化具

有較強的主體意識，可稱之為自我為導向（self-oriented）；相反，日本文化

的人際關係取向則以他人為導向（others-oriented）。 

在華語教材及日語教材中，是否反映人際關係方面的文化特點？又反映

哪些人際關係方面的文化特點？本研究從分別從華語及日語教材說明教材

的結構上及內容上所反映的人際關係取向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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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實用視聽華語》 

從教材的補充內容來看，《實用視聽華語》在正式課文前的「補充內容」，

教授基礎的「生活用語」（Everyday Language），比如打招呼的說法以及課室

用語。《實用視聽華語》的每課對話亦教授基礎的招呼用語，和表示感謝、

向他人告別的說法等。《實用視聽華語》教授向他人傳達自己情感的語言內

容，也反映重視維持人際關係的文化特點。 

從課文對話的角色關係來看，楊國樞（2002）指出對中華文化而言，人

際關係分為家人、熟人以及生人三種層次，這三種關係層次皆出現在《實用

視聽華語》課文對話的角色關係當中。根據第四章的研究結果得知，《實用

視聽華語》對話出現的角色關係以屬於「熟人關係」的「朋友關係」為多。

因為《實用視聽華語》的課文多為較為熟識的人們之間的對話內容，從教材

的課文對話也可以看到中華文化熟識的人們之間的交流模式，這也是《實用

視聽華語》所反映的人際關係取向。 

從課文對話的內容來看，「評論用語」是《實用視聽華語》出現比例較

高的言語行為語對。出現較多的評論用語，反映教材給予課文對話的角色更

多的空間陳述自己的看法、表達自己的觀點。《實用視聽華語》使用評論用

語的課文，討論到的話題有旅行、電視上的明星、朋友畫的畫兒…等不同的

話題。另一方面，《實用視聽華語》的課文對話也出現「表達類」的「感謝

用語」，但多與「服務員－客人」的角色關係同時出現，這些對話反映在公

開場合與服務人員的互動方式。 

從華語教材《實用視聽華語》課文角色關係較不明確、對話未提供明確

場景兩方面來看，可見得教材對於表達看法和人際相處兩個面向並未給予過

多的限制，反映中華文化在人際交往層面較日本文化以「自我」為出發點。

雖然許多文獻皆指出中華文化在人際關係上，重視面子以及維持和諧，但在

華語教材《實用視聽華語》中較不強調這些中華文化的特點。 

二、 《大家的日本語》 

日語教材《大家的日本語》中，從課文對話的言語行為語對、角色設定

以及圖片設定等，表現出日本文化重視「世間體」、「人情」以及人際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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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特點。以下以世間體、人情以及間為綱，說明《大家的日本語》在

人際關係取向表現出的文化意識的內涵與實際的例子。 

1. 世間體 

Benedict（1994）指出日本文化為「恥感文化」（shame culture; honor-shame 

culture），意指日本人的行為是由「恥感」所趨動，人們的行為是為了迴避

「恥」的產生。因此，日本人重視「世間體」（世間体，せけんてい；sekentei），

亦即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為了護全「世間體」必須避免犯錯，並忠實地完成

自己的義務，如果沒有做到這些，便會產生「恥感」。要避免「恥」的產生，

人們從小得學習觀察他人的行為、說得體的話、做符合自己身分階層的事，

並與團隊中其他成員的表現一致，並且「自我」不能太明顯地表現出來（余

艾潔，2012；秦明吾，2004；李素楨，1999；Benedict，1994；井上忠司，

1977）。秦明吾（2004）指出日本人這種凡事得與團體中的其他人相同的行

為，可以稱為他人導向（others-oriented）。 

從第四章的研究結果得知，日語教材《大家的日本語》的對話場景較明

確，比如對話發生在餐廳、賣場、公司、郵局、住家附近等場景。除了較為

明確，《大家的日本語》的課文對話情境亦多為公開情境，比如在第三課〈こ

れをください/請給我這個〉和第十課〈チリソースはありませんか/請問有

辣椒醬嗎？〉的對話場景皆為賣場，主角去賣場買東西，並向店員詢問商品

在哪裡等訊息。教材課文對話設定公開、明確的對話場景，反映教材編寫者

對於初接觸日本文化的語言學習者在這些公開情境應該做什麼、說什麼的建

議和看法。《大家的日本語》的「詢問用語」出現比例較高，且多出現在公

開的對話場景，比如詢問賣場的地點、在賣場詢問商品的位置、在電話中詢

問美術館開館時間等情境中。《大家的日本語》出現「詢問用語」的課文內

容揭示教材編寫者對於語言學習者在不同場場確認環境和自保的建議。上述

兩點皆展現出日本文化重視「世間體」的文化特點。 

李素楨（1999）指出日本人溝通時習慣避免直接說出自己的看法，比如

日本人不會說「我是這麼想的」或「這是我的意見」等直接的句子，反而是

用「是不是這樣」、「你覺得呢？」委婉迂迴的方式表達。李素楨（1999）表

示日本文化認為對話是由交際雙方共同進行的活動，為了給予對方思考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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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的餘地，所以日本人傾向不直接表示自己的意見。《大家的日本語》課

文對話除了公開的場景較多，「評論用語」使用的比例也較華語教材《實用

視聽華語》來得少。這展現出日本文化在公開場合必須採取中庸之道，自己

對事物的看法也不能明確地告訴別人，反映日本文化重視「世間體」，且具

有「他律性」的特點。 

2. 人情 

從《大家的日本語》課文對話出現的言語行為類型來看，以「表達類」

言語行為的出現比例為最多，有「感謝用語」、「問候用語」、「歡迎用語」三

種次類，佔 47.22%。第四章的研究結果指出《大家的日本語》出現的表達

類言語行為語對以「感謝用語」為最多，佔 25%。「表達類」言語行為能傳

達說話者的感覺、心情，是人情的一種表現，初級教材《大家的日本語》出

現較多的「表達類」言語行為，反映學習者要從初級程度就開始留意對他人

的人情表現。 

從課文內容來看，《大家的日本語》第二課〈ほんの気持ちです/一點小

心意〉和第十二課〈お祭りはどうでしたか/祭典怎麼樣？〉兩課的課文內

容都反映日本文化「送禮」的人情表現。下圖五-2 是第二課〈ほんの気持

ちです/一點小心意〉的課文對話圖片，本課的內容為搬新家到日本的巴西

籍主角サントス（Santos）到鄰居家門口和新鄰居山田一郎打招呼，並且送

上初此見面的伴手禮。另外，圖五-2 也呈現日本傳統社區型住宅的樣貌。 

 

圖 五-2《大家的日本語》圖片：課文對話 

第二課〈ほんの気持ちです/一點小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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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日本語》的人情表現還有下例，下圖為五-3 為第十二課〈お

祭りはどうでしたか/祭典怎麼樣？〉的課文對話插圖。課文的內容是美國

籍主角ミラー（Miller）去京都旅行，除了述說旅行的過程外，ミラー（Miller）

還帶了旅行伴手禮給自己住家的社區管理員。 

 

圖 五-3《大家的日本語》圖片：課文對話 

摘自第十二課〈お祭りはどうでしたか/祭典怎麼樣？〉 

對傳統日本文化來說，不只在初次拜訪鄰居時需要準備見面禮表達自己

的心意，從旅行回來時也要準備伴手禮，《大家的日本語》課文內容的「送

禮」情節可以說是反映了日本文化重視「人情」的一面。《大家的日本語》

除了出現「送禮」的情節，兩課課文內容中，執行「送禮」的角色皆為非日

本籍的外籍人士（巴西和美國），這也是《大家的日本語》的編寫者給予語

言學習者的文化提示：即使是外籍人士，到了日本當地，也需要留意日本文

化的送禮的禮節。 

3. 人際關係的「間」 

雖然日本文化重視人情的表現，但學者也指出日本文化習慣人與人之間

要保持一點空間，不要靠得太近、太親密，此為人際關係的「間」，而「分

開結帳」為日本文化表現「間」的一種方式（秦明吾，2004）。《大家的日本

語》第十三課〈別々にお願いします/請各別結帳〉即表現出日本文化所重

視的「間」。本課的課名開宗明義點出「請各別結帳」的情節內容，對話內

容為同事互相約去吃午飯，但在結帳的時候請餐廳的服務員幫他們分開結帳。

雖然對話中的兩個角色互為同事關係，但不需要以搶著付帳來拉近彼此的距

離，自己負擔自己的部分，並與他人保持一點空間，是日本文化認為恰當的

人際距離，也就是「間」的一種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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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4《大家的日本語》圖片：課文對話 

摘自第十三課〈別々にお願いします/請各別結帳〉 

三、 討論 

中華文化和日本文化皆具有集體主義的特點，特別是日語教材《大家的

日本語》從角色與對話場景設定反映日本文化的「集團主義」的特點。集體

主義重視「和諧」和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本小節說明華語教材和日語教材

在人際關係方面所反映的文化特點。 

首先，由於兩冊教材皆為初級程度，因此皆教授日常生活中對別人表達

自己感情的用語，比如打招呼、感謝、告別的說法、客氣的表達法等。《實

用視聽華語》的「補充內容」也教授基礎生活用語（Everyday Language）。

這些常見的表達用語對語言學習者在日常生活與他人交流有所幫助。 

《實用視聽華語》的「評論用語」出現比例較高，比如評論自己對電視

明星、朋友畫的畫兒的看法，反映華語教材給予角色較大的空間來表達自己

的看法。而《大家的日本語》的「評論用語」僅佔 5.56%，使用比例不如《實

用視聽華語》來得高，角色在對話中較少提及私領域的話題以及自己對事物

的想法，這反映 Benedict（1994）所指出的「世間體」的文化內涵，由於日

本文化認為人們的一言一行都會「被觀看」，因此人們得監控自己的言行、

不能提出自己的看法。 

從教材內容的層面來看，本節指出《大家的日本語》的課文對話出現「見

面禮」和「伴手禮」的對話情節，反映日本文化重視「人情」的文化價值觀。

《實用視聽華語》的第十課〈我到日本去了〉和第十二課〈我到外國去了八

個多月〉也是以「旅遊」為主題的課文對話，然而，對話內容與文化註解都

未提到伴手禮。雖然未出現「伴手禮」以及「見面禮」，但不表示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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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重視「送禮」以及「禮節」，楊國樞（2002）指中華文化也重視人情和禮

節，也有「伴手禮」以及「見面禮」等「送禮」的文化觀念，李素楨（1999）

則表示「送禮」為中華文化和日本文化皆盛行的禮儀。《實用視聽華語》中

未呈現「送禮」的內容，為教材編寫者未將「送禮」的文化內涵選入教材中，

並非中華文化沒有「送禮」的文化內涵。然而，對於日本文化而言，語言教

材不只是讓學習者學習語言，更是給語言學習者的日常生活指南，因此教材

編寫者將這些重要的禮儀文化也編寫到教材當中。 

第三節 主體意識與客體意識 

學者指出中華文化和日本文化皆具有高語境文化（high-context culture）

的特質。不同於低語境文化依賴語言訊息本身進行溝通，高語境文化意指溝

通過程中，大部分的語言訊息存在於物質環境中或內化於交際者。高語境文

化較不重視外顯、具體的語言訊息，發話者常利用外在環境的提示以提示聽

話者與交際相關的訊息，聽話者亦對外在環境中的提示較為敏感。 

從語境來看，Hymes（1972）將語境分為交際者、文本、情景以及社會

規約四個面向。檢視語言教材的「對話」，課文「對話」是仿真實對話的「語

言訊息」、「語言文本」，教材中課文對話以外的其他成份，比如對話的角色、

對話角色關係以及對話發生的場景，甚至課文對話的圖片等，則是仿真實對

話的環境因素，也都是建構課文對話語境的方式。因此可以從教材課文對話

語境的架構方式來檢視教材內容所呈現的文化意識。 

中華文化和日本文化雖同為高語境文化，然從本研究第四章的研究結果

可得知華語和日語教材架構對話語境的方式有所不同，本小節以主體意識與

客體意識說明兩冊教材語境架構的差異之因。 

一、 《實用視聽華語》 

從第四章《實用視聽華語》圖片、角色以及對話場景設定可以看到《實

用視聽華語》的語境架構較不具體。從《實用視聽華語》的圖片來看，教材

全冊皆只以黑線條勾勒出圖形的輪廓，圖片設計較為簡單，不同課之間的角

色形象也沒有連貫性，因此《實用視聽華語》的圖片較不能提供架構語境的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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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實用視聽華語》的角色設定來看，每課課文對話多以 A 和 B 指稱

角色，每課對話的圖片亦不能明確指出對話中角色的身分和關係，要推測每

課對話的角色關係，除了從角色名稱外，還得綜合圖片以及對話的內容訊息

才能夠得知。本研究綜合各種方式判斷《實用視聽華語》課文對話的角色關

係，但其中還是有 10.71%的角色關係是無法推測的，可見《實用視聽華語》

角色形象設定較為不明確。從《實用視聽華語》課文對話的角色關係來看，

出現比例最高的是「朋友」，其次為「陌生人」關係，第三位為「服務員—

客人」關係，本研究的「朋友」關係定義為「有共知資訊」的角色關係，此

類角色關係並不是非常明確，親屬關係、同學關係、師生關係也都是「具有

共知資訊」的角色關係，然而《實用視聽華語》的課文對話未提供其他線索

判斷更為明確的角色關係。 

《實用視聽華語》未提供明確場景的課文對話也較多，《實用視聽華語》

共有 12 課，總計 24 段對話，其中共有 17 段課文對話未提供明確的場景，

具有明確的場景僅只有 7 個，如商店、賣場、飯店櫃台等。 

綜上所述，《實用視聽華語》課文對話的圖片、角色的形象以及對話的

場景皆沒有明確的設定，因此課文對話的語境架構較不具體。 

二、 《大家的日本語》 

日語教材《大家的日本語》的圖片繪製細緻，教材的角色設定、對話的

場景設定皆較為明確。從教材的圖片設定來看，《大家的日本語》的圖片繪

製較為精緻，全冊教材以彩色印刷，不同課出現的相同角色也有相同的圖片

形象，比如美國人士的角色形象設定為金髮碧眼，日本人角色則為黑髮、上

班族都穿著正式的西裝等等。 

從角色關係來看，《大家的日本語》透過登場角色介紹表、各課的對話

中角色的名稱以及對話的圖片架構角色的身分和關係，具有明確的角色關係

架構。從課文的對話場景來看，《大家的日本語》全冊 18 段課文對話中，提

供明確場景的課文對話共有 17 段，未提供場景的課文對話僅只有 1 段，可

得知《大家的日本語》的課文皆設定明確的對話場景。 

從以上角色、角色關係以及對話場景設定來看，《大家的日本語》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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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的非語言訊息皆有明確的架構，能協助架構課文對話的語境。 

三、 討論 

從華語及日語兩冊語言教材的課文對話語境架構，可以說明日本文化較

中華文化具有客體意識。中華文化及日本文化皆具有高語境文化的特點，日

語教材《大家的日本語》課文對話語境架構較為明確，反映日語教材編寫者

意識到角色、對話場景等非語言的因素對日語的理解與表達之影響性。日語

教材編寫者不但意識到這項文化內涵，更將架構語境的因素放入教材當中，

利用教材的圖片、對話的角色形象、場景等元素引導學習者察覺這些架構語

境的因素，讓學習者可以感受到教材課文對話中非語言因素與語言內容的互

動。 

《實用視聽華語》的語境架構較不明確、未提供場景的課文對話較多、

課文對話的角色以朋友關係、陌生人關係為主。雖然中華文化亦具高語境文

化的特點，然而華語教材編寫者未將中華文化的高語境因素納入教材內容中。

對於學習者而言，這些非語言的訊息需靠自己的觀察力，或由語言教師的引

導，才能發現並歸納出規則。從課文對話的內容來看，上一節提及《實用視

聽華語》的「評論用語」出現比例較《大家的日本語》來得高。給予角色對

事物的評論空間，也意味著給予學習者空間評論事物以及發表自己看法。以

上兩點都反映出中華文化比日本文化更具有主體意識。 

第四節 不確定迴避指數 

上一節以《實用視聽華語》和《大家的日本語》的語境架構的差異，說

明中華文化的「主體意識」以及日本文化的「客體意識」的文化特點。本節

再以 Hofstede 的文化分類學的「不確定性迴避指數」（uncertainty avoidance 

index）說明華語及日語教材反映的不同文化意識。 

人們對於不確定的、前途未卜的情境，都會感到焦慮及威脅，並可能試

圖防止這種不確定性。不同的文化對不確定性的迴避程度皆有所不同，此種

差異即為文化分類學中的「不確定性迴避指數」（Uncertainty avoidance index）。

不確定性迴避程度高的文化追求絕對真實的事物以及價值觀，並傾向訂定規

則、習俗，甚至是嚴格的法規條令。相對而言，不確定性迴避程度低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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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易產生安全感，對生活中的事物傾向放鬆的態度；較能容忍變化，並有鼓

勵冒險、崇尚創新的傾向。根據 Hofstede 的研究，日本文化的不確定性迴

避指數（Uncertainty Avoidance Index, UAI）得分為 92 分，中華文化的不確

定性迴避指數的得分為69分，兩個文化皆具有不確定性迴避指數高的特質，

然日本文化的不確定性迴避指數較高。 

上一節提到《大家的日本語》的課文對話建構明確的角色身分、形象、

角色關係以及對話場景，可見得日本文化在人際交際方面依賴明確的非語言

訊息，比如角色關係資訊、對話場景的環境等社交資訊，對於日本人來說，

有了明確的社交資訊，才能安心與他人交流。語言教材的目的使用者是學習

語言文化的外籍學習者，初級語言學習者可能會因為對目的語文化了解得不

夠深入，而在目的語文化當地生活時出現文化衝突的問題。日語教材的編寫

者考量到學習者對日本文化不夠了解，為了避免在日常生活中產生文化衝突，

因此在初級教材內容中放入日常生活常見的問題以及解決的方法以供學習

者參考，由此可見日本文化較具有客體意識。 

從課文的對話場景來看，《大家的日本語》設定的對話場景多為公開場

合，如車站、商店。這些公開場合的課文對話出現的言語行語對多為「詢問

用語」，角色關係多為「服務員—客人」或「陌生人」關係，課文對話的內

容向學習者揭示在這些公開場合可能會出現的問題，課文的內容教授學習者

在面臨這些問題時的應對方式。另一方向，《大家的日本語》的對話場景多

為公開場合，亦是提示讀者（語言學習者）在公開場合的言行。 

《大家的日本語》出現「詢問用語」的課文，如第三課〈これをくださ

い/請給我這個〉是外籍人士到賣場買東西時，向賣場服務人員詢問商品的

位置在哪裡；第四課〈そちらは何時から何時までですか/從幾點營業到幾

點？〉角色撥號到查號台詢問美術館的電話，再打電話到美術館詢問營業的

時間；第五課〈甲子園へ行きますか/這是去甲子園的嗎？〉的兩段對話為

角色在車站以及月台向車站站務人員詢問搭車的資訊。這些對話都是日常生

活常見的情節，《大家的日本語》將這些情節編寫到對話中，並提供學習者

這些常見問題的解決方法。 

日語教材編寫者意識到日本文化「高語境」的特點，並編寫進入教材中，



初級華語及日語教材文化意識研究 

110 

角色設定以及對話場景都是讓學習者體會語境影響對話內容的線索。相對於

日本文化，中華文化雖亦屬高語境文化，但《實用視聽華語》則未如《大家

的日本語》強調建構對話的語境。《實用視聽華語》的角色、未提供場景的

課文對話，也是給教材學習者有空間可以依經驗歸納在什麼場景、對什麼對

象使用教材課文的句子，並不需要依賴教材對於對話語境的提示。比如在第

四章比較兩冊教材「自我介紹」類的「介紹用語」，《大家的日本語》將對話

的場景拉到公司的辦公室中，以介紹新同事為背景設計對話內容，而《實用

視聽華語》「自我介紹」類的課文對話則未提供場景，《實用視聽華語》的「自

我介紹」類課文的不限定對話場景和對話角色之間的關係，反映出中華文化

較有彈性的一面。 

上一節說明《實用視聽華語》和《大家的日本語》從語境建構所反映的

主體意識和客體意識，而中華文化的主體意識與日本文化的客體意識又與兩

個文化的不確定性迴避指數的不同具有相關性。日本文化由於不確定性迴避

指數高，日語教材《大家的日本語》為避免語言初學者在日本生活發生任何

問題，因此在文化層面較從語言初學者的客體角度進行思考。而中華文化的

因為不確定性迴避指數沒有日本文化來得高，因此《實用視聽華語》也保留

較多的空間給予語言學習者自行歸納規則，具有主體意識較高的特點。 

第五節 小結 

本節從研究結果討論初級華語及日語教材所反映的文化意識差異。第一

節先說明兩冊語言教材反映的集體主義特點。中華文化雖以家族主義為特色，

但在《實用視聽華語》中未凸顯此項特點；日語教材《大家的日本語》則以

角色設定以及課文對話的內容反映出集團主義的特色。 

由於中華文化和日本文化皆具有集體主義的文化特質，因此也都重視維

持人際的和諧關係。本章第二節說明兩冊教材中反映出的人際關係特點。《大

家的日本語》對話場景較明確且多為公開情境，傳達教材認為學習者可能發

生的問題，以及這些公開情境應該做什麼、說什麼。《大家的日本語》的「評

論用語」使用的比例低反映日本文化的「世間體」特點，人們在公開場合必

須採取中庸之道，盡量不要太過凸顯個人的觀點。《大家的日本語》的「詢

問用語」出現比例高，且為不同對話場景的詢問用語，如在賣場詢問商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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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在電話中詢問美術館的開館時間等，都向讀者揭示不同場景確認問題的

方式及自保的方法。《大家的日本語》課文對話出現送「見面禮」和旅行的

「伴手禮」的情節，也反映日本文化重視人情的一面。中華文化也有「送禮」

的文化內涵，教材《視用視聽華語》也有旅行的情節，但未呈現「送禮」的

文化內涵。 

本章第三節說明兩冊教材由於語境的明確程度不同，反映出中華文化較

具有主體意識，日本文化較具客體意識的文化特點。對日語教材編寫者而言，

語言教材除了教授語言，亦是給予初級日語學習者的日常生活指導，日語教

材編寫者將初級日語學習者生活中可能面臨的文化現象與日語的高語境特

點編寫入教材當中，讓學習者可以透過教材內容體會日本文化的文化特性。

相對來說，《實用視聽華語》較無對日常生活文化以及中華文化的高語境特

性的說明或引導，學習者需自行從教材中歸納出中華文化的規則。另外，華

語教材《實用視聽華語》的「評論用語」出現比例較高，也反映中華文化給

予教材角色以及語言學習者較大的空間表達自己的看法，相對日本文化來說，

具有較強的主體意識。 

本節最後從不確定性迴避傾向說明為何中華文化和日本文化具有前三

節的文化差異。日本文化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迴避傾向，教材清楚的語境架

構，並在對話內容和教材圖片呈現許多日本文化與社會的特點，可以得知日

語教材的文化內容是給新到日本居住的外籍人士的生活指示。《大家的日本

語》的編寫者將這些內容放在教材中，是為了避免初級語言學習者在初接觸

日本文化時，因為不了解文化國情而犯錯。而華語教材《實用視聽華語》則

有所不同，教材未建構明確的課文對話語境，給予學習者較大的空間運用語

言，呈現出中華文化較有彈性且不確定性迴避傾向較低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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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研究選用華語教材《實用視聽華語》及日語教材《大家的日本語》為

文本，從兩冊教材的結構和內容層面檢視教材中反映的文化意識為何。本章

總結本研究之研究發現、面臨的研究限制、後續研究的建議方向，以及對華

語教材編寫的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研究將語言教材視為文本，分析華語及日語教材中所反映的文化意識。

本研究選用初級零起點程度的華語教材《實用視聽華語》及日語教材《大家

的日本語》進行分析。本研究先參考 Sleeter（2007）的教材分析法及 Hymes

（1972）的語境架構，從結構層面分析兩冊語言教材，比如教材的全冊及各

課結構、角色設定、圖片設定以及課文對話的場景設定。其次，參考 Searle

（1976）的言語行為分類與會話分析的話輪和語對的概念，定義「言語行為

語對」，以量化和質化角度檢視兩冊教材的課文對話內容特點。 

一、 教材結構 

從教材結構面來看，《實用視聽華語》課文內容比補充內容的篇幅來得

長，每課有兩篇課文對話，還有生詞、語法的詳細說明，每課的「文化註解」

（note）單元介紹華語或中華文化的知識，但「文化註解」補充的資訊是以

語言知識為多。從課文對話來看，《實用視聽華語》較無明確的語境架構，

比如角色設定、對話角色關係、圖片設計等都較為不明確，課文內容也不提

供明確的對話場景。學習者閱讀課文對話時，需綜合教材中的其他資訊或由

教師補充說明，才能了解每課對話的角色身分、場景等語境資訊為何。 

日語教材《大家的日本語》則為課文對話建構明確的語境。從教材的圖

片來看，《大家的日本語》以全彩印刷，圖片也呈現出日本文化與社會的形

象特點，比如日本的公司、日本人的家、傳統的社區住宅等等。從角色設定

來看，《大家的日本語》為登場的角色設定立體、且具有前後連貫的形象。

最後，課文內容也提供公開的對話場景，比如車站、賣場、公司等，課文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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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即為登場角色在這些公開場景中發生的種種生活故事。 

二、 教材內容 

從教材的內容層面來看，《實用視聽華語》課文對話的言語行為語對以

「詢問用語」及「評論用語」為多。《實用視聽華語》的「詢問用語」除使

用在賣場、商店等公開場合，也多出現在未提供場景的對話中。出現「評論

用語」的課文對話也多未提供場景。《實用視聽華語》課文對話「評論用語」

出現比例高，也反映《實用視聽華語》給予對話角色較大空間發表看法。 

《大家的日本語》的言語行為語對以「感謝用語」為多，其次為「詢問

用語」。「感謝用語」使用比例高，反映日本文化重視人情以及禮節。《大家

的日本語》出現「詢問用語」的對話多出現在公開的對話場景，教材編寫者

透過這些出現在公開場合的詢問用語提示學習者在這些公開場合可能出現

的日常問題，並提出建議的解決之道。 

三、 教材文化意識 

本研究以集體主義、主體意識與客體意識、不確定性迴避指數以及人際

關係取向幾個角色說明日語和華語教材反映的文化意識。 

(一) 集體主義：家族主義 V.S. 集團主義 

中華文化雖以家族主義為特點，但《實用視聽華語》未凸顯家族主義的

文化特色。在《實用視聽華語》的「自我介紹」類課文中，除了向對方說明

自己的姓名，也要介紹自己來自哪個國家，反映「國家」是中華文化具有認

同感的集體單位。而從《大家的日本語》的角色設定和以公司為場景的課文

則可以看出日本文化的集團主義特點，比如同事之間的互動方式、日本的公

司形象、在職場介紹自己的方式，都是《大家的日本語》呈現日本文化集團

主義的例子。 

(二) 人際交際文化 

《實用視聽華語》對話的角色關係以「朋友關係」較多，屬「熟人關係」，

可以從課文對話看出中華文化熟人關係的互動模式。《實用視聽華語》教授

日常招呼用語，讓學習者可以學到表達問候的方式，可向他人傳達自己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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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之情。「評論用語」出現比例較高，反映教材給予對話角色較多空間陳述

自己的看法和觀點。最後，華語教材《實用視聽華語》課文對話未提供場景、

不明確的角色關係，反映中華文化的人際交往較日本文化以「自我」為出發

點。教材並未給予人際相處以及表達看法過多的限制。 

《大家的日本語》對話場景較明確且多為公開情境，傳達教材預設學習

者可能發生的問題，以及這些公開情境應該做什麼、說什麼。另外，「詢問

用語」出現比例高，且為不同對話場景的詢問用語，如在賣場詢問商品位置、

在電話中詢問美術館的開館時間等，都向讀者揭示不同場景確認問題的方式

及自保的方法。最後，「評論用語」出現比例低，反映人們盡量不同表達自

己的看法，以上幾點都反映日本文化「世間體」特點。 

(三) 主體意識 V.S.客體意識 

從兩冊教材反映的集體主義與人際交際的文化內涵，可見得在教材的

「文化意識」層面，《大家的日本語》以學習者的角度考量設計教材的內容，

較具有客體意識。教材編寫者預設初級語言學習者較不了解日本文化，因此

設定公開場合的課文對話，如車站、賣場等等，讓學習者可以從課文對話了

解在日本這些公開場合的應變之道。 

中華文化較具有主體意識，因此《實用視聽華語》在人際交際的面向，

或是課文對話語境架構都保留較多的空間給學習者。 

(四) 不確定性迴避 

日本文化具高度不確定性迴避傾向，從《大家的日本語》課文清楚的語

境架構和呈現的人情內容，可以得知《大家的日本語》中出現的文化內涵是

給新到日本居住的外籍人士的生活指示。《大家的日本語》的編寫者將這些

內容放在教材中，目的是為了避免初級語言學習者在初接觸日本文化時，因

為不了解文化國情而犯錯，這反映日本文化迴避不確定性的一種方式。 

華語教材《實用視聽華語》則有所不同，教材未建構明確的課文對話語

境，給予讀者（語言學習者）較大空間運用語言，呈現出中華文化較有彈性

的一面。《大家的日本語》明確嚴謹與《實用視聽華語》較具彈性的語境架

構，反映出日本文化和中華文化在不確定性迴避傾向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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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為求較深入的分析而僅選用華語及日語各一冊初級的語言教材

進行研究，選用的教材冊數太少為本研究主要的研究限制。如能縱觀一套教

材從初級至高級的內容能建構更為清楚的文化意識脈絡。 

其次，本研究以課文對話的言語行為語對進行量化分析，然而，言語行

為與語言功能相關，分析時需結合語言使用的環境、交際者以及語言功能等

訊息，因此分析結果不免主觀。本研究分析時僅由研究者進行分析統計，如

能增加分析者則可再增加研究的信度。亦可邀請多位實際教授過《實用視聽

華語》以及《大家的日本語》的華語教師與日語教師擔任分析者協助進行分

析統計，或針對教材使用的心得進行訪談，可使研究結果更為客觀。 

第三節 後續研究 

本研究僅以華語及日語的初級教材進行文化意識的研究。文化意識的研

究亦可以從不同的方向進行，建議可以不同程度的教材以及不同語言的教材

進行對比，以下說明本研究建議的兩個後續研究方向。 

一、 不同程度的教材研究 

本研究針對零起點程度的華語及日語教材進行研究，然而不同語言水平

的教材也具有不同的文化意識。Brown（2007）指出第二文化習得分為四個

階段，初次接觸新文化的學習者一開始會非常興奮，對任何現象都充滿好奇

心。但隨著接觸的時間變長，學習者開始熟練使用外語時，會面臨脫離母語

文化的聯繋、適應另一個新文化而產生的不滿及不確定感，因而形成文化適

應（acculturation）與文化衝擊（culture shock）的問題。文化衝擊的問題往

往出現在文化習得的第二個階段，而隨著學習的時間日漸增長，學習者慢慢

能接受新文化，且培養出此文化的「新自我」。最後，學習者會產生對異文

化的認同，並能理解文化之間的差異。 

語言學習的初級階段受到識字量的限制，主要學習任務仍為字詞的辨識

及意義的理解。當學習者程度進入中級後，能從課程及教材中學習到更多的

文化背景知識（李泉，2006；張英，1994；劉月華，2006；周小兵，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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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教學應以語言知識的教學為優先，文化內容次之，初級課程多訓練學習

者的語言技能，隨著語言程度的提升，可以逐漸增加課程中的文化內容比重

（李泉，2010）。 

綜合上述文化習得以及語言學習歷程的角度來看，中級程度的面臨文化

適應及文化衝擊的文化習得階段，加上教材中有更多的文化知識，因此，中

級程度語言教材的文化意識亦具有研究的價值。 

二、 不同語言的教材對比 

本研究僅以華語以及日語教材進行教材內容的對比以及文化意識的研

究，建議可以進行不同種語言的教材的對比研究，比如英語教材與華語教材

的對比，或日語教材與英語教材的對比。 

亦可對比不同的華語教材，比如將《實用視聽華語》與《遠東生活華語》

進行對比。甚至可以比較不同地區所編寫的華語教材的文化意識，比如將台

灣的華語教材與中國大陸編寫的《對外漢語教程》、《新實用漢語課本》，或

美國大學編寫的《中文聽說讀寫》等進行教材的文化意識比較。 

第四節 華語教材編寫建議 

學習語言的過程學習者會面臨文化習得的四個階段，從一開始對新文化

的好奇，到對新文化產生不滿及不確定感，直到最後可以體諒不同文化之間

的差異。語言教師若能了解教材內的文化內涵，從初級程度開始引導學習者

培養對目的語文化的文化意識，則能協助語言學習者順利通過文化衝擊的階

段。因此了解語言教材隱蔽的文化意識，有助於語言教師釐清目的語文化的

內涵，進而協助學習者了解並適應新文化。 

本研究的研究結果指出日語教材對於課文對話的語境建構意識較華語

教材強，具有較高的客體意識。對於學習者而言，除了學習目的語的語言型

式，也需要學習在不同的場合說什麼樣的話。因此本研究建議編寫華語教材

的課文對話內容時，可以參考日語教材課文對話的語境建構方式，以協助學

習者培養文化意識，此為現今語言教學「以學生為中心」（student-centered）

的教學觀的體現。比如將課文對話建構明確具體的語境，引導學習者察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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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化的高語境特點。華語文教材除了得讓學習者學到華語的語言形式，還

需讓學習者了解華語的語境特點及語用知識。以下針對初級程度華語文教材

課文語境架構、角色設計與圖片設計提出建議。 

一、 課文場景設計 

可以初級學習者在台灣會接觸到的語言環境為背景，訂定課文對話的場

景，比如餐廳、商店、市場、學校、車站、夜市、著名觀光景點…等。除了

可以不同情境設計課文的內容，還可將語言學習者在不同場景可能碰到的語

言文化問題設計到課文對話當中。課文語境的架構方式除了可透過教材角色

和對話圖片的設計，也可以在課文對話的開頭明確指出對話發生的場景。比

如以台灣的「夜市」為課文對話的場景，則可以以詢問夜市攤販商品價錢或

是向攤販殺價的情節設計課文對話的內容。 

二、 角色設計 

若教材的角色形象設定得與學習者背景接近，可以拉近學習者與教材之

間的距離，因此，可將課文對話的主角設定為來台灣學習中文的學生，各課

課文內容為主角在台灣發生的種種故事。承上一節課文場景設計，課文對話

的角色可以是主角與該場景中成員的對話，比如在餐廳和服務人員的互動、

在賣場向工作人員詢問商品的位置在哪裡…等，學習者可以從課文對話了解

在這些場景與他人的互動方式。另外，不同場景成員在對話中的名稱可以明

確指出是「服務員」、「工作人員」或是「老師」、「同學」，增加線索讓學習

者可以知道對話角色的身分。 

另一方面，可增加各種不同角色到課文對話或課後練習，除了常見的朋

友、服務人員之間的對話，也可增加與老師、公司經理等各種不同的角色，

讓學習者了解華語在與各種不同角色的互動方式。新增的角色可以出現在課

文對話，也可以在課後練習中，課後練習可以依不同角色的角色特點，設計

角色扮演練習或情境練習。 

承上節，以台灣「夜市」為場景的課文對話，對話出現的角色可以是逛

夜市的人們和夜市攤販的老闆，在對話中也可以具體以「客人」和「老闆」

指稱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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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圖片設計 

課文對話可以提供圖片為課文對話建構明確的背景場景，比如上述的餐

廳、市場、學校、夜市等等，除了可以透過圖片呈現台灣這些地方的典型樣

貌，也可以用真實的照片來呈現對話的背景場景，讓學習者可以從教材的圖

片或照片，了解台灣各種場景的樣貌比如傳統的市場、著名觀光景點…等等。

承上節，台灣的「夜市」的對話場景，可以在課文對話旁呈現夜市的圖片，

或是夜市攤販販售商品的照片，讓學習者可以了解台灣傳統的夜市的樣貌。 

第五節 小結 

本研究選用兩冊具有代表性的語言教材《實用視聽華語》及《大家的日

本語》為文本，研究語言教材從結構和內容所反映的文化意識。研究指出，

由於文化不同，教材的內容和結構也會有所不同，因此，檢視這些差異就能

了解教材所反映的文化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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