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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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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本研究旨在建構新移民華語文第二語言網路課程教學平台，從了解新

移民學習背景及需求之後實施實證研究，運用 Sagor（1993）提出的行動

研究方法於實證研究步驟上形成新移民華語文網路課程的內容。包括：進

行語料編碼、編寫課文內容並且進行分析。完成課文模組之後進一步規劃

教學單元，包括：語言及注音拼音、人物介紹、生詞練習、漢字練習、語

法練習等。並以內容架構針對個別新移民進行實證研究。通過 280 分鐘的

華語文體驗課程，從新移民使用者的回饋加以修正教學內容。另外也通過

焦點團體討論及評估納入修正課程的參考意見。教學後的結果顯示所有學

習者都對「新移民華語學習網」的教學課程表示滿意，並希望可以增加更

多練習形式及多媒體輔助工具。 

專家訪談的主要結果為製作新移民華語教學平台必須有一個合作團隊，

包括：學者專家、網站企劃人員、雙語雙文化教師、網路技術人員、配音

及錄影人員等。同步教學的網路課程需要克服的問題是教學過程網路頻寬

影響的時間差；而非同步無法馬上解決學習者的問題。 

「新移民學習華語文網路課程需求問卷」主要調查結果為有 62%新移

民每天都用國際網路查詢，表示以網路進行新移民華語教學是可行的；在

學習地點方面 41%希望可跟老師同步上線進行華語文學習，33%希望結合

同步與非同步課程上課模式。本研究頻台採同步及非同步並行教學。調查

顯示新移民最熟悉的是用母國語言電腦字幕，均數為 4.21（最高為 5 分），

其次為中文電腦字幕，均數為 4.04，因此本研究採用越南語及中文雙語教

學平台介面。調查結果顯示新移民對注音及拼音輔助需求兩者均數都達 3.9，

因此採用注音、拼音並行的標注。調查顯示新移民最希望用母語來註解課

文中的生詞及語法，均數為 3.88，因此本教學平台採用越南語加以註解。 

此外，本研究根據新移民華語網路課程內容學習需求，設計教學主題

單元：生活會話有七個主題，醫院、家庭、購物、辦事單位、公司與工作、

學校、交通；閱讀有四個主題，醫院、家庭、學校、辦事單位。寫作有四

個主題，醫院、家庭、公司與工作、辦事單位。新移民華語文教學模式就

是系統化的教學過程，過程裡需要考慮到新移民學習特性、第二語言教學

理論與課程發展模式。決定課程內容、順序、架構的語料來源是通過新移

民團體進行語料蒐集或參考先前新移民華語文教材主題及句式。透過分析

國內外的新移民教學平台，建構本研究網路課程。本研究利用影片結合圖

片，以多元豐富的練習形式訓練學習者華語文聽、說、讀、寫的能力，建

置適合新移民華語線上教學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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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stablish an online teaching platform for new 

immigrant learn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his paper used Sagor (1993) 

proposed action research method for forming a new immigrant Chinese language 

Internet content courses on empirical research steps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content 

of the online Chinese course for new immigrants based on their learning background 

and learning needs. Teaching units such as pinyin, people in the story, vocabulary 

drills, character drills, and syntax drills were included after the lesson module was 

completed. Action research was conducted on individual new immigrant based on the 

content structure of the lesson. After 280 minutes of pilot teaching, the content was 

revised based on the feedbacks received. Group discussions and evaluations were also 

conducted to help with content revision. Results from the pilot teaching showed that 

learners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content. Learners also expressed the desire for more 

drills and multimedia assisted learning tools. 

Interviews with experts revealed the necessity of combined group effort in 

establishing a teaching platform. This group would include scholars, website 

developers, bilingual and bicultural instructors, website technicians, voice-over and 

filming specialists. Simultaneous online instructions need to take into account band 

width and time differences; non-simultaneous instructions need to consider the 

problem of delayed response to learners’ questioning. 

Survey on online Chinese course indicated that 62% of new immigrants use the 

Internet, suggesting the feasibility of learning online. Forty-one percent wished to 

engage in simultaneous instruction, 33% wished to combine simultaneous and 

non-simultaneous instruction. The online platform of this study uses both 

simultaneous and non-simultaneous instructions. New immigrants preferred to use the 

computer in their mother language (average 4.21, highest being 5) and Chinese 

(average 4.04). Therefore the platform adopts both Chinese and Vietnamese interfaces. 

Average for Zhuyin and Pinyin was 3.9, therefore characters are coded in both 

systems. They preferred glosses to be written in their mother language (average 3.88), 

therefore glosses and syntax are explained in Vietnamese.  

Programming teaching units: Life conversation has seven themes, hospitals, family, 

shopping, work units, companies and jobs, schools, transportation; reading has four 

themes, hospitals, homes, schools, work units. Writing has four themes, hospitals, 

families, companies and work, work units. Language instruction for new immigrants 

is rather systematic, in addition to the learners’ learning styles, second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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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ion theories and lesson development must also be considered. The content of 

the lessons, order to the lessons, and the vocabulary framework came from new 

immigrant corpuses or existing teaching materials for new immigrants. Existing 

teaching platforms in Taiwan and abroad were analyzed to develop this current one. 

The teaching platform developed from this current study combines videos and still 

images to give learners suitable and rich exercises and drills to help them develop 

their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Keywords: Second language instruction mode, New immigrants, Online Chinese 

course, Distance teaching, Vietnamese lear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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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首先說明本研究背景與動機，其次提出研究動機、研究問題及研

究範圍，最後將本研究中重要的名詞加以定義、解釋。 

第一節 研究背景 

據教育部 2011年電子報統計，「目前全球使用華語人口達 13億，世界各地

學習華語文人數也超過 3千萬人，有一百多個國家、兩千五百多所大學教授華語

文課程，…」。以華語文學習者（新移民）在台灣的多元文化及背景差異，新移

民成人扮演多種角色。在新移民成人學習時間、空間限制的背景下，目前網際網

路的普及性，能夠讓教學及學習的方式從傳統在機構、學校學習的模式增加了網

路空間實行之可能，因此教學行為和網路課程建設也可透過網路虛擬學習環境達

成教育學習目標。 

就台灣的現況來說，從 1960 至 1970 年代，流行將台灣女性婚姻仲介

至歐美與日本，同時也將經濟與教育程度相對較底的泰國及印尼女子，透

過仲介至台灣農、漁業比較密集的村落。1990 年代，隨著政府南向政策，

來自台灣工廠派駐在東南亞勞動階層的台灣男子，因工作環境因素而與當

地女子結婚。1990 年代，隨著國內資金大量外移與外籍勞工引進，造成許

多本國勞工失業與就業社會問題，衝擊台灣男性擇偶的困難。在婚姻仲介

行業興起下，轉而向外尋找適合的伴侶，讓新移民得以大量進入台灣本島

（夏曉鵑，2000：47；那昇華，2009：23）。據內政部出入國移民署 2014

年 2 月底統計結果顯示含港澳及大陸地區外籍配偶為 488342 人1，不含大

陸地區外籍配偶人數為 158,044 人。國籍依序排名前三名是：越南、印尼

及泰國。 

移民署「97 年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需求調查報告」2外籍配偶在各式訓練

課程、照顧輔導措施方面，外籍與大陸配偶首要希望接受的訓練課程依序

為「就業訓練，語文訓練、識字教育，親職教育、育嬰常識」。 

教育部（2013：1）「新移民子女就讀國中小人數分布概況統計（101 學年）」

資料則指出，新移民子女就讀國中、小學生數已逾 20 萬 3 千人，較 100

學年成長 5.3%…。其中國小一年級新生數近 2 萬 2 千人，平均約每 9 位國

小新生即有 1 人為新移民子女。 

語言不僅是溝通橋樑，不管是在婚姻生活還是工作職掌、子女教育，

                                                      
1
 檢索日 2014 年 1 月 4 日資料來源 http：

//www.immigration.gov.tw/ct.asp?xItem=1255117&ctNode=29699&mp=1 
2
 本次調查共計完成 13,345 份成功樣本，東南亞，其他國家及大陸地區新移民訪問共計 47,333

份樣本，完成 13,177 份有效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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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語言溝通會促進家庭和諧。夏曉鵑（2005）研究指出：「語言是他們

進入台灣的最大阻礙」。黃淑苓（2007：38-39）認為，「來自東南亞或其他國

家地區的家長，初到本地其語言能力極為有限，無論親師面對面、電話或書面溝

通，例如每日聯絡簿的檢查與簽名，都極易發生困難」。語文的障礙也可能影

響新移民家長督導孩子的學習發展。 

新移民在生活的需求上，除了工作、職業保障、家庭經濟方面與基本

人權之外，適切的成人教育更顯重要。教育可以讓她們學習語言，先具備

溝通能力，並進而增加生產的知識，培養適應社會能力，甚至能在回歸家

庭之後，因為具備良好知識，進而發展出完善的親職教育，栽培出優秀的

台灣新移民之子。（張芳全，2009：4） 

曾秀珠（2006：228）指出：語言文字不通，阻斷了各項資訊，使得學習

成為一種奢侈」。天主教善牧基金會（2006）研究強調，「新移民的中高學歷

未能提升或影響新移民的就業機會」。 

然而「外籍配偶族群背負著傳統婦女的家庭壓力，常常犧牲自己應有的學

習權利，。…。這些外籍媽媽學習能力強、動機強，在學習上更是努力。無奈的

是常常為了工作、照顧家人、看顧孩子或因懷孕等，中斷了識字學習；家屬的擔

心及信任不夠，往往影響到她們學習狀況。政府釋放資源、提供服務的美意，卻

還是無法改變傳統女性背負的刻板印象。（莫藜藜、賴佩玲，2007：18-19） 

雖然正式課程是整個學習經驗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然而，另一方面有

證據顯示，學生對於遠距學習的需求日益增加。他們想要能夠以遠距教育

課程補充或取代傳統的課程經驗。贊同的學生表示，喜歡遠距教育課程除

了個人的傾向與喜好外，還有許多的考量，尤其是考量到學習時間與地點

的方便性。（沈俊毅譯 2007：4） 

本研究主題《邁向「第二語教學模式」的新移民華語網路課程的建構

與實施：以華語-越南語版本為例》通過網路課程平台，超越時間與空間

的限制，協助因家庭與工作間多種角色的新移民可自行分配時間，彈性地

學習。同時在進行華語文教學相關研究時也注意到，新移民本身皆有母國

語言，並非脫盲的成人學習者，因此研究涉及第二語言教學概念，應以更

有效率的方式協助新移民學習家庭、工作等生活上需要的華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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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 

一、 個人因素 

研究者自2000年從「越南河內國家大學社會與人文科學大學分校東方

學系」畢業。由於研究者的專業選修是中文，因此自畢業後，便一直從事

越南與台灣之間的翻譯工作。研究者亦曾在人力資源管理顧問公司擔任中

文老師，而有相關的中文教學經驗。婚後來台，開始在「賽珍珠基金會」

與「台北縣政府國際多元服務櫃檯」等社服或公立機構擔任翻譯，服務對

象多以新移民為主，內容也以新移民涉及的法律、民政、教育、醫療保健

為主要範圍。由於研究者本身就是新移民，再加上工作上的接觸，在台灣

認識了很多和我一樣來自他鄉的新移民，也藉機了解了新移民在學習中文

上的需求。 

二、 外在因素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2008：107）《97年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需求調

查報告》3一書摘要指出，外籍配偶在各式訓練課程、照顧輔導措施方面，

外籍與大陸配偶首要希望接受的訓練課程依序為「就業訓練，語文訓練、識

字教育，親職教育、育嬰常識」。 

(一) 缺乏站在第二語言模式的新移民華語文課程之專業規劃 

「國小、補校課程內容除國語課之外，學生還有數學、社會、自然，體

育與倫理等科目，課程比較制式化，未必符合成人學生的需求」（黃心怡，

2010：2）。 

陳源湖（2003）研究指出： 

語言課程之教學以識字為主，但這些新移民並非「不識字」，且與自幼生

長在台灣的失學民眾，能聽說，不會讀寫的情況完全不同，因此不少第一

線教學者建議，新移民識字課程設計應有別於本國民眾的識字課程。 

教育部（2010）在「教育重大議題及創新措施」提升新移民教育服務品質

                                                      
3
 本調查共計成功 13,345 份有效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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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下列幾點，現今新移民教育主要面臨問題整理如下：  

（1）「原本之課程標準有不符合現實教學的情形」 

（2）「大多數的外籍配偶於完成72小時學習時數而取得身分證後，即不參

加進階課程，僅極少數外籍配偶有意願進階學習」 

（3）教學內容重疊，「因人數不足實難獨立開設中級班以上之班級，因此

只能繼續於初級班」。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3）的研究也指出，語言及文化差異影響下一

代生養教育問題。其子女學習發展過程易受排擠與適應困難等問題。 

(二) 缺乏針對新移民華語文第二語言的教學觀念 

鄒秀惠（2008）研究建議：「針對不同地區的對象進行外籍配偶中文第二

語言教學模式行動研究」。然而在台灣目前還缺乏針對新移民華語文第二語言教

學觀念。「第二語言教學不同於母語文教學」。 

劉珣（2002：1-38）研究指出，第一語言學習與第二語言學習主要不

同點在「主體、動力、過程、文化因素」。因此在進行第二語言教學或以第

二語教學設計教材都要考量以下的因素： 

雖然目前許多研究都建議運用第二語言教學理論於新移民華語文教

育上，然而在國小補校針對新移民教學仍以識字教育成人教育為主，使用

的華語文教材仍是國小、國中教材，未考慮學習者學習特性如： 

她們成長背景為何？她們母語為何？以及教育程度、社經地位、心智能力

和個性等都會影響學習者第二外語的學習成果…目前國小補校、成人基本

教育班和新移民語言學習班…絕大部分的教學者仍然使用第一語教學方

式進行教學（溫智華，2008：4-5） 

此外學習華語的動機是什麼？學習華語困難、偏誤類型有哪些？也要

需要考量。 

(三) 缺乏針對新移民多媒體網路教學平台 

現今，電腦多媒體已經在第二語言教學、華語文教學中廣泛使用，教材

設計可通過聲、光、影、音教材的呈現，可進行同步教學或非同步教學，

讓學習者可隨時隨地的學習。 

邱淑雯（2002）研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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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生產完的外籍配偶中輟比率高，除身體狀況外，如果夫家不幫忙帶小孩

的話，她們可能必須中斷求學。外籍配偶在農忙時要幫忙耕作採收，常常

累得無法讀書；農閒時外籍配偶的丈夫到外地工作，若無人幫忙帶小孩也

只好自動休學。地理氣候的影響：許多山區的住戶離學校太遠、路途太暗

（沒有開路燈或根本沒有架設路燈）、冬天氣溫太低等都影響夜間外出就

學。 

因此，如能運用多媒體網路遠距教學平台於新移民華語文教學將解決學習

者學習時間及地點因素。 

    教育部（2008：1-18）《教育部中小學資訊教育白皮書，2008》指出，

「我們希望每位國民都能夠活用資訊和知識，進而掌握資訊科技，為國家長遠的

發展，共盡一份心力。…鼓勵課後開放電腦教室及 e 化專科教室供學生使用」 

黃富順（2000：14）曾預言：「電腦網路中的學習資源極豐富，且不受條

件的限制，預期此種學習方法，未來將成為成人學習極重要途經」。然而目前僅

集中於中小學進行多媒體網路教學，針對新移民華語文網路課程建設仍在

起步，如：「來去華語 100句」由鍾鎮城教授（2010）及其團隊編寫，以

非同步教學方式進行新移民華語為第二外語教學。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

訓練局泰山職業訓練中心製作「新移民學中文、中文變得好簡單」以多國

語言對照方式，針對新移民的多媒體網路教學。以上兩個教學平台內容相

當豐富，包括情境動畫、句型練習、詞語練習、漢字練習、小試身手，然

而這兩平台課文內容每課僅教一句缺乏教學情境互動，想進入學習也必須

建設密碼、帳號才能使用，封面設計以中文介面，對新移民來說能取得使

用相當困難。
4
 

  

                                                      
4
 「來去華語 100 句」及「新移民學中文、中文變得好簡單」(簡稱泰山中心)的新移民

華語文教學平台課程研究，我們將在第三章，進一步分析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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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問題與研究目的 

一、 研究範圍 

依胡龍騰、黃瑋瑩、潘中道譯（2000：44）研究問題的來源，研究問

題涉及到四個「P」：人（People）、問題（Problems）、方案（Programs）

及現象（Phenomena）。因此確定研究對象非常重要，本研究的研究對

象「人 People」為新移民，其主要研究範圍考量個人因素、外在因素、

並加上因人力、資源等因素，目前僅進行設計華語-越南語對照的網路

教學課程。期待將來擴充到其他語言的網路教學課程。 

二、 研究問題 

依（胡龍騰、黃瑋瑩、潘中道譯 2000：20）整個研究過程包含八個步

驟： 

第一步驟：形成研究問題。 

第二步驟：擬定研究計畫。 

第三步驟：建構資料蒐集工具。 

第四步驟：選擇研究樣本。 

第五步驟：撰寫研究計畫。 

第六步驟：蒐集資料。 

第七步驟：分析資料。 

第八步驟：撰寫研究報告。 

本論文通過大量閱讀相關文獻，發現新移民學習華語問題產生於新移

民的學習特性，由於時間分配的限制、社會扮演多種角色等而無法配合一

般的華語課程，因此選擇網路教學方式，運用第二語言教學理論進行華語

文網路教學。 

第一問題：新移民華語網路學習需求是什麼？ 

第二問題：如何建立新移民華語文網路課程？ 

第三問題：如何實施新移民華語文網路課程？ 

三、 研究目的 

研究方案：為進行「方案 Programs」內容、結構之考量。在第一部分研究

運用「內容分析法」將龐大的文獻資料、內容變成「資訊簡化過程」（data-reduction 

process）卽將文件上的許多單字歸入少數幾個「內容類別」（林義男主譯、陳淳

文譯，1989：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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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透過文獻探討了解新移民華語文教學與學習現況，她們的學

習策略、學習特性，設計問卷調查了解新移民華語文網路學習需求。 

第二：訪談曾建立新移民華語文網路教學平台專家學者的經驗，了

解建立新移民網路課程的過程。 

第三：分析國內外新移民第二語言教學平台優缺點，然後運用第二

語言教學模式進行製作新移民網路教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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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解釋 

一、 華語文
5
 

台灣的「國語」、中國大陸的「漢語」、香港的「普通話」、新加坡

的「華文」。台灣的「華語文教學」或「對外漢語教學」（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Foreign Language），本研究華語文係指運用第二語言教學理

論針對新移民進行華語文教學。 

二、 教學模式 

「模式」這個術語是英文Model的漢譯名詞之一。Model還可以譯成漢

語的「模型」、「範例」、「典型」、「型號」、「模特兒」等等。教學

模式是思考課堂教學的一種工具，它用一組精心安排的基本概念，也就是

幾個主要的變量來解釋課堂教學裡的師生活動。 

教學模式是一種可以用來設置課程（諸學科的長期教程）、設計教學

材料、指導課堂或其它場合的教學計畫類型。（趙中建譯，1992：2-6） 

本研究的教學模式係指運用網路科技建設新移民華語文網路課程，運

用Brown（2007）第二語言課程發展過程及Dick＆Carey（1990，徐新逸、

施郁芬譯，2003）多媒體教學設計順序設計教學材料，指導課堂順序。 

三、 第二語言 

 第二語言（Second Language, L2）：在第一語言的基礎上再學習的其

他語言﹐通常為外語（foreign language）。如越南籍新移民在越南之後由

婚姻關係居住在台灣因而學習華語，因此華語在她們原本的越南語基礎上

學習，所以華語是她們的第二語言。 

因此第二語言教學模式是思考課堂教學的一種工具，它用一組精心安

                                                      
5本研究在引用他人的研究為維持原文的真實性仍使用其它的詞語如，漢語、對外漢語

教學、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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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的基本概念第二語言教學理論、成人教育理論、成人學習心理特徵等來

指導。 

四、 新移民
6
 

新移民一詞的來源自婦女新知基金會（2003）為新移民主辦的徵文活

動，最後「新移民」一詞得到最高票。係指因婚姻而定居在台灣的外籍人

士，既非屬本國籍人士與本國人士具有婚姻關係。本研究所指的新移民系

指來自大陸、越南、印尼、泰國、美國等地，經由婚姻來到台灣。而以越

南籍新移民為主要學習者。 

五、 遠距教學 

Garrison（1987）認為，遠距教學是運用科技媒體的中介，超越正規機

構限制，讓學習者擁有教師引導，以及擴展教師教學範疇的方法。面對網

路教學時代的概念。 

林奇賢（1997）將之分為同步式（synchronous）與非同步式

（asynchronous），兩大類方向。同步式教學是指所有學生與老師都必須同

時參與及時互動，提供虛擬面授的感受；非同步式教學讓學生可以更加彈

性選擇上課時間及教材，課程隨選教學系統就屬於這個範疇。  

                                                      
6
 本研究在引用他人的研究為維持原文的真實性仍使用其它的詞語，如外籍新娘、新住民、外籍

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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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為「澄清並確認研究問題的範圍，改進研究方法論、擴展對所欲研究

領域的相關知識」，本研究步驟即為文獻探討此章為三節。 

第一節主要探討：新移民成人第二語言教育理論，包括：新移民教育、

新移民成人識字教育、新移民成人華語文第二語言教育、新移民成人第二

語言網路學習；第二節探討：第二語言學習特性，包括：新移民成人第二

語言學習需求與學習特性、第一語言及第二語言學習者的學習難點及優勢、

新移民華語文課程研究；第三節集中在第二語言教學模式及課程研究，包

括第二語言教學模式、課程發展模式、新移民華語文課程研究。 

第一節 新移民成人第二語言教育理論 

一、 新移民教育 

(一) 新移民教育意義 

新移民教育意義是什麼？目前還沒有明確的定義，因此我們從一般成

人教育加以發展出新移民教育意義。成人教育，早期被認定是一種掃除文

盲、教導民眾基本讀、寫、算技能。美國學者 Darkenwald & Merriam（1982：

9）；黃富順（2000：6-7）界定「成人」（adult）為已經不再扮演全時學生

的角色，並能負起成人社會角色…。如工人、配偶、父母。而「教育」（education）

係指有意的、有目的的、有組織的和較持久性的活動，以傳授和獲得識能

為目的的過程。因此「成人教育」一詞的意義就是：「擔負成人社會角色

的人所進行的有系統、持續的學習活動，其目的在促進知識、態度、價值

和技巧上的改變。」 

教育部（1991：1）定義「成人教育係指提供不在參與一般學校教育的

成人有關基本教育、進修教育、職業進修教育、生活及休閒活動機會。」 

新移民由婚姻關係移民到新國度，他們跟當地的成人一樣「已經不再

扮演全時學生的角色，並能負起成人社會角色…。如工人、配偶、父母」。

政府對新移民教育的意義是能協助他們在移民地獲得教育、融入當地社會，

「擔負成人社會角色」。 

(二) 新移民成人教育目的 

 目前針對新移民教育目的的理論相當稀少，僅能從一般成人教育目的

加以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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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hlberg & Meyer（1936，引自黃富順，2000：103）曾將成人教育行

動（Adult Education in Action，1936）歸分為三類思想： 

（1）、浪漫主義（romanticism）強調內在自我的健康、生長及發展。 

（2）、文化的傳承：強調傳遞文化知識、價值和技巧。 

（3）、進步主義：強調實際問題的解決以及改進個人生活。 

教育部（1991：1）認定成人教育目的為「以增長成人生活基本知能、

擴展生活領域、提升民主素養及充實精神生活內涵，以充分發揮全民教育、

終身教育的功能。」 

國內學者詹棟樑（2005：88-90）認定成人教育目的為：「個人的成人

教育目的；社會的成人教育目的；綜合的成人教育目的；以及普通目的與

特殊目的」 

Corely（2003）；丘愛鈴，何青蓉（2008：65-66）歸納，成人教育者可

就以下各點，教導學習者批判性反思：（1）.連結學習與學習者的生活經

驗；（2）.幫助學習者質疑理論與他們自己文化經驗的關係；（3）.給予學

習者聲音和創造論壇，讓學習者可以說他們的故事；（4）.幫助學習者認

為知識是他們可以創造的東西；以及（5）.給予學習者工具以批判參考架

構、觀念、訊息和權力的型態，並發展批判的意識覺醒。 

何青蓉（2003）；丘愛鈴，何青蓉（2008：65-66）強調新移民教育，

教育與生活適應教育應朝向協助新移民發展跨文化能力（intercultural 

competency）。跨國婚姻移民所面臨的不只是識字的問題，未能看到文化內

蘊的價值而致產生的困擾或認知與情緒的衝突，更是左右他們適應良窳的

關鍵，教育的目的在於協助學習者瞭解他們所學習的，讓他們的學習植基

於日常生活的脈絡，並反省他們個人的經驗，且能看到社會行動，亦即「批

判性識字」（critical literacy），而不僅是獲得閱讀和書寫技能，而應協助移

民者建立社會支持網絡。 

綜合以上各位學者的觀點，新移民教育目的是：不只是「協助新移民

發展跨文化能力」（丘愛鈴、何青蓉，2008：65-66）。也應重視增長新移民

成人生活基本知能、擴展生活領域、提升民主素養及充實精神生活內涵，

已充分發揮全民教育、終身教育的功能。而主要培養的領域包含「成人有

關基本教育、進修教育、職業進修教育」（教育部，1991：1-4）。此外，以

華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學習機會也是將來新移民教育的重點。 

二、 新移民成人識字教育 

(一) 識字（literacy）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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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定義，識字是指能夠閱讀理解及書寫表達日

常生活中出現簡單文句的能力，亦即是讀寫能力。更準確地說，應該是指

文化程度，包括：認識、理解、解釋、創造、通訊、計算、表達、閱讀各

種印刷、電腦顯示、光碟影像等等資料的能力。識字的意義也可能包括：

可以理解和某一族群有關的符號系統，及理解和使用此一符號系統有關的

能力。 

Hunter & Harman（1979）將「識字」之定義分為兩類：傳統識字

（conventional literacy）與功能性識字（functional literacy）；「傳統的識字」

是指個人具備適應社會生活和家庭、工作、社區等情境中的各種角色。  

Scribner& Cole（1981，引自黃富順，2001）認為，識字不只在於知道如何

寫文字，更能應用在特定的脈絡中。功能性識字的概念，擴展了原本侷限

基本讀寫能力的識字意涵，使個體之任務目標能因應社會變遷，進而解決

生活所遇到的問題。 

(二) 新移民識字的教育目的 

源於 2003 年 5 月 7 日內政部長余政憲提出之〈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

導措施專案報告〉顯示當時的政策理念是： 

第一、符合人權理念，提升國家形象；第二，維持家庭功能，促進社會安

定。第三、厚植人力資源，強化國家競爭力。目標為：第一、協助輔導新

移民早日融入我國生活環境，與國人共組美滿家庭，避免適應不良而衍生

各種問題。第二，以共創多元文化社會價值為精神，整合政府和社會資源，

建構多元照顧輔導措施，平等對待新移民，落實保障其權益與需求。（內

政部，2003） 

一直到教育部，蘇玉玲（2012）「成人基本識字教材發表記者會」（2012

年 3 月 26）才明確指出： 

教育部推動成人識字教育，降低全國不識字率，特別修編一套《成人基本

識字教材》，目的是幫助幼年失學的成人及外籍配偶，能具有聽、說、讀、

寫、算的能力，提高生活能力，並使外籍配偶能快速融入臺灣生活與文化。 

識字教育主要在於幫助學習者能實際運用知識，經由實踐，既反思和行動

過程，使個人有能力改變社會上不合理的事物。識字教育能使學習者「意

識覺醒」（conscientization），成為認知的主體，可以覺察社會文化，並具

有轉變社會的能力，而非只是接受者而已。（王秋絨譯，1999） 

1987 年國際成人教育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Adult Education）

（引自黃富順，2000：122）於加拿大多倫多舉行「工業化國家識字研討

會」（Literacy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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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字是全世界人類追求發展的基本人權。文盲不僅是開發中國家的嚴重

問題，而且在工業化國家亦然。它也是貧窮、失業、分離及受壓迫者的

一種符號與反映，對個人與社會均有所影響。 

識字不僅是具有讀、寫、算的能力，同時要具有隨科技進展所需的知識

和能力，以改進生活和工作情況的方法。識字是一種趨勢發展的方式，

它可以促進社會和個體的改變、追求機會的均等和達到對世界的瞭解。

惟有全世界運用各種方法和資源來掃除文盲，才是符合社會正義要求。 

因此識字概念不只侷限於「讀寫能力」，還包含運用學習到的知識運用

在「適應社會生活和家庭、工作、社區等情境中的各種角色」。在台灣針

對新移民識字教育存在許多問題。何青蓉、丘愛鈴（2009：1）的研究指

出：目前新移民識字教育的缺失，政策存在四大問題包括： 

新移民人力資源觀點未受到重視，政策上多元化觀點聊備一格，實務中內

薀偏差的文化觀點，成人識讀教育課程內容重複，且缺乏清楚分級設計；

以新移民認讀教育目的不夠清楚。 

識字教育範疇在成人教育理論下，然而此觀點仍然站在國內一般失學

民眾成人教學模式及方法，未考慮到新移民成人教育有別於母語學習者成

人教育。 

 吳美雲（2001：20）研究指出：「我們知道這些外籍新娘大部分不是完

全不識字，而是移居到另一個使用不同語言的陌生國度-台灣，才變成一

個溝通有障礙的功能性文盲。 

另外張菀珍，黃富順（2007：56），研究總結： 

外籍配偶學習成效，主要受到外籍配偶來台時間長短、受母國教育程度、

參加識字班時間長短、原生國家庭背景、人格特質、夫家經濟及生活狀況、

家人支持與否、同儕影響、識字動機、交通等因素的影響。 

三、 新移民成人華語文第二語言教育 

(一) 以英語為第二語言之美國移民教育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許多亞洲人也隨著墨西哥人及南美洲人移民至

美國，在美國大學出現大量學生學習英語為第二外語的需求、師資出現不

足現象。1964-1967 年美國大學開始重視移民者學習英語為第二語言的學

習方案。（Klee，1994，引自薛淑今，2003：47）。 

 1980 年美國國會通過成人識字行動方案，提供移民成人及家庭第二語

言-英語學習機會，1988 年在華盛頓成立 NCLE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ESL Literacy Education）非營利組織，是一個全國性的資訊中心，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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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低識字成人、難民。…。等提供語言識字資訊，ESL 課程、英語能力檢

定認證，師資培訓、認證、發產 ESL 教材（NICLE，2003 引自薛淑今，

2003：47-48） 

 在美國可以學習怎麼說、讀、和寫英文的地方很多。許多孩子和成人

都可去上「英文為第二語言」（ESL）的課。這些課可幫助那些不會講英文

的人學習英文。這些課也叫做「非母語人士英文課」（ESOL）或「英語讀

寫課」。…。 剛開始學英文的學生可以上 ESL 課取代正規英文課。大學在

當地社區中提供 ESL 課以及當地義工的教導服務。這些計畫通常是免費或

只需要繳很少的費用。（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修訂本 2007：37） 

(二) 以英語為附加語言之加拿大教育 

在語言教育方面，加拿大政府與各省政府、學校委員會、社區大學、

移民單位及社區組織合作，提供全國永久居民之成人免費語言訓練，在大

多數省份，此種機構稱作「加拿大新移民語言中心」Language Instruction for 

Newcomers to Canada（簡稱 LINC），並為新移民編製小手冊，列出各地

LINC 評鑑中心，這些中心會評估個人的語文需求，並提供正確班別的建

議（吳學燕，2004：20）。 

此外，加拿大也訂出「讀寫計劃（Literacy Programs）」提供相關的基

本識字、算術和溝通技巧…。以英語作為附加語言（EAL）是指課程專門

為英語不是第一語言而在加拿大以外出生的人所設計。7以及「社區本位語

言訓練」計畫 Community-Based Language Training （簡稱 CBLT），如

Manitoba 省的 CBLT，是由聯邦政府公民、移民事務部、省政府一同合作

的，並接受 LINC 的資助。此計畫以非全天上課的、彈性的語言訓練，提

供給需要學習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新移民女性，協助她們適應生活及教養

子女。（Kenny & Cap, 2002）。 

(三) 日本的新移民教育、按照新移民國籍分日語教室 

在日本，以戶澤村為例，在引進「亞洲新娘」的同時也有不斷改革的

教育政策，學者笹川孝一（1994，引自邱琡雯，2005：96-98）將該區自治

體協助「亞洲新娘」的過程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期（1996 年-1998 年）摸索期只辦理居留證及更新手續。 

第二期（1989 年-1992 年）出現專門負責國際化事務的職員，亞洲新娘被

認為是當地的「居民」和一般日本人同樣享有的權利。…。開辦日語教室，

體認到「亞洲新娘」的識字教育是住民教育及社會教育的重要環節，1990

                                                      
7檢索日：2014 年 2 月 4 日，資料來源。IMMIGRANT TOOL BOX Education and Training， 

http：//www.immigranttoolbox.ca/index.php?pid=4400 

 

http://www.immigranttoolbox.ca/index.php?pid=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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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先依「亞洲新娘的國籍」分成韓國、菲律賓兩組教室，後來又加上中國

組的日語教室。…。除了日語學習外，還包括茶道、花道、和服穿著等日

本研習。…。生活相關知識。 

第三期（1993 年之後）自治體強調國籍和民族雖不盡相同，承認人人有

平等權利。 

由上述可知，在國際上，引導新移民以第二語學習來認同當地社會並

強化平等學習，以第二語教學觀點、理論提供教育是新移民學習華語教育

趨勢。 

(四) 邁向多元文化語言認同社會，以第二語教學觀點、理論是台灣新

移民學習華語教育趨勢 

 到目前為止在台灣針對新移民華語文教育政策上仍停留在成人識字教

育，但不少學者的研究結果及建議都為站在第二語言教學模式建構新移民

華語文教學。 

 摸索期 1987-1994 年 

1987年 11月 2 日政府開方兩岸探親，兩岸人民來往頻繁，因此也開

始有兩岸人民的通婚，龔裕原（2013）。1994 開始隨著南向政策有大量新

移民進入台灣。1991 年，教育部以「發展與改進成人教育五年計畫綱要」

為依據，原本僅是成人教育諸多項目一環，…。1992 年成人教育工作是重

點工作，教育部「獎勵及補助成人教育活動實施要點」（教育部 1991：1-4），

但此時政策上還沒有任何新移民教育政策及出現任何專為新移民開設的

華語專班及教材。 

發展期 1995-2002 年  

1995 年 7 月 30 日，由夏曉鵑指導全國新移民華語文第一個學習班正

式開課。夏曉鵑（2000：53），到 1998 年夏曉鵑研發第一套為新移民編寫

的華語文教材。（吳美雲 2001：3） 

1998 發表「邁向學習社會：推展終身學習教育建立學習社會」（簡稱

「終身學習白皮書」）中將成人基本教育列為建立終身學習社會重要一

環。…。但一直到 2002 年才將外籍和大陸配偶納入成人基本教育中（何

青蓉 2007：106-116），也在 1999年開此有針對新移民碩士論文的研究。8 

成熟期 2003 年至今 

教育部 2003 年擬定成人基本教育實施原則（包含新移民教育在內）。 

從 2003 教學觀點分成兩流派，第一以識字教育理念為本進行新移民教

育，第二觀點以第二語言模式進行新移民華語文教育。 

                                                      
8
 據研究者 2014 年 7 月 30 日在台灣碩博士論文價值系統查詢，1999 年有 2 篇以「外籍新娘」

為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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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多元文化觀點，2007 年新北市政府（原臺北縣政府）訂定「新住

民火炬計畫」（內政部及出入國及移民署，2012）9，2012 年 3 月起發展到

全國各縣市。記者黃文鈴（2013）記錄，2013 年 10 月 02 日教育部長蔣

偉寧表示：「大方向我支持新移民語言納入 12 年國教課綱」。10 

四、 新移民成人第二語言網路學習 

(一) 網路教育與新移民華語文學習 

網路教育就是通過計算機為基礎的網路開展教與學的活動，以實現教

育目的的一種現代化教育形式…。所謂網路教育指的是在網路環境下，以

現代教育思想和學習理論為指導，充分發揮網路各種教育功能和豐富的網

路教育資源優勢。向教育和學習者提供一種教和學的環境，傳遞數位化內

容，展開以學習者為中心的非面授教育活動（黎軍、胡曉玲、吳全洲，2011：

3）。楊雅惠（2007）研究指出：新移民女性學員在進行網路學習前都有使

用電腦的經驗，對網路學習接受度高且對於識字與生活適應方面的網路學

習課程較有興趣。 

(二) 新移民成人第二語言網路學習特性 

  網路課程利用「視覺、聽覺效果，形象逼真的展示教學內容」以同步、

非同步教學方式呈現具備「交互性與個別化」，最重視學習者「自主性與

多元化」（黎軍，2011：4-5）指出，與傳統學習比較，網路學習更注重啟

發學生探究為主，重視交互學習。在課程裡多學科交叉的問題解決式學習，

而教師作為學習的指導和幫助者，不是知識壟斷和傳播者。 

表二-1 傳統學習與網路學習的比較 

傳統學習 網路學習 

教師講授為主 啟發學生探究為主 

說教式教學 交互學習 

分學科定時教學 多學科交叉的問題解決式學習 

集體化，無個性的學習行為 多樣化，個性化的合作式學習 

教師做為知識壟斷者和傳播者 教師作為學習的指導和幫助者 

按年齡和成績分組 可以混合編班 

對分科知識與分類技能的評價 

（考知識點和熟念掌握度） 

以行為為基礎綜合性評價 

（考能力和整體素質） 

                                                      
9檢索日 2014 年 2 月 14 日資料來源，內政部出入國及移民署全球資訊網「全國新住民火

炬計畫」http：//www.immigration.gov.tw/ct.asp?xItem=1150450&ctNode=33455&mp=S002 
10檢索日 2014 年 2 月 14 日資料來源，黃文鈴（2013）。12 年國教總綱擬納新住民語言。

台灣立報。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33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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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黎軍 2011：57-58） 

 研究者從（黎軍 2011：57-58）的傳統學習與網路學習的比較進行修正，

成為新移民華語文傳統與網路學習的比較。差異在於考慮新移民華語文第

二語言學習特徵及她們學習目的是以解決問題為網路學習導向。詳細如表

二-2 

表二-2 新移民華語文傳統學習方式與網路學習方式的比較 

傳統學習 網路學習 

教師講授為主 啟發學生探究為主 

說教式教學（以識字為主） 自主性，交互姓、開放性、合作性學習 

分學科，華語專班定時教學 解決問題式教學 

集體化，無個性的學習行為 多樣化，互動式學習 

教師為知識傳授者 教師為引導，幫助者 

未考慮新移民華語文第二語言學

習特徵 

考慮新移民華語文第二語言學習特性 

固定單一學習 創造多元學習 

從表二-2 得知，新移民網路課程教學模式是跟一般傳統教室不同。它

以新移民學習者為重心，重視新移民學習特性。此外楊雅惠（2007）的研

究也指出，針對初學者新移民成人參與華語文網路教學，如果有「教學者

的示範與說明、親友從旁協助，對新移民女性學員進行網路學習頗有助益，

但是家庭工作因素與識字打字的能力，皆會影響新移民女性學員登入網站、

閱讀文章以及在課程討論區發表文章的意願。」 

(三) 新移民成人第二語言網路學習成效  

根據（沈俊毅譯，2007：8-9）整理的二百四十八個研究顯示，遠距教

育與一般傳統教室上課沒有顯著差異。換句話說，遠距教育的成效可視為

與面對面教學一樣。 

Clark（1983：445）清楚的表示用來傳送教學內容的媒體，對學習是

沒有顯著影響。Clark 說，「近來最好的證據顯示媒體只是傳播課程的載具

而不會影響學生的成就。就像運送貨物的卡車不會影響食物的營養成

分。…。只有傳播的課程內容本身會影響學習的成果。」 

Hanson，Mausha，Schlosser，Anderson，Simoson（1997：22）整理

了美國教育傳播暨科技學會所發表的研究，並對這廣為接受的看法作了以

下的結論，「。…。那些比較不同的傳播系統以及遠距與傳統教學學生的

教學成效，且發現沒有顯著的差異。…。」 

以上是早期的研究，但隨著科技的進步，越來越多學校及政府政策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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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網路上，如 2008 年，美國教育部正式開放針對成人移民設計的免費

英語學習網 www.USALearns.org，由 Sacramento County Office of Education

（SCOE）負責，以幫助英語水準較低的移民學習以英語作為第二語言模

式進行英語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ESL）教學。課程內容，包括情

境會話、訓練發音、聽力、閱讀、拼寫。以圖片及直接教學法進行教學，

這成為美國政府近年來的新移民工作重點。此外世界頂尖學府哈佛大學與

麻省理工學院（MIT）2012 將聯合推出免費線上課程。最近許多研究證明

通過網路學習是有效的，如:2009 年，林倩慧，盧家慶建立華語文教學平

台「ChineseBlvd-華語街」，不但有真人教師可進行遠距離線上多人同步教

學，利用影片、mp3、識字遊戲和句子練習等多樣化教材，目的是「幫助

新移民媽媽在家也能自學華文，再也不怕家庭聯絡簿！」該研究進行實驗

時邀請 11位新移民來參加，研究結果顯示對數位教材很有興趣的新移民

為 6位，有點興趣為 4位，沒有興趣 1位 。顯示新移民對數位學習的接

受度相當高。此外彭玉慧（2009：115）在調查國小補校新移民課程需求

時發現「排序第二為網路教學有 105 人勾選」，也支持新移民對網路課程

的學習需求及接收度。 

「國立臺南大學語文中心新移民華語文多元學習課程招生簡章」 指出，

「多元學習課程目的是增進新移民語文能力的使用，提升新移民與本國文

化的交流，協助新移民熟悉更多語言學習管道，並達成自我學習的能力。

而上課方式：採一人一機方式進行數位華語文學習，改變以往單純使用書

本學習的方式，讓學習可以更多元更有效率。」 

陳眉期、何昱穎、張智凱（2010：1）在台南縣省躬國小新移民學員對

於電腦輔助華文學習進行實驗研究，結果顯示「新移民對於此一平台在可

用性、易用性…滿意度具有正向回饋，且經由質性分析結果顯示此一教材

及平台設計能提升新移民之學習興趣，顯示多數新移民皆能接受使用學習

管理系統進行線上華語文學習，值得後續推廣使用。」 

鍾鎮城（2012:101）進行新移民對電腦網路華語學習需求分析結果顯

示電腦與網路的學習需求排名第一。 

因此如運用網路科技進行新移民成人華語學習，可減輕她們的學習時

間及地點限制，彈性協助她們更有效率的學習。 

(四) 新移民網路教與學面臨的問題 

 新移民遠距教學，運用現代科技教學可超越時空的限制但到目前為止

實行上仍遇到許多困難如：運用網路課程上課時間仍採用到課堂參與學習

模式加上上課的時間只短短幾天，後續未提供免費新移民網路教學平台，

如新移民已熟悉操練學習系統也無法繼續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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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瑋涓、蔡家旻、呂明蓁（2010）11在一所國民小學外籍配偶專班進行

一個月的數位實驗教學，邀請 22 位新移民華語文學員參與教學研究發現：

「（1）新移民華語文的教材實施應考量數位落差，因多數新移民在資訊素

養上仍顯不足。（2）數位學習教材的建置可以更友善，以圖像式來取代文

字化的數位教材可以降低學習者在新科技學習上的挫折感。」 

但數位網路教學也可能存在一些問題，張天雄（2012：5）研究指出： 

偏鄉地區成人數位資訊背景歧異性過大，造成教學上困難、再加上學習誘因

不足，使得許多成人不願接觸電腦，阻礙了遠距教學可能性，對於位處偏鄉的數

位機會中心而言，由於定位較為模糊，並非為成人而設計，而是同時包含了學齡

兒童的數位教學任務，所以無法照顧到成人的歧異性。再加上偏鄉地區民眾所得

偏低，連平日能否三餐溫飽都無法確定，更遑論撥出時間從事學習。在這樣的情

況之下，自我導向學習很難自然存在於成人個體或團體之中。 

新移民初學學者初次接觸網路學習課程可能產生焦慮。Edward （1994，

引自張志全，2002：35）指出: 

電腦焦慮是一種特殊情境焦慮，只有個體在壓力的情境下才會被發現，電腦

焦慮在本質上是短暫的（transitory），可藉由某些接入策略（intervention）而加

以改變。 

五、小結 

 隨著成人教育、新移民識字教育定義及科技網路發展，新移民教育已

非侷限在傳統「識-讀-算-寫」能力，教學的地點也不局限在一般的教室

而可通過國際網路進行學習。 

 成人通過遠距教學的成效已有許多研究證明「效果不比一般傳統教室

差」，甚至更好，並能克服一般傳統教室的時間及空間的限制，彈性協助

新移民成人學習，特別在華語文學習領域更要實行。 

 2008，美國教育部正式開放針對成人移民設計的免費英語學習網

www.USALearns.org 顯示該國家針對新移民教育政策的前膽。然而在台灣

針對新移民華語文為第二外語學習網的建設仍在起步。 

 美國、加拿大、日本新移民教育經驗可提供國內目前針對新移民教育、

識字教育、華語文教學政策的參考依據，如「第二語言教學觀」及針對不

同國籍的新移民學習者提供不同的華語教室。 

  

                                                      
11 檢索日 2013 年 10 月 3 日。資料來源。新移民華語文研究室資源區。https：

//sites.google.com/site/labres601/yan-tao-hui-lun-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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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第二語言學習特性 

一、新移民成人第二語言學習需求與學習特性 

(一) 新移民學習需求及目前政策 

1.華語學習需求 

夏曉鵑（2000：53）研究指出，與「外籍新娘」相處的過程中，我發

現不會說、寫中文是他們日常生活所面臨的主要障礙。1995 年 7 月 30 日，

由夏曉鵑指導全國新移民華語文第一個學習班正式開課。 

林桂枝（2003）在規劃新移民課程內容的時常問新移民「你們迫切的

需要是什麼？得到的答案是：「趕快學會中國語言、中文的識字，這樣才

有辦法教育下一代。」 

王大修、尚傑人、蔡麗琴、張簡憶如、梁榮仁、熊淑君等（2008：14，

17，24，83）進行「臺北縣新住民婦女生活需求調查研究」在 406 份有效

樣本問卷發現，新移民婦女對課後輔導的需求佔52.6%顯示相當高的比例。

之後進行深度訪談新移民生活需求，以每 100位新移民節選一位為深度訪

談對象。指出「東南亞籍新住民最大的困擾在於語言溝通問題，常因溝通

不良而產生誤會」  

黃馨慧、陳若琳（2006：107）研究指出：「外籍配偶在地生活能力之

需求涵蓋個人生活適應、工作技能、家庭生活與社會生活等各個不同面向

的需求」 

張景媛（2006：8）研究指出，新移民「語言與文字障礙，造成生活的

不便外，是否會成為教育下一代的一大障礙（ex.無法輔導功課）。」 

何淑芬（2006：211）識字教學不僅可以為外籍配偶在台的生活開啟另

一扇窗，更藉由對語文的認識與使用，增進人際關係及開拓生活的視野。 

曾秀珠（2006：256）研究結果發現新移民「學習國（台）語，與先生

家人溝通無礙；學習認識中文，解決生活問題；積極讀書學國字，較容易

找工作。」 

2.親職教育需求跟其他方面需求 

彭玉慧（2009：77，97）進行研究「台北縣國小補校新住民學生學習

適應與就讀國中補校需求調查」在 559 份有效問卷樣本發現，「新住民學

生就讀國中補校課程學習需求非常重要，其中親職教育得分最高 4.2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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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語文識字及相關法律 4.14 分，工作技能 4.11 分，民族文化 3.99 分，

醫療保健 3.96 分。」 

洪信德、陳美惠（2006：104-105）針對新移民親職教育需求建議「設

置一道道緊密的支援網絡，減少因懷孕疏忽、婚姻問題或教養方式偏差所

產生的問題兒童與青少年，以減少社會成本的負擔。」 

總言之，新移民學習需求相當多元，最主要為華語文學習、親職教育、

職業訓練、民族文化、醫療保健等領域。因此建構新移民華語文的學習也

應包含相關的這些語言交談場合相關句式及課文。 

3.目前針對新移民的政策 

中華民國內政部 1999 年推動、2008 年修正「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輔導

實施計畫」目的指出：  

為落實外籍配偶照顧輔導措施，提升其在臺生活適應能力，使能順利適應

我國生活環境，共創多元文化社會，與國人組成美滿家庭，避免因適應不

良所衍生之各種家庭與社會問題，特訂定本計畫。補助內容包括生活適應

輔導班及活動、種子研習班、推廣多元文化活動、生活適應宣導、其他本

部專案核備事項。 

教育部 2003年擬定「成人基本教育實施原則」12由 2010年修正目的是： 

（1）.培養失學國民、外籍配偶與大陸配偶具有聽、說、讀、寫、

算能力，以充實基本生活知能。（2）.增進失學國民、外籍配偶與大

陸配偶之語文溝通能力，拓展人際關係，融入現代社會環境，提升

生活品質。補助對象為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各縣（市）政府（以下

簡稱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為主辦單位，應積極輔導轄區內國民小學

或其附設國民小學補習學校配合辦理，並得與有關機關、社教機構

及民間團體等共同辦理。（教育部，2010）。 

陳若琳、黃馨慧（2006：135-162）研究指出： 

目前政府對於外籍配偶生活的輔導有多元化的措施，包括直轄市、

縣政府開辦「外籍配偶生活輔導班」，編印在台生活資訊簡冊，保障

外籍配偶權力。而目前各縣市政府辦理外籍配偶學習活動單位不同，

辦理的時間與內涵亦各有其重點。社會局協助民間團體及社區發展

協會發展地區性外籍配偶服務措施、民政局辦理新移民生活成長營 

交通局協助外籍配偶取得駕駛駕照，衛生所針對全鄉外籍配偶辦理

                                                      
12
檢索日 2014 年 2 月 28 日資料來源，教育部（2010）。教育部補助辦理成人基本教育實施原則。 

http：

//edu.law.moe.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FL034065&KeyWordHL=%E6%88%90%E4%BA%BA
&Style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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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教育講座以及營養與預防保健教育、戶政所辦理外籍配偶生活

適應班、教育局開辦各類識字課程，提供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並編

印相關教材等。 

張惠貞（2008：13）研究指出： 

盡管各縣市教育單位和社會積極開設學習輔導課程，但受惠的外籍配偶仍

居於少數，原因在於大多數的外籍配偶必須照顧孩子、操持家務和忙於工

作，根本無暇參與，此外丈夫和公婆反對亦成阻力，也有少部分的外籍配

偶認為沒必要。 

因此研究者認為為了讓這些新移民的中文能力提升，不是被動等待有

時間能配合學校、或各單位學習時程來學習，而要主動提供多元學習管道

彈性配合新移民作息方式，利用遠距教學等現代科技，以第二語教學模式

的角度編寫教材，按照學習程度結合非同步以及同步教學方式進行授課並

進行測驗，可取得教育部認可的資格。 

(二) 新移民學習特性 

1. 因扮演多種角色新移民成人學習時間是有限的 

如（Kuhlen、Johnson，1952：1-4 ）所言：在約 30 歲成人學習者就

意識到時間的有限。成人學習主要特性之一就是經常感到時間短促。因為

時間的關係，生活中成人必須同時扮演多種角色如工人、配偶、父母等

（Darkenwald & Merriam，1982：9）因此成人「較少全時學習、間斷」。

王維旎（2013：10-11）認為：「成人學習者的角色會與其他的角色產生衝

突」。因此學習時間是「插曲式，而非連續性」，（黃富順 2000：55，2002：

9）。 

外籍配偶認為影響其參與學習的重要個人因素，包括：工作、懷孕和

育兒佔據太多的時間，及本身在原生國的教育程度較低及缺乏信心等因素，

易阻礙其參與學習活動（張菀珍，黃富順 2007：62） 

許秀薇（2008：60）研究指出： 

外籍配偶學員們常因加班、照顧家庭等外在因素而影響其學習慾望，。…。

由於時間受到擠壓，在課程的出席上，則會盡量以有興趣或實用的課目（如

國語課）為優先考量。 

「以台北縣為例，補校上課時間多為晚上 6點 30分，對某些外籍配

偶而言，正是張羅家人晚餐、輔導小孩課業的時候，並不適合外出學習。」

（何福田、郭育婷 2005：18） 

曾秀珠（2004）以台中縣外籍配偶識字教育學習之外籍配偶為調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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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有效樣本計 580 人。摘要指出，外籍配偶識字學習障礙，以「個人

因素」最高，其中「聽不懂中文」和「懷孕或生產過後，必須留在家中

照顧幼兒」為最大之學習障礙，故如何減少外籍配偶這方面的障礙，值

得關注。此外，家庭經濟壓力、工作忙碌或需照顧幼兒是「家庭與工作

因素」影響的識字障礙。外籍配偶因為有家庭經濟壓力及工作忙碌多重

角色，以致遭遇識字學習障礙；也因為家務太多、工作勞累或照顧幼兒，

而沒有時間讀書。 

2. 母國生活經驗是新移民成人學習資源 

正如 Lideman（1961，引自鄒秀惠 2008：18）所言：「成人學習者的

經驗是成人教育最重要的價值與準則」。成人藉由生活經歷中歸納智慧，

由經驗中學習。 

Kidd（1973：45-56）說：「成人學習上的一項重要因素，就是成人具

有豐富的經驗以及在學習上如何加以利用」。 

Knowles（1970，引自楊國賜，1987：8）提出假設「成人豐富的學習

經驗是學習的重要資源。經驗讓成人學習過程中獲益得到學習效果。「成

人在繼續成長中所累積的經驗，是學習的重要資源,也就是說，成人的經

驗是學習的起點，也是學習的助力」。詹棟樑（2005：9）認為學習者的經

驗對於成人十分珍貴，結合經驗與學習，學習效果將大為提高。王維旎

（2013：10-11）進一步肯定「成人學習者經驗多元且是學習資源由經驗中

學習。」然而經驗也是「學習阻力」（黃富順，2000：71）。 

大多數新移民原生母國生活於農業社會，在此生活環境中成長，她們

多數具備傳統女生的生活方式，為家庭、孝順父母。（李美賢，2003：225），…

故事見於本文多位來自越南受訪者經驗中，這些女性甘願放棄完成教育的

機會，在童年時候就開始幫忙家裡耕田或家務或是到鄰近地區從事臨性的

工作「像是打掃、保姆、顧雜貨店等」來賺取微薄薪資，部份的她們甚至

在十五、六歲時即移動到胡志明市，前往發達的都市以求能找到待遇更好

的工作，然後可以定期寄錢回家，以協助父母減輕家計，並能支持年幼的

弟妹完成學業。此經驗可能造成新移民華語文學習的阻力，對工作保持學

習熱誠及動力。 

在教與學方面如何運用母國生活經驗為新移民的學習呢？在回答這

個問題鍾鎮城教授（2012：17-19）建議「鼓勵移民以母語或雙語及多語讀

寫方式表達，。…。鼓勵移民以語碼轉換方式進行主題討論。…。鼓勵移

民延伸、繼續其家庭雙語及多語讀寫生態。」 

3. 新移民成人學習目的以解決問題為目標，要求有明確的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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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學習活動的發生，通常是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發生了問題或產生了

困難，為求解決問題或排除困難而參與學習活動。所要應付的問題是具

體的，而非理論的。…。成人會對有應用價值，尤其是有立即應用價值

的知能的學習，感到濃厚的興趣。「學以致用」或「即學即用」。其從事

學習活動皆為對當前生活情境壓力的反應，教育是增進解決當前問題的

能力，故成人係以一種「問題中心「的心理架構與教育活動。成人在選

擇某種學習活動都「希望每次學活動均有所獲、有所得。他們希望一個

小時的學習，能有一個小時的收穫；兩個小時的付出，能有兩個小時的

代價，他們對學習活動的期待是具體而明確的。（楊國賜，1987：8）

（Knowles，1976，引自黃富順 1985：63-64；黃富順，2002：9-11） 

4. 新移民成人有強烈內在學習動機，但面對生活多角色其家庭中的

地位，支持網絡、社會觀感會影響她們學習動機。 

許秀薇（2008：6）在接觸新移民教學工作時曾感言： 

她們很多挺著肚子、她們有些沒有吃飯、她們或許抱著孩子。…。但是，

她們都能在課堂上專注聽講，積極的發問、領答；課本空白處密密麻麻的

筆記、生字一行接著一行反覆練習，連寫作都預先寫好了，處處都可感覺

到學生的用心及努力。 

他們「能認清自己學習目標，能評鑑學習的結果。一旦發現學習目標不達

成，或學習需求不滿足時就會選擇離開」，「成人學習是自動自發」。成人的自

我觀念發展較為成熟，他們認為自己是一個自我導向的成熟個體，能夠

自我決定，計畫自己的生活。因此，成人可以對自己的學習負責，了解

自己的學習需要，也較能夠自己擬定學習計晝。成人是依據社會角色發

展任務的需要而學習。因此，成人的教育活動應配合成人發展任務變遷

的需要（楊國賜，1987：8，黃富順，2002：9-11） 

新移民的行為模式與價值觀不同於台灣社會，初來台灣不易與社區居民

建立良好關係，很難與主流社會打成一片。…。由於夫家擔心他們與外

界接觸太多，自我意識提高，刻意限制其對外聯繫，將她們生活侷限在

家庭內。在語言溝通限制下，她們無法獲得更多社會資源。（張芳全，

2009：13） 

5. 生活適應，文化差異、語言不同是新移民成人的學習挑戰 

新移民成人對接受新事物的學習而產生心理焦慮，剛來台灣的新移民

要適應風俗民情、社會環境。因此，（李瑞金：2004，引自黃馨慧，陳若

琳，2006：107-118）研究認為： 

外籍配偶在待人接物、價值觀念及生活習慣上，可能會有文化失衡的現象。

文化習俗差異所引起的生活方式不同之問題，也會造成外籍配偶在台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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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問題。…。此外大多數新移民嫁到台灣的農漁鄉村多位於較偏遠地方，

存有區域性差異，其交通不是那麼便利，甚至可能有資源較缺乏、資訊流

通較緩慢的窘境，對於極需要學習和被協助的外籍配偶來說，在這樣的環

境下，其內心的調適、文化的學習和民情習俗的適應，更是一大挑戰。 

 許雅惠（2004）研究指出： 

（1）.語言隔閡所引起的溝通障礙：語言是溝通之基本要件，外籍配偶們

若不懂得臺灣話或國語等，通常很難和夫家的人有所互動，嚴重者甚至變

成另類的文盲。 

（2）.文化差異、民情風俗不一的問題：因為不同的國情民風、經社環境，

外籍配偶在待人接物、價值觀念及生活習慣上，常出現文化失調現象。 

（3）.年齡差距、思想觀念問題：實務上發現，東南亞外籍女性嫁入臺灣

時，因為年輕，思想未臻成熟，對婚姻存有浪漫的理想，也常抱著享福的

心態，但結果卻大失所望，令她們產生不滿的情緒。 

（4）.經濟壓力與就業問題：當發現嫁入的家庭在經濟上無法滿足所需之

際，許多外籍配偶就會期待能儘快進入就業市場，以自己所賺的錢貼補家

用，或以自己所得寄回娘家。 

（5）.婆媳與親屬關係 

（6）.公民身分與入籍問題 

李亦園（1996 引自林彩岫，2007：13）研究指出：「台灣家庭結構以

父子為主軸。簡單的說，就是父系社會，父系社會傳統以來就具有一股同

化嫁入之女生的力量。」 

邱琡雯（2003：229-230）研究指出，許多丈夫都曾向學校反應，配偶

出去讀書後卻變得很有「主見」，回到家裡講話比較大聲或比較敢言，這

不是當初讓她們出去唸書的目的。…。有老師曾無奈地表示：「無法在課

堂上過於增強外籍新娘的人權意識或主體性，像家庭暴力防制這種課最好

別叫我教，我實在不想背負破壞別人家庭和諧的罪名。…。」 

圖二-1 由林意欽（2009：142）歸納影響新移民女性學習的因素，包

含家庭因素、親職教育因素、工作需求因素、語言需求因素、教育政策因

素、學習內容因素、社會適應需求因素，詳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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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因素   

     

親職教育因素    教育政策因素 

     

工作需求因素    學習內容因素 

     

語言需求因素  社會適應需求因素 

圖二-1 影響新移民女性學習因素 

資料來源，林意欽（2009：142） 

 吳昌期（2004）研究發現：新移民的學習意願之相關因素非常多，包

括原生國的文化背景與生活習慣、原本的教育程度和家庭背景、來台後的

生活狀況，乃至個人的特質、參與學習動機以及同儕團體的力量等支持與

鼓勵...，若家務多，會影響她們上課的出席狀況。新移民若到工廠上班

者，有時需要加班，就會影響她們上課出席意願。 

 此外家庭的支持網路也是影響新移民學習重要因素。黃志隆（2007）

研究指出新移民支持網路主要以丈夫支持網路、老師支持網路為主。新移

民之學習動機為求知興趣、社會適應、語言溝通、子女教養和職業進展。 

邱淑雯（2002）發現新移民的學習意願負面原因大致有： 

（1）.先生恐懼太太的成長，有的先生會向學校反映太太出去讀書後變得

很有「主見」 

（2）.鄰人的搬弄是非… 

（3）.剛生產完，無人幫忙照顧小孩的外籍配偶也比較容易中斷求學。 

（4）.負擔家庭的工作  

（5）.地理氣候夜間外出就學的影響。 

 為解決新移民學習時間上的限制，莫藜藜、賴珮玲（2010：165-166）

曾提出外籍配偶「在宅識字」方式： 

「受訪者認為一對一的在宅識字教學兼顧了自我學習及孩子托育之功能。不論外

籍配偶或其家人來說，在宅識字均解決了她們外出學習的困境」。因為是一對一

的服務，如果臨時有事情例如小孩看醫生，要去田裡幫忙等，可以調整時間或請

假再補課，上課時間變得很有彈性。 

6. 新移民成人對於有利於工作或職業發展的學習感興趣 

Comptom、Cox 及 Laanan（2006）認為非傳統成人學生對有利於工作

新移民女性

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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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證照課程及學位有興趣追求。成人學生較集中心力於提升職業技能教育

目標。Boulmetis（1999）的文章提到，從學習中成人需要能對工作表現有

所增進。因此，成人學習有實物應用的目標取向。（引自鄒秀惠，2008：

18-21） 

黃國維（2013）研究指出：「職訓的需求上，新移民最想參加的是餐飲

與美妝兩大類；最想獲得知識是中文學習與子女教育。」但研究者認為新

移民學習需求重點在訓練工作技能，因此獲得工作機會、負擔家庭經濟角

色並不限於餐飲與美妝這兩類工作。 

內政部（2010：96，102，107）《97 年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需求調查

報告》研究指出： 

外籍與大陸配偶首要希望接受的訓練課程為「就業訓練」佔 35.3%，其次

為「語文訓練、識字教育」佔 19.1%。…。以國別觀察，對「語文訓練、

識字教育」表示希望參加以東南亞國家配偶比例佔 40.4%較其他國家配偶

來得高。然而新移民參加照顧輔導狀況如下： 

曾參加照顧輔導措施之外籍與大陸配偶佔 27.7%，其主要參加的課程，以

「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識字班」佔 11.9%為各項課程參加比例較高者，

其他課程參加比例皆未達一成，而沒有參加照顧輔導措施之外籍與大陸配

偶佔 72.3%。…。沒有參加照顧輔導措施的原因為「料理家務及照顧家人、

小孩」重要度為 42.9，其次為「不知道有輔導措施」重要度為 33.6，其次

為「要工作」重要度 14.1。 

以上的研究說明大部分新移民未享受到政府照顧輔導計畫的美意，她

們有學習需求但因為「料理家務及照顧家人、小孩」、「不知道有輔導措施」、

「要工作」的時間限制無法參與，因此如有彈性的網路學習資源相信能緩

和新移民學習需求其時間的分配。 

二、第一語言及第二語言，學習者的學習難點及優勢。 

首先我們探討新移民以華語文作為第二外語學習跟其他學習者學習語

言時有什麼不同？接著討論她們學習難點及優勢。 

(一) 新移民以華語文作為第二外語學習跟其他學習者學習語言時有什

麼不同？ 

1.成人學習第二外語與兒童學習有什麼不同？ 

葉德明（1999：2）指出： 

兒童習得母語是聽開始，在經過不斷反覆（more performance）與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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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mitation）所以這兩個過程的通則是從被動的接受到主動的應用。…。產生語

言步驟是：發音→單字→合詞→句子。他們不用翻譯法，父母也不用文法解釋，

他們是從自然的語境中產生了語言能力。 

Selinker（1972）的研究試圖探索第二語言習得過程中的語言習得系統

和習得規律。…，學習者透過一定的學習策略，在目的語輸入的基礎上所

形成的一種既不同於第一語言也不同於目的語，隨著學習的進展向目的語

逐漸過渡的動態語言系統。Selinker認為語言習得是一個不斷累計的過程，

學習者不斷被糾正，學習通過自我學習策略獲得第二語言。因此他的理論

注重在學習者本身學習語言體系及模式。 

2.Krashen（2009：10-30）第二語言習得 

（1）.習得－學習假設（The acquisition-learning distinction） 

Krashen 指出，成人在發展第二語言能力方面有二種不同的方法：學得

（learning）和習得（acquisition）。習得是人們有意識地詳細學習目標語語

法和規則的過程，學得的結果是學生了解該語言的顯性知識，學得通常通

過「正式教學」進行。與學得相對的是習得，習得是類似於兒童習得母語

的自然過程，在此過程中，語音、語法、語用規則被無意識地習得。 

（2）.自然順序假說（The natural order hypothesis） 

假如習得是自然發生，那麼大多數人習得語言項目的順序是一樣的。由

於語言項目可以按難易度編排，因此，習得有一種固定的自然順序，比較

容易的項目先被習得，比較難的項目後被習得。 

（3）.監控假設（The Monitor hypothesis） 

假設認為，在成人發展第二語言時，「習得」擔任著提高流利度的責任，

而「學習」則擔任檢查自身言語，然後對其改正的一種編輯或校對的任務。

習得的語言在輸出時已經受到已有知識的監控和編輯。 

（4）.輸入假設（The input hypothesis） 

主張，只有當可理論性輸入成為前提時，習得才能產生。……學習者通

過理解稍微超出他們目前語言水平的輸入而產生習得 

 

圖二-2 獲取和學習第二語言特徵的產生 

資料來源 Krashen（2009：16） 網路版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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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dkrashen.com/content/books/principles_and_practice.pdf 

（5）.情感過濾假設（The 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 

認為，學習者的情緒狀態會影響到語言習得。比如動機強烈、有自信、

心情輕鬆等是幫助學習有益因素。 

劉珣（2002）從多年華語文教學經驗中，歸納出第一語言及第二語言學

習差異主要在於動力不同、主體不同、學習過程不同、文化因素習得的不

同。詳如表二-3 

表二-3 第一語言及第二語言學習差異 

相同點 不同之處 

1. 須具備主觀客觀條件主觀條件

是學習者必須具備健全的頭腦

和語言機關，客觀條件是必須有

一定的語言環境。 

2. 兩種語言習得都為了培養語言

交際能力。 

3. 兩種語言習得都必須掌握語

音、詞彙、語法等要素和受文化

制約的語用規則，都必須形成一

定的聽、說、讀、寫。 

4. 兩種語言習得大體上都經過感

知、理解、模仿、記憶、鞏固和

應用階段。 

1.動力不同。兒童學第一語言為了

生存，成人學習語言的動力最重要

是溝通 

1. 2.主體不同。第一語言學習都是兒

童，而第二語言學習者多為成人。 

2. 3.學習過程不同。兒童習得第一語

言是與其生理、心理的發育同步進

行的。成人學習第二語言時已經建

立起比較完整的概念系統和語言

系統，因此系統可能是學第二外語

正遷移，或是負遷移。 

4.文化因素習得的不同。不同文化

相異之處會造成語言理解、學習和

運用中的困難。學習者原有的母語

文化也會與第二語文化產生影響。 

整理自（劉珣，2002：1-38）  

 以上是個位學者，針對一般成人學習第二外語的詮釋，然而新移民在

台灣學習華語有些不同，就是她們必須學習華語是為了生存（少數可用英

語溝通的新移民除外），新移民在華語環境生活，時間久了也能用華語溝

通，但能達到一定的華語程度水平如識字、寫作並不容易。另外新移民學

習華語的目的很多元如，找工作、取得歸化國籍，大多數外籍配偶完成 72

個小時語言學習後因忙於照顧家庭或到社會賺錢減少家庭的經濟負擔或

者是無法配合學校的固定班級上班時間、地點。因此掌握住新移民學習動

力及目的，可協助編者在編寫華語文教材的理論依據。 

 此外鍾鎮城（2012：51-52）已提起一般國語教學及新移民華語教學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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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是「起始年齡、語言關鍵期、原生國籍、學歷、語言學習動機、教學觀」、

「語言知識學習來源、讀寫素養趨向、語用場域或知識…」。 

 以上是鍾鎮城針對國語教學及新移民華語教學的分析，然而在教學對

象的原生國籍「大陸配偶」與其他的新移民應做區分，原因在於大陸配偶

原生的語言與台灣所謂「國語」在語音、語法、表達等方面是相同的（方

言除外），只差別在於一個系統是使用簡體字及羅馬拼音而另一個系統是

以注音及繁體字標示。此外新移民華語文教學也應該跟國內失學民眾進行

的成人識字教育做區分。 

黃富順（2000：50）對成人教學錯誤觀念為：把成人視為「大個子的

小孩（a big child）」認為成人學習與兒童學習相同，故教師的教學方法與

教學策略兩者應無分軒輊。 

目前推動識字教育或國民補習教育。…。以國中、國小教師作為成人

識字教育（包含新移民）或成人基本教育之師資，她們採取相同的方法、

相同的課程內容與教材來施教大多數以本國學習者（母語為華語）教學模

式進行教學是不正確的觀念。 

(二) 新移民學習華語難點與優勢 

1. 華語學習難點。 

了解學習者的學習難點對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的觀點是將兩

種語言的系統進行比較，找出相同點和不同點的一種語言分析方法。Fries

（1945：9）指出：「最有效率的教材是先後對第二語言和母語進行科學性

的描述然後比較兩者」，因此對比分析是將兩種語言結構進行對比分析指

出其相異點，語言結構越不同、學習者越容易犯錯，如 Lado（1957：2）

所言：「與母語相似之處對學習者將輕而易舉，而與母語不同的地方對學

習者則將困難重重」，換句話說語言差異可以預測學習難度。因此，根據

語言學家的理論，透過母語和第二語結構的詳細對比就是制定語言教材、

教學方式的依據。 

學者（Hakuta & Cancino 1977：298）,Danei & Di Pietro.（1991）指出

母語負遷移通常出現於發音、較大的語言單位、語序或詞彙的用法。Hakuta 

和 Cancino（1977：308）提出一系列的研究證據顯示第二語言形式的習得

與母語屬性或特徵有關，既當學習者的母語系統對某些用法的區別不如第

二語言清楚時，就無法分辨第二語言的詞彙和詞素。 

對比分析解釋理論基礎是行為主義刺激反應的理論，語言習得是通過刺

激-反應-強化形成的語言習慣結果，它成為聽說教學法，視聽教學法的理

論基礎。此方法運用在第二語言教學與學習過程，如區分學習難度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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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偏誤分析由 Corder（1967 引自陳俊光 2011：13-14）指出，學習

者偏誤在第二語言習得過程中，乃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重要性有二 

第一，學習者可從偏誤中獲得回饋，將有助於其語言發展。 

第二，偏誤的產生可以提供研究者語言習得的證據，以發掘學習者在

語言發展過程中使用了哪些策略。 

James（1998：83）指出錯誤分為四類，疏失、失誤、偏誤、語法錯誤

其中要特別注意是偏誤（error）是指在收到相關明確或隱含的輸入（input），

並將其轉換成納入信息或吸收信息（intake）之前，並不能自我修正。換言

之，在達到自我修正之前，當事人還需要進一步學習。其次是語法錯誤

（solecism）是指違反某些純粹語法學家所制訂的語法規則，通常是學校

所教的，可能與課堂外母語者的實際使用不同。 

國內學者黃富順、鄒秀惠（2010：81）總結了（Brown，2000； Ellis，

1990；Nunan，1999；Twyford，1987）指出：「成人學習第二語言不比兒

童慢，但較有口音問題，成人學習第二語言可以從文法解釋及推論中獲益，

成人學習第二語言會受母語正負面影響，成人學習第二外語易有焦慮傾向，

成人先前的學習經驗會影響第二語言學習的思考及表現等。 

 查看國內的研究到目前為止，國內、外大多數研究都針對外籍學生在

語音、語法、詞彙、漢字、等進行研究也得到相當多的成果。然而針對新

移民學習華語難點的研究非常稀少，主要原因是大多數教導新移民華語的

老師為國小補校老師，也許研究學習領域與第二語言教學的觀點有差距，

加上工作量過大，如白天教小朋友晚上要教新移民，能專精進行長期研究

的很有限。建議未來在國小補校進行專案的調查及研究新移民華語文學習

難點及偏誤情形。 

語音學習難點研究，筆者 2013 年 12 月 21 在台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

系統搜尋僅有一篇論文，加上網路搜尋兩筆，共三篇論文提及新移民華語

語音偏誤，且都集中在越南籍新移民華語語音偏誤。 

 至於語法學習難點研究，到目前為止針對新移民華語語法偏誤還沒有

任何研究。 

詞彙學習難點研究，針對新移民華語詞彙使用的偏誤跟語法偏誤研究

也是出現研究缺口。但是在教材編寫方面也開始注意使用字頻（常用字）

到編寫教材當中，如外籍配偶識字教材-快樂學習新生活使用教育部 1680

字脫盲識字以字、詞為編選大綱（歐亞美，2005：232）。黃富順、洪有利、

吳朝舜、曾明義、林文彩（2009：41-47），通過各種方式蒐集字彙計有 3320

字，選定 1319 字為新住民生活適應所需字彙，作為新移民華語文教材編

寫考量。 

1.1語音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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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寄洲（2006）《漢語教程》前言：對於把漢語作為第二語言來學習的

學生來說，語音的重要性怎麼強調都不過分。語音基礎打得不好，將直接

影響到今後學習積極性和效果。 

表二-4是研究者從以往針對新移民學習者以及不同語種的外籍學生

進行語音學習難點及主要偏誤相關文獻的匯總。 

 

表二-4 語音學習難點及主要偏誤 

研究者 學習者母語 學習難點 

林玲英 

（2005：74） 

 

針對八位來

自越南新移

民進行 100

字測試逐字

錄音。 

聲調：上聲和陽平、陰平與去聲互相混

淆比例最高 

聲母：出現頻率最高的是塞擦音和擦音

的問題，尤其是送氣塞擦音與清擦音之

間的混淆。除外，舌尖鼻音［n］和舌尖

邊音［l］混淆 

韻母：前鼻韻母［ən］與後鼻韻母［əN］

混淆，圓唇音［y］和展唇音［i］對立不

清、介音的消失造成聲調的偏誤。 

陳心怡 

（2007：41-60） 

針對一位來

自南越的新

移民進行語

音測試 

聲調偏誤跟林玲英的分析相同 

聲母：跟林玲英不同在舌面音擦音及不

圓唇 p→±齒不觸唇的問題。 

韻母：偏誤為介音消失弱化、舌位降 

低偏誤跟林玲英的分析相似。 

蔡整莹、曹文

（2002：86-89） 

22 位泰國學

生錄音樣本

的聽辨判斷 

聲調： 陰平不夠高，陽平和去聲因有較

長的預備段而使整個音節增長上聲則總

以[211]形式出現。 

聲母：k,h,j,q,x,c,zh,r, 

韻母：o,e,ü,-i,-I,ao,ei,ua,üe, iu,ui,ian, üan, 

un, -ng,er 

葉玲伶 

（2011：5-7） 

教學過程中

觀察到印尼

學生的語音

學習難點 

聲調：最難學會的是聲調。因為印尼語

系統中沒有聲調，。…。所以印尼學生

發聲調音高時經常不到位。 

聲母：分不清送氣音-不送氣音（p、t、k、

q），舌尖前音「 z、c、s」，「舌尖後音 zh、

ch、sh、r」 。 

韻母：i、ü 不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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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金金（1999） 東南亞學生 聲調：輕聲錯誤比例高居第一位，占總

錯誤 25%，其次為第一聲，錯誤比例為

24%，第二聲錯誤為 23%，第四聲為 16%，

第三聲聽辨錯誤比例低。 

總言之，針對外籍學生華語語音「難點在於聲調」。外國學習者學漢語

聲母在發音部位上面的偏誤主要是唇齒音與舌根音相混，舌尖音平捲相混。

在發音方法方面的偏誤主要是鼻音發成邊音、清音濁化、送氣音送氣不足。

（劉珣 2002：1-38） 

此外另一個觀點則認為，只要能夠溝通無疑就好，不要太強調發音的

對錯。張正（2013）因為長期在《四方報》工作，與來自各國的東南亞同

仁相處感言。新移民「帶有各自腔調的中文和同事溝通，「越南國語」、「泰

國國語」、「印尼國語」、「菲律賓國語」、「柬埔寨國語」，反映了母語的發

音與文法，也記錄了每個人的生命歷程。…「腔調」是有意義的，「沒有

腔調」才可怕。「道地」很好，但是，各地有各地的道地。至於「標準」

的語言，供在那裡就好，每個人在使用語言時，能溝通就好，既能溝通又

能保有特色與腔調，最好。」 

許銘桂（2009：85）論文指出：有 88.2%新移民認為學習「注音符號

較有幫助」但這樣的結果應與「目前大部分新移民華語課程皆以注音符號

教學有關」13此外學習注音符號也可協助新移民學習發音方式，日後新移

民也有能力教導孩子學習注音符號。 

1.2語法方面 

針對不同國籍的學生，也存在不同語法使用的偏誤，詳如表二-5。 

表二-5 語法學習難點及偏誤 

研究者 學習者母語 學習難點 

國家漢語

國際推廣

領導小組

辦公室

（2006）14 

 

 

東南亞 

學生 

 

 

把表示時間、地點、方式的壯語放在謂語動詞後面說成。 

＊我們等妳在學校門口 

＊我們一起去看電影昨天晚上 

＊你能說用漢語嗎？ 

東南亞 

華裔學生 

常見的偏誤如： 

＊我高過她 

＊我給他說。… 

                                                      
13此問卷回收有效問卷共 34 份，包括四種語言，英、越、泰、印）。許銘桂（2009：44） 
14檢索日 2014 年 2 月 17 日。資料來源，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2006）共

同點及特殊難點。http：//oec.xmu.edu.cn/gb/teacher/yufa/10/10_01_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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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籍學生 表示動詞結果時，常常只用動詞不用結果補語。 

歐美學生 形容詞謂語句往往用不好。…。在形容詞前加不必要的

「是」，缺少了一個重要程度副詞「很」如， 

*今天天氣是很熱。*海邊是涼快。 

研究者整理自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2006） 

漢語沒有型態變化固然帶來方便，但對於習慣於屈折變化的學習者來

說，則比多記一些不規則的動詞變化更為複雜。（劉珣，2002：1-38） 

如印尼語屬於南島語系（Austronesian family）黏著型語言。因此學

習華語的語法相當困難。（陳廷河，2000：9） 

然而不同母語的學生卻有很多語法錯誤相同。李大忠（2007）自序指

出： 

「1972-1978 年我在北京大學從事對外漢語教學，先後教朝鮮和越南學生。

按照語言型態和分類標準，朝鮮語屬黏著語，越南語屬孤立語。…。發現兩國學

生雖然母語類型截然不同，但他們在學習漢語時卻有很多語法錯誤相同。」 

因此在教學過程當中如有句型練習，對新移民華語學習者是很有幫助。

許銘桂（2009：86）研究發現，有「70.6%」新移民表示如果有句型練習將「非

常有幫助」，「29.4」新移民表示「有幫助」。 

1.3詞彙方面 

漢語有大量的同義詞、近義詞、量詞、語氣詞、四格字成語、古漢語

的詞語，給學習者增加了詞彙學習負擔。（劉珣，2002：1-38） 

1.4.漢字 

漢字這種義音的文字，是一套完全陌生的書寫符號系統，難認、難記、

難寫。（劉珣，2002：1-38） 

2. 新移民華語文學習優勢 

 Mai Ngoc Tru ,Vu Duc Nghieu ,Hoang Trong Hieu （2003：40）研究指

出，「越南語在接觸漢語過程中借用大量漢語詞彙以及構詞方式，也受到華語的

語法結構影響。」 

Tran Dinh Su（1999）研究指出，越南語詞彙裡有 60-80% 詞彙源於漢

語。 

 楊光遠（2005：3）周哲明（2012：18）指出：漢語和泰國語都屬於漢

藏語系的語言，從語言類型學上來講，都屬於孤立語，都採用 SVO 語序，

也就是「主語-謂語-賓語」的詞序，兩種語言都是以詞序和虛詞語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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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的重要手段，因此主要句法結構框架有許多相同之處。 

 周小兵（2007：1）研究總結「越南語、漢語有許多相似之處，如，都

是有聲調的語言；都是孤立語，虛詞、語序都是很重要的語法手段；基本

語序都是SVO。此外，越南語在發展中通過語言接觸，吸收了許多漢語詞

彙。這一切，都使一些學習者誤認為越南語語法和漢語語法很相似，漢語

語法很容易學。」 

三、新移民華語文學習策略 

Dasereau（1978，引自馬廣惠、程月芳，2003：33）將學習策略分為

兩類：原策略（primary strategy）。原策略是直接運用與學習教材的技巧。

輔助策略是用於個人保持相關內心狀態的技巧。Bialystok（1980）認為學

習策略是「使用信息提高第二語言學習水平的，可以使用靈活的方法」 

徐子亮（1999：75-85）調查 60 位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習策略，她們在

性別、年齡、職業、華語文程度都不同。由筆者整理研究結果如下： 

（1）.選擇的注意策略是外國學生學習華語文最為廣泛的學習策略。 

以回答問題為例：日韓等亞洲學生對課堂的各種資訊刺激都願作出反應，

對各種課堂活動都很注意。但由於顧慮到在集體場合出錯，或有一種等

待的依賴心理，所以提問或回答問題遠不如歐美學生主動。 

（2）.有效記憶的策略：100%的外國學生採用了複習的策略。除複習以

外，有 98.4%運用預習這一策略。以「聽不懂授課內容時採用的方法」有

26.6% 的學生採用了查詞典的方式。 

（3）.借用母語的策略學習：16%學生借用母語來注音，24%借用母語來

記憶詞語，「聽或讀」時，翻譯成母語再理解的學生占調查總數的 75%；

在表達「說、寫」時，先用母語構思再翻譯成漢語的占調查總數的 85% 

（4）.擺脫母語，習慣再建的策略：91.1%的學生有擺脫母語，直接用漢

語思考的自我要求。在具體的學習方法運用上，75%的學生能儘量用目的

語提問；22% 的學生能儘量用目的語來記筆記或注釋。 

 江芷玲（2008）研究結果發現新女性移民成功語言學習者在學習第二

語言時具有下列特質： 

（1）.聽力練習：除課堂上，在課外練習聽力策略有二，一種是半精聽， 

一邊聽廣播或聽 CD 一邊做家事；另一種是精聽，一邊聽一邊記筆記，要

求自己聽懂每一個字、每一句話。 

（2）.口語練習：充分利用一切機會講華語，積極用華語進行交際，且不

斷提醒自己對自己講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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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閱讀練習：1、對於上課教材，努力讀懂每一句話、每一個字及文

章的內容。2、遇有生字或生詞所採取的策略為：根據上下文猜測、問先

生及查字典。3、不單獨死背單字，而是記短語，並且想辦法把短語和課

文連在一起。閱讀練習過程中運用了自我決策與選擇。 

（4）.寫作練習：堅持用華語做筆記，還將練聽力和練寫作結合起來。值

得一提的是，每寫一篇作文都要經過反覆修改，既改內容，也改語法和用

詞上的錯誤。 

（5）.在學習過程中，成功管理自己的學習策略，掌握了學習主動權；對

自己有反省、有檢討，對語言學習策略有選擇、有評估，一發現問題及時

調整。除了以上學習特質、策略的運用外，先生和夫家的支持與否也成為

影響其成功的重要關鍵。 

可惜此研究僅針對 3 位越南籍新移民做研究，不能認定全部新移民的

學習策略也是如此。 

 溫智華（2008：96-97）經過訪談 11 名新移民學員歸納出她們學習策略為：

看不懂就問別人、聆聽別人說話、學校上課的訓練、看電視學華語、多元的學習

方法如（多練習國字、聽錄音機、查辭典、用電腦） 

 張惠貞（2008：66-67）針對 24 位新移民進行「新移民學習策略調查

表」進行調查方式為兩階段調查，第一階段不受限制自由勾選，第二階段

只能選出 5 個學習者覺得最有效的學習策略。研究結果顯示： 

「到學校上課」的選項排序在第一順位。除了到學校上課外，特別注

意的是作者在第一次進行調查新移民以「看電視」選項有 18 位勾選佔 75% 

跟「到學校上課」佔同樣的比例，「用電腦學」在 24 位受訪當中有 7 位選

擇此策略佔 29%，而覺得這是最有效的學習策略有 5 位。由此得知運用網

路電腦為學習策略的新移民學習者佔有相當高的比例。 

  許秀薇（2008：61）在新北市某些國小進行問卷調查，回收 416 份

有效樣本資料蒐集後，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t 考驗，問卷結果顯示外籍

配偶學習策略有：與同學老師互動、課堂發問、記筆記、把在學校學習到

的東西運用於生活、作業簿或試卷上的錯誤自我訂正、複習、完成作業、

找時間讀書。 

四、小結 

 在學習需求上，新移民學習需求相當多元，最主要為華語文學習、親

職教育、職業訓練、民族文化、醫療保健、法律、居留等領域。 

 目前針對新移民的語言政策還存在許多問題，特別是彈性的語言學習

方式能克服新移民學習時間及地點的限制。 

 雖然漢語與新移民的語言不同，但還存在許多相同點。在教學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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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對比第二語言及第一語言的差異、運用語法、句式，協助新移民學習漢

語。 

 從新移民的角度觀察新移民學習特性相當多元如： 

1.因扮演多種角色，新移民成人學習時間是有限的。 

2.母國生活經驗是新移民成人學習資源。 

3.新移民成人學習目的以解決問題為目標，要求有明確的學習效果 

4.新移民成人有強烈內在學習動機，但面對生活多角色，其家庭中的

地位，支持網絡、社會觀感會影響她們學習動機。 

5.生活適應、文化差異、語言不同是新移民成人的學習挑戰。 

6.新移民成人對於有利於工作或職業發展的學習感到興趣。 

因此建設新移民華語文課程在編寫學習課程的考量，應針對新移民學

習特性，如針對越南籍新移民學生建立課程時應考慮加入漢越音，進而協

助學習者學習。在建立泰語、越南語、印尼語等語言的課程當中都要重視

句型的練習及語音培養。 

新移民學習策略及方法相當多元，如課堂注意聆聽教師或別人說話、

查辭典或猜測不懂之語詞、預習閱讀課本、運用母語記憶詞語、擺脫母語

習慣再建的策略，聽 CD 學習策略，應用華語進行交際，特別是運用多媒

體、網路的學習策略，也是新移民學習華語文的策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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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第二語言教學模式及課程研究 

一、第二語言教學模式 

(一) 教學模式的定義 

「模式」這個術語是英文 Model 的漢譯名詞之一。Model 還可以譯成

漢語的「模型」、「範例」、「典型」、「型號」、「模特兒」等等。教學模式是

思考課堂教學的一種工具，它用一組精心安排的基本概念，也就是幾個主

要的變量來解釋課堂教學裡的師生活動。 

教學模式是一種可以用來設置課程（諸學科的長期教程）、設計教學材

料、指導課堂或其它場合的教學計畫類型。（趙中建譯 1992：2-6） 

馬箭飛（2004，引自李泉，2006：293）在《對外漢語課程、大綱與教

學模式研究》一書中指出：一個完整的教學模式應該包含下列五個基本因

素。 

（1）.理論基礎：指教學模式建立的教學理論或教學思想，即教學模式建

立的理論依據，是反應教學模式內在特徵的一個要素。 

（2）.教學目標： 指教學模式所能達到的教學效果，是教學活動在學習

者身上產生的效果的預先估計和設定，這是教學模式構成的一個核心因素，

對其他因素有制約作用。 

（3）.操作程序：指教學活動在時間上展開的邏輯步驟以及每個步驟的主

要做法等。任何教學模式都具有一套獨特的操作程序和步驟，與之對應的

教學活動的基本階段即邏輯順序。教學模式中的操作是相對穩定的，但不

是一成不變的。 

（4）.實現條件（手段和策略）：指促使教學模式發揮效力的各種條件如

教師、學生、教學內容、手段、時間、空間等的最優化方案。 

（5）.評價：指評價的方案、標準等。每種教學模式一般都有適合自己特

點的評價方案和標準。 

 黃富順、鄒秀惠，（2010：86）認為，成人第二語言教學模式，係指在第二

語言習得教學理論引導下，以成人學習特質為中心，考慮能力與需求。在課堂中

根據教學目標建立有系統、整體及多樣性的教學程序，教學設計上注重成人經驗

與生活結合的實用課程內涵，以適當教學法應用於目標語之聽、說、讀、寫能力

培養中，實施教學評量以了解教學成效之教學系統。 

(二) 第二語言的教學模式 

早期語言教學以文法翻譯法為主流，之後隨著第二語言的發展，語言

教學者依據不同語言教學觀如：結構觀、功能觀、互動觀等發展出不同的

教學法，然而每種教學法都代表一個教學模式及課程實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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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6 說明各種教學法課程實施方式，主要針對目前常用的教學方法，

如文法翻譯法、直接教學法、聽說教學法、溝通教學法、多元智慧理論、

交際教學法或功能意念教學法、情景教學法進行整理。 

表二-6 第二語言教學方法 

第二語言教學法 課程實施方式 

文法翻譯法 

The Grammar –Translation 

Method 

翻譯文章段落、回答問題、反義詞、同義詞

教學、同源字教學、文法規則演繹應用、填

空練習、背誦，用新單字造句、作文。毛佩

琦譯（2007：42-43） 

直接教學法 

The Direct Method 

朗讀、問答練習、學生自我糾正、會話練習、

填空練習、繪製地圖、聽寫、短文寫作。 

毛佩琦譯（2007：59-60） 

聽說教學法 

The Audio–Lingual Method 

背誦對話、逆向組句訓練、複誦、連鎖訓練、

單字代換訓練、多字代換訓練、轉換訓練、

問答訓練、最近似字字組、完成對話、文法

遊戲。毛佩琦譯（2007：83-86） 

溝通教學法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特色為：資訊互補、選擇、回應。 

真實教材、重組句子、語言遊戲、連環漫畫、

角色扮演。毛佩琦譯（2007：199，204-206） 

多元智慧理論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智慧，因此針對邏輯/數

理 、視覺/空間、身體/體能、音樂/節奏、

自省、口語/文字設計不同學習活動。毛佩

琦譯（2007：258） 

以學科內容為導向

Content-based Instuction 

1.聽取大意，做筆記，運用筆記 

2.聽取細節。 

3.Graphic Organizers 圖表組織者。 

4.Language Experience Approach 語言經驗方

法。 

5.老師用目的語將學生口述的生活經驗記

下來，在老師的協助下，學生練習讀出他們

自己的故事。          

6.奠基於生活經驗的學習使學習更容易。 

7.處理文字 Process Writing 老師在學生寫作

的過程中，會不斷地指導學生修改文章的內

容與架構。 

情景教學法 

Situational Language 

1.聽說練習；2.模仿；3.全體模仿或小組模

仿；4.個別模仿；5.引進新句型；6.利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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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勢讓學生回答問題；7.替換練習；8.回答問

題；9.糾正錯誤。 

以真實情境教學如介紹→互相認識熟悉→

住房介紹→決定住在一起等。 

（廖曉青，2008：80，84） 

交際教學法或功能意念教學

法（Functional-Notional 

Approach） 

1.介紹自己和別人，2.交換個人資訊，3.請

別人拼讀姓名，4.發出指令，5.道歉和致謝，

6.確定描繪人物，7.詢問資訊。 

教學步驟：「呈現 - 學習 - 表達」 

（廖曉青，2008：263，264） 

整理自毛佩琦譯（2007） 

廖曉青（2008）英語教學法 

李泉（2006：297-298）分類華語文教學模式如下： 

（1）.分技能教學模式：這是基礎漢語教學階段的一種教學模式，受到聽

說法、功能法、教技法等影響。該模式認同交際技能的培養是語言學習的

根本目的。以漢語綜合課為教學的核心內容，按照語言項目分置課程。 

（2）.語文分開、集中識字教學模式：該模式受傳統的識字教學方法的啟

發，結合了漢字與漢字學習特點。主張先語後文，把漢字教學中的寫字教

學和識字教學分開，先寫後記。 

（3）.實況視聽教學模式 

運用教技法及話語分析的一些主張，提出讓學生聽實況材料，培養學生聽

力及接受真實信息並直接運用於實際生活需要的技能。 

（4）.華語任務交際模式 

運用教技法中的任務式大綱模式，以提高漢語語言教學為目標，以功能－

意念大綱為基礎，從漢語語言交際需要出發。 

靳洪剛（2004：45，48，56-57）「語言定式教學法」 

語言定式教學法理論根據溝通式教學理論（Savignon，1983），第二語言學

習最終目的是人際交流。這種能力的獲取得需要我們的語言老師培養學生三種能

力：第一是：解釋能力（interpretation）；第二是：表達能力（expression）；第三

是協商溝通語義能力（negotiation of meaning）。 

「定式，不但是一種語言現象，而且也是一種語言處裡策略及交際策略」。

主張「把語言形式與語言功能有效結合起來以便學生學會使用與內容、談話題目

相關的語言形式結合起來，最終獲得交際的三種能力：解釋、表達及語義溝通能

力」 

（1）.老師用主題引導學生靈活使用語言定式。 

（2）.學生與老師共同進行話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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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斷地進行語義協調。 

（4）.學生和老師都不斷地調整自己的語言使對方聽懂。 

（5）.主動提升到整句、段落表達。  

（6）.將語言定式用在實際交流中。 

（7）.主動對答和連續性的會話輪流。 

 Hong Gang Jin,Hsin-hsin Liang（2004：86，91）主題導入法 

主題導入法應用語篇模式/基碼理論在課堂裡。教師不但要利用學生大腦中

已有語篇模式，而且利用課文的主題結構（story structures），邏輯歸納課文信息，

並在課堂上呈現教學重點，以便建立新的語言知識構架。 

教學步驟是首先，分析出課文語篇模式與課堂教學重點的關係，如重點詞彙、

目標語言定式、交際功能等。其次借助與主題相應的思維模式及篇章模式，系統

排列課文信息，如新、舊詞彙、新結構、新功能等。最後利用板書、現代科技或

教室現有設備，以文字、圖形、或多媒體方式呈現給學生，以便進行不同方式的

教學互動。 

圖二-3說明「主題導入法」課程發展模式，從一個共同的主題，教師可引

導學生在不同情景狀況下語言使用的差異。 

  主題：吃飯   

        

情景一 

在家吃飯 

  情景二 

在飯館吃飯 

        

語言形式 

做一道，來一點 

、嘗一嘗 

 語言功能 

敘述做法 

上菜 

 語言形式 

叫個什麼 

點一道 

 語言功能 

點菜、看菜單， 

結帳 

       

  交流   

 

圖二-3 主題、語言形式、語言功能及交流的流程圖 

資料來源 Hong Gang Jin,Hsin-hsin Liang（2004：86） 

以上是語言學家提出的教學方法，每種方法都可運用於新移民華語文

第二外語課程中。彈性結合各種教學方法讓學習者從學習得到語言並運用

於溝通交際，在這裡交際包含（聽、說、讀、寫）能力。翻譯教學法的運

用可減少學習者學習上的心理壓力，可運用於抽象的詞語翻譯。具體的詞

語可運用圖像代替翻譯減少學習者對母語的依賴。 

特別是主題導入教學法已巧妙結合溝通教學法、情境教學法、語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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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教學法。因此在教學技巧上可加以運用於新移民華語文課程建構上。主

要在於它涵蓋直接教學法所提出的重點詞彙編排，翻譯教學法、定式教學

法、直接教學法的目標語言定式（如填空練習），以及交際教學法或功能

意念教學的交際功能。 

二、課程發展模式 

(一) Tyler模式：四個基本原則（方德隆譯，2004：9） 

1949 年 Tyler 出版了《課程與教學的基本原則 Basic Principles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認為參與課程探究者首先必須界定 

1.學校的目的              

2.與這些目的有關的教學經驗 

3.組織這些經驗            

    4.評鑑這些目的 

圖二-4說明 Tyler 課程發展模式，暫時性目標的來源自社會、教材、

學習者。通過「濾網」哲學與心理學的影響而成為精確的目標，下一個步

驟是「選擇教育經驗」及形成評鑑。 

   社會     哲學   

         

教材   來源  暫時性目標   濾網  精確的目標 

         

  學習者    心理學   

         

  選擇教育經驗     評鑑    

圖二-4 Tyler 的課程發展模式 

資料來源：方德隆譯（2004：8-9） 

 Posner 肯定 Tyler 課程發展模式「Tyler 的基本原理與我們對學校及特

別是課程發展的概念相當一致」，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沒有人批評 Tyler。

她的理論被批評為太重視線性模式，以及太強調因果關係。 

(二) Taba模式：草根理論（方德隆譯，2004：10） 

Taba 在草根模式中教師要注意以下七項重要步驟： 

1.需求的診斷（diagnosis of needs）：教師確認學生的需求來開始設計這項

課程。 

2.簡潔明白的陳述目標（formulation of objectives）：確認學習的需求後，

要將這些列為具體目標以便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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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內容選擇（selection of content）：目標的選擇與建立，是要供教材內容或

是課程內容參考之用，不僅是目標與內容要一致，也要考慮到選擇內容之

效度與重要性。 

4.內容組織（organization of content）：教師要選擇內容、組織，其順序要

考慮學習者的成熟度、學業成就及興趣。 

5.學習經驗的選擇（selection of learning experiences）：內容要呈現給學生，

學生是課程的參與者。因此教師選擇的教學法就要想辦法將學生融入內容

之中。 

6.學習活動組織（organization of learning activities）：課程內容必須有順序、

組織，學習活動亦需如此。通常學習活動的順序是由內容來決定，但教師

必須注意到有些特殊學生的順序可能有所調整。 

7.評鑑的方法（evaluation and means of evaluation）：課程設計者必須決定

完成何種目標，評鑑的程序由學生與教師共同來思考。 

Taba 的草根模式注重教師參與課程設計，要進行需求診斷，就是學習

者所需要學習那些內容？也重視學習經驗參與，活動組織，但忽略了文化

因素。Taba「提到教師建構課程要有明確順序。如 Tyler 的課程發展模式

重視機構－學校的參與課程，Taba 的課程發展模式不同在於，她認為教授

課程的教師應參與課程的發展，也注視學習者參與評鑑，更顯示以學習者

為重心的課程模式。」 

(三) 邵瑞珍（1987）對外漢語課程實施過程 

在邵瑞珍圖二-5 指出的「對外漢語課程發展模式」當中考量到學習者

的「起點狀態」也就是學習者的華語程度、背景之後進行「分析教學任務」、

訂出教學目標。在實施過程中也考慮到設計有效的教學方法、注意班級中

的個別差異激發與維持學習動機、等最後是測量與診斷補教學。 

確定起點狀態   分析教學任務      陳述教學目標 

分析      

 設計有效的

教學技術 

 適應個別差異和

民族差異的教學 

 激發與維持

學習動機 

 教學方

案實施 

實施      

      

回饋 診斷與補救教學 未達到目標   

 

 

 

 

圖二-5 對外漢語課程發展模式 

資料來源：徐子亮、吳仁甫（2008：74） 

測量與評

估教學結

果 

達到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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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子亮、吳仁甫（2008：74-79）書中指出分析、實施階段、回饋階段三階

段如下： 

第一階段，分析： 

1.起點狀態：了解學習者的學習起點，設計適合學生程度的學習單元。 

2.分析教學任務：教一篇課文或實施一堂課， 

2.1要達到什麼目標？ 

2.2有多少生詞量？ 

2.3句型難度？ 

2.4新內容所含的文化背景有哪些？ 

3.陳述教學目標：書寫教案包括傳授那些知識？達到怎麼水準？轉化成怎

麼樣的能力。 

第二階段，實施： 

1.設計有效的教學技術，不同課型運用不同「教學模式」教學法。 

2.適應個別差異和民族差異的教學如學生的程度、多元智能、母語異同、

學習策略。 

3.激發與維持學習動機：了解學習者學習動機（如成人學習為了解決生活

中的問題）。 

4.教學方案實施：根據教學任務和教學目標擬定的具體執行計劃在課堂上

實施，根據實際課堂加以變化。 

第三階段，回饋： 

1.測量與評估：如考試、觀察等。 

2.診斷補救教學 

2.1教有問題還是學有問題？ 

2.2對新內容是全部不懂還是局部不懂？ 

2.3大多數人沒掌握或個別人沒掌握？ 

(四) Dick＆Carey（1990，徐新逸、施郁芬譯，2003）多媒體教學設計

順序 

Dick＆Carey（1990）多媒體教學設計順序指出，設計多媒體教學課程

需要評估分析，從了解學習者背景進行需求評估之後進行前端分析、設計、

發展到實施評鑑。每一個步驟中都有非常詳細需要做的工作及項目。詳如

圖二-6 多媒體教學設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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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分析   

    

 需求評估   前端分析  

 評鑑    設計 

    

 實施    發展 

圖二-6 多媒體教學設計順序 

資料來源：徐新逸、施郁芬譯（2003：5） 

第一階段：多媒體需求評估及分析 

1.需求評估：需要完成以下的任務。 

 找出學習者學習需求及學習難點、決定解決學生問題的方式、決定提出

解決方法方案的途徑、撰寫課程教學目標、完成課程樣本。 

   2.前端分析類型包括： 

對象分析、科技分析、任務分析、重要事件分析、工作環境分析、目標分

析、媒體分析、現有資源分析、成本效益分析、快速分析法、多媒體教學

設計。 

第二段：多媒體教學設計 

安排專案的進度和時程→確認專案團隊成員→發展一份專案計畫書→撰

寫詳細的教學大綱（內容架構，媒體規格，設定控制）→設計、創造一個

使用者介面→與學科內容專家一起校對專業內容的正確性→核對教學或

績效支援設計的合宜性→建立開發階段所需的標準→建立所使用測驗的

效度及檢核方法。 

第三、第四階段：多媒體發展及實施 

首先，建立一個樣本，模式、開發規格及標準的架構。 

其次，發展符合上述架構的媒體教材。 

然後，檢核及修正產品。 

最後，實施完成的成品。 

第五階段：多媒體評鑑 

(五) Brown, H. Douglas （2007）第二語言課程發展過程 

 在第二語言課程發展過程，Brown, H. Douglas （2007）提出的理論是

最完整的。主要為以下的步驟： 

 IDENTIFY SITUATION, CONTEXT ,STUDENTS ;ANALYZE NEEDS

了解學生學習背景、進行需求分析。 

 FORMULATE GOALS 確定教學目標。 

 DETERMINE COURSE CONTENT,SEQUENCES, STRUCTURE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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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順序、架構。 

 DESIGN COURSE UNITS AND MODULES 設計課程單元和模組。 

 CONSTRUCT LESSON PLANS 編寫教案。 

 TEACH 教學實施。 

 ASSESS 測驗評量 

 最後是 REVISE CURRICULUM 修正、調整課程，詳細如下： 

 IDENTIFY SITUATION, CONTEXT ,STUDENTS ; 

ANALYZE NEEDS 了解學生學習背景、進行需求分析 

 

   

 FORMULATE GOALS 

確定教學目標 

 

   

 DETERMINE COURSE CONTENT, 

SEQUENCES, STRUCTURE  

決定課程內容、順序、架構 

 

   

 DESIGN COURSE UNITS AND MODULES 

設計課程單元和模組 

 

   

 CONSTRUCT LESSON PLANS 

編寫教案 

 

   

  TEACH 

教學實施 

  

     

  ASSESS 

測驗評量 

  

     

STUDENTS 

  學生 

 TEACHER 

老師 

 PROGRAM 

計畫/方案 

     

  REVISE CURRICULUM 

修正、調整課程 

  

圖二-7 Second languag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process 

資料來源 Brown（2007：151） 

The 

Institution 

學會 Materials 

and Resources 

材料與資源 

 

Implicit formative 

assessment of Ss, self , and 

course  

隱性的形成性評量, 包括： 

學生、教師自評及課程評估 

The teacher training, 

experience, teaching styles , 

personality, L2 proficiency

教師培訓，經驗，教學風

格，個性，華語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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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7 是 Brown 第二語言課程發展過程，他給予外語教師、華語教師

啟發。應用於華語網路課程發展模式當中，思考的方向是如何了解學生學

習背景、進行需求分析？在傳統教室一般班級裡，學生的組成許多是學校

的配置方式，像國語中心的華語專班。學習者來參與課程之前都通過華語

文能力測驗之後才形成班級。在學習者的能力方面，老師大致了解學習者

的華語程度。那麼如何在還沒形成華語網路課程之前了解學生學習背景、

進行需求分析呢？是進行問卷調查還是直接測驗學習者的華語程度？答

案是最好可以把這兩個方法結合在一起。華語教師可先進行問卷調查，了

解學習者背景及需求，規劃華語課程之後，在實際教學時進行測驗學習者

的華語程度。 

 新移民華語網路課程如何 FORMULATE GOALS 確定教學目標？整體

的課程思考方向是培養新移民全方位華語聽、說、讀、寫能力。應用於個

別學生進行教學時，也可以彈性進行調整。按照學習者的華語程度及學習

需求所選擇的學習習單元進行教學。初級階段是教師確定教學目標之後學

習者自我學習、自我掌握確定學習目標。一般的傳統教室，老師的角色是

知識傳授者。而在華語網路課程裡學習者則可以主動學習。 

 DETERMINE COURSE CONTENT,SEQUENCES, STRUCTURE 在決

定課程內容、順序、架構：一般傳統教室在決定課程內容、順序、架構之

後是整個班級一起行動的，但是對於第二語言華語文網路同步教學(一對

一)課程，每一個學生因學習時間不同、華語程度不同、需求不同在細節

可適當調整個別學習內容、順序，但目標仍然是培養新移民全方位華語聽、

說、讀、寫能力。相較一般傳統教室課程，第二語言網路課程更有針對性，

來引導學習者決定課程內容、順序、架構。 

DESIGN COURSE UNITS AND MODULES 設計課程單元和模組：課

程單元的來源在學習者的學習需求中。傳統教室課程單元和模組來自紙本

教科書，而網路課程的課程單元和模組來自網路的教科書，並可以互動方

式跟學習者互動學習。 

CONSTRUCT LESSON PLANS 編寫教案：在同步網路教學課程或現場

進行網路教學時，編寫的教案是必須有教學時程、教學步驟、時間及學習

目標，每個教學目標是明確的。 

但在非同步的網路學習則變成學習指引，學習者自我管理、自我確立

學習目標，老師僅能通過影片、聲音、指導語引導學習者互動，教學時程、

教學步驟是由學習者自我安排。 

TEACH 在教學實施方面，第二語言網路課程重視是學習者學習時間及

需求，按照不同學習者而教學實施方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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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 測驗評量：學習者通過第二語言網路課程，學習者可以自我

進行測驗評量，教師也可以在管理雲端資料時，觀看學學習者測驗評量的

結果。 

REVISE CURRICULUM 修正、調整修正課程，網路課程最重視是學

習者的回饋，由學習者在使用第二語言網路課程中回饋給老師來進一步修

正課程。 

三、新移民華語文課程研究 

「課程」是我們熟知的一個廣泛使用的術語，課程含義可以簡單概化「教

什麼的問題」。廣義的課程指學生的全部學科，狹義的課程是指某一門學

科（李泉 2006：1-3、馬箭飛，2004）。我們按照以上含義探討國內目

前針對新移民華語文教學課程研究。 

教什麼的問題需要按照新移民學習特性、以及第二語言教學理論為出

發點。 

(一) 研究報告擬定的教學主題 

黃富順及研究團隊（1994：34-35）研究「我國失學國民脫盲識字標準

及脫盲識字字彙研究」指出民眾識字需求三方面社會參與、經濟參與、政

治參與共 14 項指標如下： 

社會參與 

衣食：讀寫商品標籤、說明廣告等詞彙能力 

住：讀寫住屋買賣及房屋廣告等詞彙能力 

行：讀寫公車站牌、交通標誌、公告等詞彙。 

醫療：讀寫醫院標示、藥品說明等字彙能力。 

人際：讀寫婚喪請柬等字彙能力 

教育：讀寫一般教育方面的宣傳、說明等詞彙。 

藝文：讀寫藝文活動宣傳、說明等詞彙能力。 

休閒：讀寫一遍娛樂性、宣傳單及說明等詞彙能力。 

 經濟參與 

職業：讀寫職業的介紹、廣告、說明等詞彙。 

金融：讀寫一般保險、銀行、郵局等金融活動字彙能力。 

財稅：讀寫一般稅務通知、財稅報表等字彙能力。 

 政治參與 

選舉與政黨參與：讀寫相關選舉公報、選舉通知單及一般政黨宣傳資料字

彙之能力。 

社團組織方面：讀寫里民大會通知單、會議程序、會議規範、集會遊行、

社團入會及民主政治參與相關字彙能力。 

法律：讀寫法院傳票、通知、公告、公證書、契約等字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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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秀珠（2002：57）進行新北市國小補校人員規劃新移民課程選擇教

學內容，有效問卷為 350 份，用 t-test 考驗結果顯示「中文識字類：包括

注音符號、聽懂中國話、會說中國話、會讀中國字」最受肯定，其次是「人

際關係類包括兩性相處、婚姻經營、婆媳關係、親職教育、溝通技巧等」。 

 張惠貞（2008：72-77）進行新移民課程內容調查結果之重要性排序，

有效問卷為 122 份樣本，研究結果顯示： 

在功能方面：受訪者認為新移民最重要的事情是「到學校讀書」排名第二是「到

診所看病」、「打招呼」、「到醫院就診」、「到市場買菜」。此外坐公車、搭捷運、

打電話、找工作、交朋友也是重要的主題。 

在生活方面：最重要是孝順父母、夫妻相處、教養子女。 

在描述方面：最重要的主題是「身體不舒服」其次為「介紹家人」，排名第三是

「表示感謝」第四是「向別人道歉」。 

在休閒方面：最重要的主題為看書。 

 黃富順（2007：10-13）的研究針對新移民語文識字及生活基本知能研

究指出包含以下指標：識字方面的指標包含注音符號、聆聽、說話、閱讀、

書寫；生活基本知能指標包含政府法令、子女教養、保健、人際溝通、經

濟與休閒生活、生活科技、風俗文化、認識環境。 

(二) 教材裡編寫的課文主題 

 針對成人及新移民之前所設計及編寫教科書課文主題相當多元，以下

我們以兩本為成人教材及新移民教材裡面的主題為例。 

1.成人基本識字教材（教育部）共 6 冊，每冊三單元，每個單元有 3 課 

 表二-7 成人基本識字教材（教育部）的課文主題，它主要從一般成人

在日常生活所接觸的問題中發展出的主題，而這些語言場景的成人學習者

需要識字才能處理。同樣針對新移民成人學習者來說，也需要處理相同的

問題，因此在進行新移民華語學習時，可納入參考，但不是完全相同，而

需要進一步了解新移民學習特性及需求。 

表二-7 成人基本識字教材課程主題 

單元 第一冊 第二冊 第三冊 第四冊 第五冊 第六冊 

第一單元 自我介紹 優生保健 民俗節慶 就業服務 安全生活 科技生活 

第二單元 我的證件 

和金融卡 

學習做 

父母 

節慶文化 就業須知 社會生活 多元文化 

第三單元 食物與購物 人際關係 認識臺灣 金融理財 民主生活 幸福人生 

資料來源：林月娥（2011：2）成人基本識字教材第一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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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快樂學習新生活（教育部）共三冊，每冊三單元，每一單元以四之五課

呈現。 

 表二-8 呈現目前針對新移民所設計的課程裡的課文主題，同樣的也從

成人需要使用的識字語言場景出發，編寫課文主題。使用詞語跟成人基本

識字教材（教育部）都是「我國失學國民脫盲識字標準及脫盲識字」的 1680

個字彙。具有參考價值。 

表二-8快樂學習新生活課程主題 

單元 第一冊 第二冊 第三冊 

第一單元 吃出健康（上） 我的證件 民俗節慶 

第二單元 吃出健康（下） 我的健康 公營服務機構 

第三單元  居家生活 我的人際關係 學習與生活 

整理自林月娥（2004）快樂學習新生活第一冊 

 然而查看整個課程背後的主題課文，許銘桂（2009：61）指出：「詞語

的安排未依照難易進行呈現」。 

研究者進一步分析發現：第一冊、第二冊、第三冊的課文安排沒有連

貫性。如第一冊僅教詞語及短句，第二冊的課文已呈現篇章的型式，而且

句子的長度及複雜度未考慮到學習者的華語程度 –能理解的語法點。 

舉例如下：第一冊最後一課的句子是「和家人聊天溝通想法」在課中

是比較長的。到第二冊第一個句子是「我從家鄉嫁到台灣，帶著結婚證書、

單身證明、戶口名簿和先生的國民身分證、印章，到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

登記。」從句型結構到字數可看出第二冊比第一冊難度增加很多，呈跳躍

式安排，編輯上未考慮到新移民可能無法馬上理解語法的困難度。 

四、小結 

 新移民華語文課文學習主題相當多元，也考慮到成人學習需求，及他

們所需使用語言及場域。這些可貴的教學主題可納入於新移民成人華語文

網路課程的內容考量範圍。 

在另方面，大部分僅以傳統書本呈現加上缺乏第二語言教學理論作指導，

仍停留在識字教育的觀點及未考慮到成人學習時間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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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說明本研究使用的研究方法及理論基礎，第

二節說明研究過程，第三節是研究保持信度及效度方式。 

第一節 研究的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實證研究」。Grinnel（1993，引自胡龍騰、黃瑋

瑩、潘中道譯，2000：8）指出「研究是一種結構性的探索，其使用科學

方法論來解決問題，產生新的可用的知識」15。高敬文（1996：68）指出

一般研究報告包括三個部分：「緒論、本文、結論與建議」 

研究者從相關理論及文獻，包括：新移民成人第二語言教育理論、新

移民成人教學理論、第二語言學習特性、第二語言教學模式及課程研究、

網路課程研究等。研究者通過文獻探討達到「澄清並確立研究問題的範圍，

改進所欲進行研究的方法論，擴展對所欲研究領域的知識」（胡龍騰、黃

瑋瑩、潘中道譯，2000：32） 

 

新移民成人第二語言

教育理論 

 

 

第二語言學習特 

性 

 第二語言教學模式

及課程研究 

新移民教育  新移民成人第二語言學

習需求與學習特性 

 第二語言教學模式 

新移民成人識字教育 

課程發展模式 

新移民成人華語文第

二語言教育 

 第一語言及第二語言，

學習者的學習難點及優

勢。 

 新移民華語文課程

研究 

新移民成人第二語言

網路學習 

  

 新移民華語文課程研究  

圖三-1 論文理論架構圖 

一、研究蒐集材料方式 

按照，胡龍騰、黃瑋瑩、潘中道譯（2000：124）所提出的蒐集材料方

                                                      
15

 Ranjit kumar（2000）胡龍騰，黃瑋瑩，潘中道 譯。研究方法步驟化學習指南。學富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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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研究，可分為原始資料蒐集及次級資料蒐集。原始資料蒐集可利用問卷

調查、訪談、觀察等。次級資料蒐集是從政府刊物、早期研究、戶口調查、

個人記錄等。 

 

資料蒐集之方法 

        

次級資料蒐集   原始資料蒐集 

        

文件  觀察  訪談  問卷調查 

       

 參與  結構式  郵寄問卷  

政府刊物      

早期研究 非参與  非結構式  集體施測 

戶口調查      

個人記錄      

圖三-2 資料蒐集方法 

資料來源胡龍騰、黃瑋瑩、潘中道譯（2000：124） 

以上胡龍騰、黃瑋瑩、潘中道譯（2000：124）提供相當完整的收蒐集

資料方法，本研究按照研究目的進行資料蒐集方法如下： 

 

資料蒐集之方法 

        

次級資料蒐集   原始資料蒐集 

        

文件  觀察  訪談  問卷調查 

       

新移民華語平台， 

數位教材 

     

新移民華語學習

教材 

參與  半開方型訪談目前網站

實行者及諮詢專家意見 

 參與新移民活動

發放問卷 

網路資源 

 

     

圖三-3 本研究蒐集材料方法 

從圖三-3 本研究蒐集材料方法我們需要進行的工作詳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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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始資料資料蒐集 

1.問卷調查法 

 問卷係指將一系列問題，以文字或口頭方式告知受訪者，並記錄其答

案。在問卷調查中，受訪者閱讀問題，理解問卷中所提供的訊息，並寫下

答案。 

 進行問卷調查可通過郵寄、單獨訪問或集合實施。其中集合實施是進

行問卷調查最佳方式之一，既有一群正在固定地方的受訪者。 

如研究對象為新移民，那麼實施問卷調查最好是在一些與新移民有關

的活動中，大量發放問卷。 

 問卷調查時，發放問卷者因時間的限制，無法一一解釋問卷的內容，

所以「問題是否清楚易於理解」更顯得十分重要。 

 問卷問題的形式主要有「開放式及封閉式」，這兩種各有優缺點。在缺

點方面，開放式的問題「通常都需要通過另一個程序將資料予以分類」，

而封閉式的問題缺點是缺乏深入性、多樣性及可能有研究者的偏見。在優

點方面，開放式的問題給受訪者自由表達機會，因此所蒐集到的資訊較多

元，排除研究者偏見的可能。而封閉式問卷的優點在於已提供設計好的作

答選項，方便受訪者回答，並有助於確保研究者可獲得所希望的資訊。整

理於（胡龍騰、黃瑋瑩、潘中道譯 2000：131-142） 

 在設計「新移民華語網路學習需求」的問卷形式，結合了開放式及封

閉式。 

封閉式問題包含調查學習者的背景資料，如：來台時間長短、國籍、

是否參加華語課程、學習目的、不上華語課的理由等。同時在問卷內容中

如：新移民用哪些媒體資源來學習華語、上網尋找資料的次數、對電腦螢

幕語言的熟悉度、使用中文打字的熟悉度，還有新移民華語教學網站建構

的學習需求。其細節針對三個學習單元進行學習主題調查，包含第一單元：

生活會話、第二單元：閱讀、第三單元：寫作。此外也針對兩個沒有特定

主題的學習單元：漢字、語音（注音-拼音)進行調查。 

開放式的問題則注重在新移民對於發音、寫漢字、聽力等學習難點。 

 此外也應用胡龍騰、黃瑋瑩、潘中道譯（2000）所提出的集合實施發

放問卷概念進行調查。然而由於地點及時間的限制，研究者無法對全部進

行集合的新移民來發放問卷，因此運用（王文科、王智弘，2011：81）所

提出的「方便抽樣」與本研究最接近的個人或活動選做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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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蒐集問卷調查的對象：以東南亞的新移民為主：如越南籍、印尼籍、

泰國籍（不包含大陸新移民）。 

2.訪談法 

 「訪談」就是研究者「尋訪」、「訪問」被研究者，並且與其進行「交

談」和「詢問」的一種活動。…當訪談者向受訪者提出問題時，就已經向

對方進行一種攪動，為對方的意義建構提供了一個契機。而對方回答，不

論是回憶還是對現實的描述，都是一種對事實或意義的重現。 

 訪談的具體功用是：了解受訪者的所思所想、價值觀、情感及行為規

範。他們過去的生活經歷以及他們耳聞目睹有關事件，並且了解它們對這

件事的解釋…從受訪者的經驗為研究提供指導，事先了解那些問題可以進

一步追問、那些問題是敏感性問題，需要特別小心。訪談目的是幫助研究

者與受訪者建立人際關係互相信任。使受訪者更加有力量，因為自己的聲

音被別人聽到了、自己的故事公開了。 

 訪談的類型，主要分為封閉型、開放型、半開放型（整理於陳向明 2002：

221-229）摘要 

 運用訪談法來蒐集原始資料，主要目的是了解受訪者過去的生活經歷，

他或他們在進行建構新移民第二語言教學模式或進行建立一個新移民華

語學習平台、華語數位教材開始的原因，以及實施建構這個平台的經驗及

想法等，從中吸取經驗、減少缺失，提供日後建構新移民華語學習網的方

向。 

 而使用的訪談類型是半開放型的，是訪談專家學者及先前建構新移民

華語學習平台或數位教材的規劃建立者。首先是通過文獻探討擬出研究方

向欲問的問題，之後與指導教授討論建立訪談大綱，再將訪談大綱用 Email

方式寄給受訪者作準備、並約定時間及地點進行錄音訪談或以電話訪談。

在訪談過程中，如發現新的問題或有的問題想更進一步了解，也可以向受

訪者進一步追問。 

訪談對象：選擇跟本論文研究方向有關的對象，詳細如下： 

2.1.成人教育專家：曾提出建構新移民第二語言教學模式的研究者。 

2.2.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泰山職業訓練中心「新住民快樂學中文，

中文變得好簡單」的新移民華語學習平台建構者。 

2.3.「來去華語 100 句」新移民華語數位教材建構者。 

2.4.觀察紀錄 

研究者以自身與學習者進行教學過程中，記錄學習者在進行課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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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及滿意度，用以日後調整課程內容。此外觀察記錄不僅運用在於華語

文的教學過程，還運用在焦點團體。焦點團體由資深新移民、華語老師、

專家共同討論所設計的教學內容，作為建立新移民華語學習網的參考。 

(四) 次級資料蒐集 

運用的方法是 Babbie（1995：306-307） 及林義男、陳淳文譯（1989）

所提出的內容分析法 

內容分析法是「非干擾性的研究」（Unobtrusive Research），…。研究

者通過內容分析檢視某一類社會（製）成品（socialartifacts），主要是對各

種不同的溝通形式，例如書籍、雜誌、詩集、報紙、歌曲、畫作、演講、

信、法條等加以分析。內容分析法運用在研究當中有以下的事項需要處

理： 

1.針對新移民的教學平台、數位教材進行分析 

主要注重在於它的整體架構、設計、教學單元、練習形式進行分析，

而從中學習到這些平台優點。 

2.針對目前課程選用的教學材料進行句子功能性的語料分類編碼。 

語料來源主要從教科書-書籍語料如：成人識字教材共三冊（教育部）、

新移民日常用語口袋書（台灣新住民家庭成長協會）。 

網路語料：如 google 語料、「新住民快樂學中文，中文變得好簡單」

語料、馬偕紀念醫院語料。 

3.針對課程內容分析進行 

第一步驟： 從語料庫針對各課主題進行語料來源取樣。 

第二步驟：編寫課文與練習。 

第三步驟：運用 TOCFL 華語詞彙，由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

「華語八千詞」進行比對及斷詞作業，據此產生詞彙表，進行詞語

等級分類及選擇教學詞彙。 

  第四步驟：首先從課文中刪除數字、英文與重復出現的漢字，運用 

  ACCESS 全漢字檢索系統-內容分析功能進行分析部件出現比例， 

  然後按照共同部首比例順序，選擇漢字作為本課的漢字教學。 

二、研究之實施方式 

從 Sagor（1993：8）行動研究法的步驟運用於「實證研究」的過程中。 

第一步驟：開始行動 Initiating action 

第二步驟：監控和調整行動 Monitoring and adjusting action 

第三步驟：評估動作 Evaluating action 

 



邁向「第二語教學模式」之新移民華語網路課程的建構與實施：以華語-越南語版本為例 

56 
 

            1                   2                3 

 

 

 

 

         

        Understanding         Monitoring         Evaluation 

           理解               監控              評價 

圖三-4 Entry Points for Action Research 切入點行動研究 

資料來源： Sagor（1993：8） 

（一）第一步驟是「開始行動 Initiating action」 

本研究對象是新移民，因此研究者先對新移民的各項議題做初步探討，

了解學習者學習背景、新移民成人學習特性、學習策略、學習動機。 

設計問卷調查了解新移民華語文網路學習需求，這也是 Brown, H. Douglas 

（2007）第二語言課程發展過程以及 Dick＆Carey（1990，引自徐新逸、

施郁芬譯，2003）多媒體需求評估及分析 1.了解學生學習背景、學習需求

分析，進行設計問卷調查 

 問卷內容是研究者參考相關文獻及根據新移民成人學習特性設計為原

則，在經過指導教授討論、確定後編製而成，詳見（附錄五：新移民學習

華語文網路課程需求問卷（華語）。本研究的問卷調查分為四種版本：華

語版、華語-越南語版、華語-泰語板及華語-印尼語版） 

2.按照問卷結果，及語料蒐集編碼，決定課程內容順序，結構。 

3. 編寫教案及教學材料與資源 

在編寫教案，我們運用 Dick＆Carey 所提出的前端分析類型的科技分

析、媒體分析、現有資源分析、多媒體教學設計 

（二）第二步驟是「監控和調整行動 Monitoring and adjusting action」 

 研究者將所規劃的課程進行開班實施行動研究。 

進行課堂教學之前，進行訪談專家學者及以往曾設計新移民華語教學

網站者意見（包含文獻裡之研究經驗）之後再進行課堂教學。 

教學過程訪談蒐集資料，監控實施過程的成效，調整修正直到達到教

學目標為止。 

（三）第三步驟是「評估動作 Evaluating action」 

評估包括對學生學習的評估、對老師教學的評估、對班級經營評估 

主要內容為檢視整個行動過程的結果，評鑑反省整個行動研究的過程，

修正行動策略、撰寫研究報告。 

Research 

研究 

Action 

行動 

Research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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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目前的研究方法眾多，為達成研究目的，研究者參考學者專家、指導

書籍從中選擇對本研究適合、可行之研究方法。「實證研究」由實行過程

中觀察、修正達到滿意為止，教學目標是邁向第二語言模式的新移民華語

文教學。因此從資料蒐集之方法到實施過程都選用比較嚴謹的研究方法。 

 資料的來源多元可協助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有系統化進行課程。如問

卷調查可得知學習者的背景、學習目的、期待學習內容等。以往曾建立新

移民網站者、專家學者的意見及經驗，是彌足珍貴的，可協助研究者在研

究進行過程中減少犯錯，更快進入課程教學過程。 

 實證研究實施過程也必須配合研究目標，那就是「邁向第二語言模式

之新移民華語文教學」，因此必須有第二語言教學課程理論指導，也因為

是網路課程，因此也要有如何建設設計網路課程理論作為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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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過程 
本研究過程共有四個步驟： 

第一步驟：研究者進行資料蒐集，主要內容是進行語料編碼、發放問

卷調查及進行訪談及研究報告。 

第二步驟：分析蒐集到的資料。 

第三步驟：實施編寫課文教學材料，進行網路華語文教學的班級。 

第四步驟：寫報告，詳如圖三-5 

蒐集資料 

新移民華語文學習網站資料編碼 

1.新移民學習教科書資料編碼 

2.網路資料編碼 

3.發放問卷調查 

4.進行訪談及研究報告 

 

分析資料 

分析現有資源 

1.分析問卷調查 

2.分析訪談 

 

實施 

步驟一： 蒐集分析語料及運用第二語言教學模式編寫課文 

1.Brown, H. Douglas（2007）第二語言課程發展過程 

2.Dick＆Carey（1990，引自徐新逸、施郁芬譯，2003）模式-多煤體教學設計順序 

3.新移民成人學習特性學習策略 

步驟二：進行班級同步與非同步教學，運用溝通教學、情境教學法、定式教學法 

步驟三：學習者回饋紀錄 

     焦點團回饋 

步驟四：修正課文內容 

 

寫報告 

圖三-5 本研究實施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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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保持信度和效度方式 

吳明隆（2001：123）教育行動研究偏向其「內在效度」的評鑑，而較

不重視「外在效度」的追求，亦即較重視研究的可靠性或信賴性，而不重

視研究的普遍性。就教育行動的信度而言，指的是教育行動過程中，研究

歷程與結果的正確性、真實性的程度、研究的問題的價值性程度、資料蒐

集的可靠性與觀察客觀性程度、…。 

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為了保持「研究歷程與結果的正確性、真實性的

程度、研究的問題的價值性程度、資料蒐集的可靠性與觀察客觀性程度」

親自採訪以往曾研發新移民華語文教學網站的實行者，實施設立網站的經

驗，取得原始的研究資料。 

製作問卷調查審查包括通過同學討論、指導教授指導修正，除了新移

民華語文網路學習需求問卷外，還針對不同專家學者研擬不同訪談大綱。 

具有多元化的來源，資料蒐集方法及參與者，可使本研究結果更具意

義及信度。 

在為了保持研究的效度，本研究運用吳明隆（2001：125-127）建議的

研究方法：包含「自我效度」、「同儕效度」以及「學習者效度」。 

自我效度：在於研究者能夠對實務工作做出解釋、做決定，改善工作

教育環境方式。因此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不斷地從第二語言教學理論驗證

所編輯的課程內容是否適合新移民學習者？為了解決此問題，研究者通過

問卷調查以及閱讀相關研究成果，加強自我效度。 

同儕效度：在教學過程中邀請其他老師觀察所設計的課程內容並回饋

給研究者，再把同儕的意見統整記錄改正課程內容。 

學習者效度：進行學習者的回饋也是研究重要的一部分，它包含「學

生的看法、回應、情感投入、行為表現以及學習成效等」。在研究實施過

程中，特別是進行個別教學，都進行田野記錄，學習者的意見作為修正課

程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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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共有五節，第一節說明研究者在進行訪談專家學者所蒐集到的寶

貴意見及他們實施新移民華語文網路課程、數位教材的經驗。第二節講述

問卷調查對象、範圍及新移民華語文網路學習需求分析，從問卷結果建構

課程內容。第三節分析現有新移民以第二語言為概念的網路課程優、缺點，

從中學習優勢、避免缺失。第四節以第二語言教學模式為理論，設計一個

新移民華語學習網，從語料編碼、分析現有資源，到編寫課程模組。第五

節說明實證研究實施的過程。 

第一節 訪談專家學者意見學習經驗 
為進一步了解以新移民第二語言觀點作為華語網路教學模式，以及建設

新移民華語網路學習平台及數位教材步驟及順序？研究者開始進行訪談相

關領域的專家學者針對新移民華語文教學經驗的意見。主要目的是了解以往

建構新移民華語文第二語言教學模式及網路教學平台，得到跨領域的知識及

見解。 

訪談的步驟是： 

先通過文獻探討了解專家學者在研究新移民華語文領域的書籍或查看

現有新移民華語網路教學平台之後，開始擬定訪談大綱。之後進行電話、

Email 聯絡，再約定地點、時間進行訪談或通過電話進行錄音訪談。訪談完

成後，從過程的錄音中記錄內容。最後以書面把訪談紀錄寄給受訪者並徵求

同意。詳見(附錄一：訪談內容發表同意書） 

訪談大綱有三個部份： 

第一個訪談是針對曾提出新移民第二語言教學模式專家的訪談。主要內

容注重在一般成人及新移民華語學習差異？詳見訪談大綱（附錄二：黃富順

教授訪談大綱）。 

第二個訪談是「泰山中心」建構一套新移民華語文學習平台歷程。訪談

前未蒐集到此教學平台的研究資料，僅通過聯絡獲取少數資料，之後按照

Dick＆Carey（1990，徐新逸、施郁芬譯，2003）所提出的「多媒體教學設

計順序」模式擬出訪談大綱，並且與指導教授討論後修正。詳見(附錄三：「新

住民快樂學中文，中文變得好簡單」教學平台訪談大綱）。 

第三個訪談是「來去華語 100句」數位教材創立者所進行的訪談。訪談

進行前已蒐集到此數位教材的研究資料，但還有許多要深入了解的問題。訪

談架構原則上也按照 Dick＆Carey（1990，引自徐新逸、施郁芬譯，2003）

所提出「多媒體教學設計順序」模式擬出訪談大綱。詳見(附錄四：來去華

語 100 句訪談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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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移民華語文教學模式就是系統化的教學過程 

 在成人教育領域專家學者中，幸運的是有機會跟黃富順教授進行訪談，

從中了解教授對新移民華語文第二語言教學模式的看法。 

 2014 年 2 月 26 日來到教授的辦公室請問教授以往針對新移民教學與

研究經驗，提供寶貴意見。 

 黃富順教授： 

「中文是新移民第二語言，因此研究當初我們提出的問題是中文第一語言

教學與中文第二語言教學是一樣的嗎？第一語言來講就是在生活中可以

學習到，教法就很自然，學習者不用了解怎麼用語、虛詞，直接教學就可

以了。對第二語言者來說，中文是學習者第二語言，不是她們的母語，新

移民因在生活裡面沒有基礎，或接觸比較少，所以我們在教第二語言的時

候要作整體性的教學。」 

那麼建構新移民中文第二語言教學模式架構是什麼？ 

 教授認為：「模式就是系統化的教學過程，我們需要了解第一語言教學

與第二語言教學這個過程是否相同。第一語言教學模式，如小孩的學習，

是很自然的學習。而第二語言教學模式是新移民從境外到台灣才學，因此

在實施教學過程證明教學方法是有所不同。」 

 針對，建構新移民中文第二語言教學模式實行方式跟目前傳統教室應

有什麼區別？ 

 答案是「第二語言教學模式跟一般傳統教學模式是不同的，在教學方法

上也根據成人學習特性，也運用一些針對成人的教學方法。」 

回頭看以往的教學經驗，許多研究者針對新移民在傳統教室程度不一

的華語文學習程度感到難以處理，所以針對同在一班中文程度不一的新移

民班級，要如何處理呢？ 

教授認為：「程度不一的學習者比較注重是教學內容，初學者跟已經學會

的人在內容上應該不一樣，教學方法也根據教學內容加以安排。但教學模

式、教學過程的基本架構是相同的。」 

 今天我們在一般傳統教室進行不同程度的教學內容，教師要面對的是

如何讓每個學習者都可以接受？初學者覺得不是很困難，有一定程度的學

習者還能學習到新詞語、新表達方法。我想應該都是老師們每天必須要處

理的工作。 

 新移民學習需求是多元的，要如何規劃學習內容？ 

 解答這個問題按照成人教育研究領域經驗的教授告訴我： 

「對新移民來說識字很重要，之前就有一個研究台灣民眾要識字的量是多

少才能脫盲，因為有了字才能構成詞，有了詞才能構成句子，有句子才能

構成段落來了解那個意思，所以中文基本的構造是字。教中文時，教字也

要順便教詞，因為教詞才有意思，其實中文有一些單一的字就有意思，如



邁向「第二語教學模式」之新移民華語網路課程的建構與實施：以華語-越南語版本為例 

62 
 

山；但有一些字單一時，比較沒有意思，要看它擺在什麼詞彙上跟哪個字

做連結。」 

從黃富順的敘述「新移民華語文教學模式就是系統化的教學過程」這

個過程教學內容教什麼要按照學習者的學習程度、需求來編排。也要重視

視新移民成人學習者的學習特性，才能有一套完整的新移民華語文教學模

式。新移民華語文教學模式中應加入新移民學習背景、新移民學習特性。 

二、「泰山中心」建構一套新移民華語文學習平台歷程 

 在筆者準備建構一套以第二語言模式進行新移民華語文教學工作，開

始時心裡一直有一個問號？建構一套新移民華語文學習網站是怎麼樣的

歷程呢？為了解答心中的疑問，開始尋找目前的新移民華語文教學網站以

及相關研究文件。 

 目前專為新移民建立華語文教學網站、平台、教材仍在少數。在台北

市政府新移民專區網站發現一個為新移民建設的華語文教學平台「新住民

快樂學中文，中文變得好簡單」16由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泰山職

業訓練中心建立，並開始了解教學平台裡面的教學內容、介面設計，但是

未找到針對此教學平台的相關研究，因此與泰山職業訓練中心進行連繫，

詢問客服人員是否能與創建平台者進行訪談。 

 2014 年 3 月 24 日筆者來到前泰山中心 

受訪人員：許場長（化名）、周科長（化名）、林助理研究員（化名）、柯

助理研究員（化名）及鄭助理研究員（化名），五位進行訪談。 

由於之前跟中心聯絡時，在中心的回信當中曾提到： 

「因中心定位為培養在職場、就業…等相關課程為主，且來到台灣的新住

民大多在工作就業上需要相關的職場語言，故後來課程修正為：學習在工

作職場上、法律上…等相關課程，故才有您看到這些不同於其他平台（或

實體課程）的新住民華語學習。」2014 年 2 月 20 日客服中心鄭助理研究

員 

所以訪談一開始這樣詢問「所謂不同於其他平台（或實體課程）的新住民

華語學習是指哪些平台？」 

許場長： 

「主要是我們從勞動力發展角度去看，尤其是第二代，因為我們認為他們

將來會有他們的優勢，就是他們母國語言優勢。以後台灣的經濟新移民第

二代應該是主力。因此我們從勞動力角度去看這個課程。所以設計教學內

容是給新移民及新移民子女學習。新移民語言與中文在同一個畫面顯示出

來。」 

                                                      
16

 http：//www.vtu.nat.gov.tw/fileimage/uploadFile/ePaper/184/zip/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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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課程在初建討論期，有結合中心、新住民團體及數位學習產業廠商三

方討論，新住民團體業務上有服務專線，時常都會接到新住民來尋求幫忙

與協助，故在課程需求上，他們會最了解。」2014 年 2 月 20 日客服中心

鄭助理研究員 

 那麼製作教學平台技術方面是中心自行製作嗎？ 

 許場長： 

「課程製作我們委託給台灣數位學習的廠商製作數位教材，在內容方面我

們跟社團法人賽珍珠基金會討論服務新移民的團體與數位學習的廠商討

論後，再把這些句子給中心審核，審核過程按照中心的教學目標，主要方

向是勞動力發展，因此考慮的句子是新移民在就業語言的需求。」 

 是否有進行新移民本身學習需求評估？ 

許場長說：「在這方面中心只針對新移民團體討論。」 

 中心教學平台的教學目標是什麼？ 

 「教學目標是就業，職業訓練、職業發展、語言方面是多語教學。」2014

年 3 月 24 日許場長 

 分享製作教學平台需要注意的環節，許場長說： 

「能夠即時回答是最困難的，學習者遇到問題的時候只能 email 給你，在

反應的速度上無法很快，有的時候人（來信）一多就沒有辦法馬上提供比

較好的服務。能夠有人在現場服務是最好，同步教學效果會更好，但問題

在於需要更多人才，如越南語、泰語、英語這是很困難的地方。 

 我們也希望跟新移民團體合作，但因為我們是公部門，總不能要求這些

人才只當義工，所以要有一個機制才能長期做這個事情。」 

 關於職場就業如何分類？ 

「我們只做基本普遍工作上要用的語言，還沒有做到專業上面的語言。我

們希望提升新移民，尤其是第二代工作上語言訓練，讓他能進入台灣高階

的工作職場應用方面。…因為如果新移民子女學習新移民語言與文化，我

們認為將來台灣發展下一個是東南亞經濟策略」2014 年 3 月 24 日許場長 

 以上是許場長對「新住民快樂學中文，中文變得好簡單」平台的期許，

能通過學習平台學習的不只新移民本身，還包含他們的子女。這也顯示國

際化的語言學習觀點，但筆者認為缺乏一些針對性，雖然都是教語言，但

新移民在台灣的職業方面情境學習的語言跟他們子女到另一個國度時使

用的職業語言會一樣嗎？答案應該並非完全一致，也許有一些部分重疊，

其他可能差距非常大。 

 詢問課長，線上課程人員工作配置如何分配？ 

 「我們負責的是政策制定，而製作方面是委託給數位研發公司去製作，

服務也是他們在服務，除非他們在服務過程中無法解決（如政策上的問題）

我們會協助解決。如果是學習上的問題，基本上都由他們自己解決。 

 他們解決之後會回饋給中心，如果需要進一步安排課程也要看預算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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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才能解決。因為預算有限，我們只能選擇最好的規劃，像我們這幾年

我們都非常關注新移民相關課程，他們不只能做基本服務的工作，將來也

可以做一個比較高階技術的工作。」2014 年 3 月 24 日許場長 

那麼在建立教學平台時是否運用其他平台資源？ 

「除非是合作關係，我們才會把其他平台的資料在我們網站上。」2014 年

3 月 24 日許場長 

關於專案進度規劃和執行時程？ 

林助理研究員說： 

「新住民語文線上課程總共花 6 個月的時間製作，但基本上要看所作的

內容的量是多少。另因在 101 年度期間，本中心有跑北、中、南台灣西部

地區，針對新住民，做數位學習推廣、說明與徵詢。後來討論結果是跟職

業有關的華語文；還跟民間團體討論，最後遴選出來 100 句華語課程。 

線上課程合作團隊是由中心、專家、數位數位課程製作單位、移民團體合

組，有一個製作模式才有辦法在 6 個月內完成，但如果一個人憑空從頭到

尾是很困難。總而言之，要建立一個線上課程或教學平台必須要有團隊、

有基本內容及合作模式。」 

關於是否對課程內容進行最後校對,由誰校對？ 

許場長說： 

 「當然有進行校對，交由不同語種的專人校對。如翻譯社…而挑選校對

者學歷在當地至少高中以上，或當過翻譯才聘用。我們也無法檢查，只能

通過三角驗證，翻譯自己校對，最後還是靠使用者的反應。」2014 年 3

月 24日許場長 

那麼是否對學習者進行學習成效評估？ 

林助理研究員說： 

「目前沒有做學習成效評估，因為目前量還不夠，如要做學習評估。要同

步規劃及事後追蹤才有辦法。學習者可以自己檢定，像我們上一般課程一

樣。我們可以看過程，沒辦法馬上看到學習成效。」 

「學習者要懂得付出，因為老師要針對很多學生。線上課程有回饋單，但

是不是每個學習者都回饋。」2014 年 3 月 24 日許場長 

 以上是許課長與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泰山職業訓練中心的團隊在

建立新移民華語文教學平台的工作歷程與經驗。這些經驗說明在製作數位媒體遠

距教學團隊需要有一套標準合作模式。也指出在進行維護教學課程時，要能夠馬

上解決學習者的問題需要同步教學及專業人才才能辦到。 

 教學內容要有針對性、要通過新移民團體的討論結合中心的教學目標。 

三、「來去華語100句」新移民華語文數位教材的製作歷程 

 數位教學不只有數位教學平台，還有數位教材。建立「來去華語 100

句」數位教材，進行訪談的教授是一位以華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專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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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位新移民華語文教學專家。與鍾鎮城教授訪談當中給予許多寶貴意

見。 

在建立教學平台，如何建立課文裡的語言材料？教授說明的步驟如

下： 

「首先查閱現有的教材內容…。把已有教材合理的部分延續下去，不合理

部分加以修正。教學平台上的句子都是自己創作出來的，參考教材裡只是

參考他的語法點、出現頻率、主題 

先選主題 

看看這類句子出現多少次？ 

句子結構是單句還是複句？ 

他的語法點是怎麼樣？ 

根據這些原則創作出來新句子。」 

 而完成課程樣本「由團隊完成，教材技術委託數位公司製作」 

衡量編輯新移民華語文數位教材最困難與重要或注意的事情是： 

「如在 100 句裡面，單句要多少句？複句要多少句？的問題。 

語法點要選幾個？到底要選前 10 個還是前 20 個還是前 100 個？ 

學習者是誰？ 

當學習者選這一套教材的時候，他是哪一年開始比較好？他要具備那些中

文能力來學比較好，他要花多少時間來學習？ 

老師會不會使用教材，如果老師不會使用也是問題。 

推廣時怎麼樣讓整個使用頻率變高？ 

另外跟製作網站者溝通也是問題，因為他們只會製作數位不懂得教學，因

此剛開始還畫圖給製作數位單位看，請他們按照範本製作出來。此外，團

隊同學本身第一次接觸到數位教材…有教學經驗但沒有數位能力，也沒辦

法變出好的數位教材。…最後教材也要不斷更新，不更新就沒有用。」 

 那麼編輯新移民華語文數位教材是否參考其他華語文教學平台或教材？教

授說： 

 「有參考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裡面的語法點、頻率排序，還參考教育

部的常用國字標準字體筆順學習網上作法，但都沒有辦法用。」 

那麼製作新移民華語文數位教材的歷程是什麼？如何安排專案進度和時

程。 

 「我們花 2~3 個月來發問卷，總共花 7 個月時間來建設到完成這套數位

教材，7個月後用半年的時間來做實證研究進行兩班教學，半年後又用兩

年的時間來做修正，到目前還沒達到滿意的結果。」 

 「建立一個數位教材需要花費很多錢，而且要有人維護…此外剛開始使用者

不熟悉，還先教使用電腦，但對使用者來說，學電腦跟學中文是有所差異。所以

我們的作法是教使用電腦的同時也可以教一些中文句子，把這兩個結合在一起。

讓學習者覺得通過電腦其實也可以學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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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鍾鎮城教授對於建立新移民數位教材的經驗。筆者詢問「如果

今天我想為新移民建立一個教學網站，教授有什麼建議？」得到的答案是

「建議不要做，17因為要做的有許多困難，特別是人才，同步教學有時間

差，而非同步有許多問題無法馬上解決」。 

 除了在製作新移民華語文數位教材或平台需要團隊的合作外，也需要

站在第二語言教學理論，如「句子結構是複句、單句」加以分析歸納幫助

學習者學習。 

 數位教材或平台從開始的建立就是一個不斷需要修正的過程。從學習

者的回饋或教師主動加以修正。而這個修正過程是一個非常長遠的任務。 

 這有許多困難需要克服，但是否因此放棄建構以第二語言模式的新移

民華語文網路教學嗎？研究者的答案是否定的，理由是針對新移民的華語

文網路教學就是未來新移民的學習趨勢，它可以彈性協助新移民學習者運

用零散時間來學習，可以克服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也提升了他們學習熱誠

與效率。 

四、現有新移民華語文數位平台的製作歷程經驗歸納 

 表四-1 是研究者從「新住民快樂學中文，中文變得好簡單」及「來去

華語 100 句的製作歷程經驗歸納出的製作新移民華語學習網過程經驗。 

表四-1 建構新移民華語文教學經驗歸納 

細目 泰山中心「新住民快樂學中文，中

文變得好簡單」 

來去華語 100句 

 

1.了解學生

學習背景、

進行需求分

析 

推廣數位教學時發現新移民華語

文網路學習需求是為了職場、就

業，而開始構想建立新移民華語文

教學平台。 

未透過學習者直接進行問卷調查 

發問卷調查給新移民。 

進行需求分析 

優缺點：「新住民快樂學中文，中文變得好簡單」從推廣數位教學過程中與

新移民學習者直接接觸而覺得需要建立教學平台。但缺乏了量化新移民學習

的需求分析。 

    「來去華語 100 句」通過問卷調查大量收集新移民針對華語文數位教材

的學習需求。加上實施教材研發的研究者都是華語老師，都曾與新移民接

觸，因此也具備質性觀察。 

2.決定課程 快樂學中文的做法是通過新移民 通過分析 7本教材主題，

                                                      
17

 鍾鎮城教授口試當天表示「如果只有研究者一個人做就無法完成，但如果有一個團隊一起做

是可行的」2014 年 7 月 7 日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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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順

序、架構。

語料來源 

團體進行訪談收集語料教學內容 複句及單句的比例結合原

先的問卷調查內容創造出

教學內容（語料來源是團

隊創造的） 

優缺點：「新住民快樂學中文，中文變得好簡單」委託新移民團體進行訪談

收集語料，因此所收集的語料具備真實性實用性，貼近新移民常用語。但無

進行語法、句子形式的歸納。 

    「來去華語 100 句」進行進行主題、語法，句子形式的歸納、但語言材

料是團隊的創作、與新移民實際使用的常用語言有所差距。 

3.教學目標 培養新移民職場、就業華語能力 培養新移民聽與說的學習

能力 

兩個教學平台僅培養單一或兩個華語技能為目標，這也符合這兩個教學平台

原先所訂出的教學目標，但對新移民學習者來說，未達到全方位聽、說、讀、

寫的綜合學習需求。 

4.數位製作 委託給專業數位製作單位 委託給專業數位製作單位 

委託給專業數位製作單位的優點在於可以快速解決數位製作上的問題如動

畫、網路線寬頻、網路課程管理等。 

但另一方面，缺點在於委託單位與製作單位的觀點落差，製作單位在管理學

習者的使用需求時，也無法馬上跟這些委託製作的單位反映。 

5.設計課程

單元和模組 

跟專家、學者討論之後，開始設計

課程單元和模組。 

參考新移民所提供的照

片，部分圖片製作由工作

團隊先畫好，由數位製作

單位按照版本製作成多媒

體課程單元和模組。 

優缺點：「新住民快樂學中文，中文變得好簡單」是跟專家、學者討論之後，

開始設計課程單元和模組，優點在於它可以整合不同意見，歸納專家學者對

新移民華語文教學的觀點與教學方法。可以補強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

局泰山職業訓練中心對於新移民華語文教學的專業。 

    「來去華語 100 句」的作法更直接，團隊成員本身是華語老師，可通過

華語文第二語言教學的專業能力，事先規畫如何教學，選那些圖片作為教學

材料。 

6.編寫教案 設計教學指引 設計教學指引 

7. 教學實

施 

未進行教學實施 進行實證研究的教學實施 

優缺點：「來去華語 100句」的做法比較謹慎的進行實證研究的教學實施。

在實施過程中研究者可蒐集到的學生及教師回饋與意見，這是最有效、最直

接的做法。缺點是需要花費許多時間及協助，教師才能完成教學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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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住民快樂學中文，中文變得好簡單」未進行教學實施，但同樣可以

蒐集到學習者的回饋，不過無法在短時間內歸納量化回饋意見，迅速改善教

學內容。 

8.測驗評量 未進行教學評量 未進行教學評量 

9.修正、調

整課程 

通過使用者回饋來修正及調整課

程 

通過老師的反映及使用者

的回饋修正教學平台上的

內容。 

五、對未來建立新移民華語學習網的啟發 

 以上專家學者的建立新移民第二語言教學模式及新移民華語文教學平台或

數位教材給本研究多方面的思考。 

從訪談結果研究者歸納如下： 

（一）.新移民華語文教學模式就是系統化的教學過程，這過程裡需要考

慮到新移民學習特性、第二語言教學理論與課程發展模式。這也合乎 Brown, 

H. Douglas （2007）所提出第二語言課程發展過程。在這個模式中第二語

言教學法指導了整個教學內容與過程。 

（二）.新移民背景資料及學習需求分析，可通過接觸進一步了解、歸納，

也可以通過問卷調查進行學習需求分析。因研究者本身也是新移民，多年

在台北市萬華區新移民會館服務新移民，過程中更了解新移民學習需求。

工作環境及學習經驗可協助研究者進一步設計問卷，因此具備質性觀察與

量化研究，強化研究效果。 

（三）.決定課程內容、順序、架構的語料來源，可通過新移民團體進行

語料蒐集或參考已有的新移民華語文教材主題，句式。綜合專家學者的經

驗，本研究的內容主要按照問卷分析結果，加上網路語料、新移民教材語

料，構成課程語料架構。而課程順序主要按照語法及詞語的難易度加以安

排。
18
 

（四）.製作新移民華語教學平台必須有一個合作團隊，包括：學者專家、

網站企劃人員、雙語雙文化教師、網路技術人員、配音及錄影人員等。專

家學者可提供寶貴意見、經驗及專業領域知識。雙語雙文化華語老師一方

面具備的第二語言教學理論，一方面具備語言背景及文化專業，可用新移

民的角度編寫新移民華語文學習材料。此外網路技術人員、配音及錄影人

員是編輯華語文網路媒體必備的工程條件。 

（五）.同步教學的網路課程需要克服的問題是教學過程中網路頻寬影響

的時間差，而非同步教學無法馬上解決學習者的問題。因此能結合同步教

學與非同步教學的優點，解決頻寬影響的時間差，是未來網際網路科技面

                                                      
18

 我們在第四章第三節說明語料及課程編寫過程，因目前僅編寫兩課，如整個課程編寫完成後

應適度按照難易度調整課程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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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的問題。 

（六）.製作網路課程的媒體技術，可委託給數位教材製作單位或自己進

行製作。一般的作法是委託給數位教材製作團體，但不代表語言老師不能

自己製作，只是必須學習跨領域的專業知識，才有能力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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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移民華語文網路學習需求分析 

一、新移民華語文網路學習問卷設計 

 問卷調查對象為東南亞新移民，設計四種版本問卷：華語、華語-越南語、

華語-泰語、華語-印尼語。 

 表四-2 說明新移民華語學習網路課程問卷架構主要分為背景資料及問卷內

容兩個部分，詳細如下。 

表四-2 新移民華語學習網路課程問卷架構 

第一部分： 

新移民學習華語

背景資料調查分

析 

新移民性別、本國語言、年齡、來台時間、工作、是

否參加華語課程、學習華語目的、無法上華語課程原

因、上課地點、使用過的華語教材、課程時間、總上

課的時間 

第二部分 

新移民華語網路

學習需求 

（一）新移民電腦使用熟悉度 

那些多媒體是新移民用於學習華語的方法、是否常使

用網路、使用網站語種、使用電腦字幕熟悉度。 

（二）新移民華語網路學習的需求 

對於新移民華語文網站學習需求、希望學習網路課程 

（三）新移民華語網路課程內容學習需求 

學習難點、口語學習需求、閱讀學習需求、寫作學習

需求、所需加強華語技能。 

（四）新移民華語網路課程上課形式 

想用什麼方式學華語、網路課程上課方式 

問卷形式：意見調查,題數：共 27 題，集中有 5 題為開放複選題，2

題為排序題目（第 10 題及 15 題有 6 小題），9 題為單選題，1 題（11 題有

三小題）為開放式詢問。 

目前新移民人數不含大陸配偶為 158,044 人，所需的樣本數為 100 至

150 人，研究選取人工發放問卷，發放方式在新移民研習場合，選擇（王

文科、王智弘，2011：81）所提出的「方便抽樣」，發放問卷。總共發出

150 份，回收 104 份，有效問卷佔 69%，未回收 46 份佔 31%。 

    2013 年 10 月 12 日、2013 年 10 月 13 日以及 2013 年 11 月 3 日在台北

市萬大國小（由移民署委託輔仁大學舉辦新住民母語教學人才培訓）。 

 2013 年 10 月 19 日及 2013 年 12 月 12 日在新移民婦女暨家庭服務中

心新移民活動。 

 2014 年 1 月 18 日到 1 月 22 日在台北市萬華新移民會館由台灣新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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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長協會主辦的通譯培訓。 

2014 年 3 月 22 日在新北市蘆洲區仁愛小學由國立台北教育大學主辦

的越南語師資培訓。 

二、第一部分，新移民學習華語背景資料調查 

表四-3說明問卷調查新移民性別比例，有 96.15%為女性，男性僅有

3.85% 

1.性別 

表四-3 新移民性別比例 

性別 男 女 總數 

人數 4 100 104 

百分比 3.85% 96.15% 100% 

從表四-3，可看出在台的新移民在性別上面女性占絕大多數，因此在

建構華語文網路課程也需要注意新移民女性的特質，她們在家中是孩子主

要照顧者，也扮演不同社會角色，學習的時間是零散有限的。 

2.新移民本國語言，調查語種包括越南語、印尼語、泰語、菲律賓語、緬

甸語、英語、柬埔寨語、日本語、韓語、其他 

表四-4 新移民本國語言分佈 

語種 越南語 印尼語 泰語 緬甸語 柬埔寨語 總數 

人數 50 34 14 2 4 104 

百分比 48.08% 32.69% 13.46% 1.92% 3.85% 100% 

依表四-4，問卷結果得知，大部分新移民母語為越南語者 50 人佔

48.08%，其次為印尼語 34 人佔 32.69%，接著是泰語 14 人佔 13.46%，這

結果合乎移民署 2013 年 2 月底統計結果顯示目前因婚姻關係在台外籍配

偶…不含大陸地區外籍配偶人數 158,044 人，國籍依序排名前三名是：越

南、印尼及泰國。 

3.表四-5 及表四-6 分析新移民的年齡比例及來台時間。依資料結果得

知來台時間與新移民年齡正相關，來台時間越久年齡越大。 

表四-5 新移民年齡比例 

年齡 20 歲~25 歲 26 歲~30 歲 31 歲~40 歲 41 歲以上 總數 

人數 4 12 42 38 96 

百分比 4.17% 12.50% 43.75% 39.5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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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移民來台時間 

表四-6 新移民來台時間 

來台 1 年以下 1 年到 3 年 4 年到 5 年 6 年到 10 年 11 年以上 總數 

人數 0 6 6 14 76 102 

百分比 0.00% 5.88% 5.88% 13.73% 74.51% 100% 

從表四-4 及表四-5 可觀察到新移民年齡在 41歲以上有 39.58%及來台

時間為 11年以上有 74.51%佔比例最多，隨來台時間愈長而在年齡上隨著

增加。 

5.新移民主要工作 

表四-7，說明新移民主要工作。因填寫本問卷的新移民性別分布絕大多數

為女性，因此她們主要工作為家庭主婦和照顧家人。 

表四-7 新移民主要工作 

工作 
家庭主婦 翻譯-老師 服務業 學生 其他 總數 

人數 32 10 18 14 30 104 

百分比 30.77% 9.62% 17.31% 13.46% 28.85% 100% 

從表四-6 的問卷結果得知，新移民主要工作為家庭主婦佔 30.77%、在

其他行業排名第二佔 28.85%、接著是服務業 17.31%、學生 13.46%、翻譯

或老師 9.62%，顯示目前有工作的新移民占相當高的比例，把翻譯及服務

業加起來，有高達 26.9%。在發放問卷時研究者也詢問一些新移民朋友，

得知大部分新移民參與的工作不穩定，上班的時間短，或一周只上班一兩

次，因此才來參加翻譯職訓、母語教師培訓活動，希望找更多工作機會。 

6.新移民參加華語課程 

表四-8 新移民參加華語課程比例 

參加華語課程 就讀中 參加過 沒參加過 總數 

人數 32 56 16 104 

百分比 30.77% 53.85% 15.38% 100% 

從表四-8，得知在台北市及新北市的新移民參加華語課程就讀中有

30.77%或參加過華語課程的有 53.85%，佔相當高的比例，沒參加過只有

15.38%，此調查跟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2008：93-98）《97 年外籍與大

陸配偶生活需求調查報告》進行比較。 

「曾參加輔導措施的外籍與大陸配偶僅 27.7%，沒參加過的佔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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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東南亞外籍配偶參加過輔導措施的為 61.3%，沒參加過為 38.7%，其中

參加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的東南外籍配偶為 33.5%。」 

依移民署的資料可推論東南亞外籍配偶有 66.5%未參加「成人基本教

育研習班」，雖然隨著移民署及教育部的宣傳措施，參加華語課程的新移

民日益增加，但每位新移民參加的華語課程的時間是多久？36 個小時？72

個小時？三年還是更久？目前還是問號。 

此外從移民署的資料分析也證明一個現實，參與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

的學習成效仍然不佳。 

「有 36.4%東南亞外籍配偶覺得溝通能力較弱，25.1%覺得中文識字及

讀寫能力較弱。其他國家外籍配偶有 20%覺得溝通能力較弱，有 22.8%覺

得中文識字及讀寫能力較弱。港澳地區的外籍配偶有 37.6%覺得溝通能力

較弱」。 

 7.新移民參加華語課程的目的（複選題）（此題目參考張惠貞 2008：

62-63）。表四-9 指出新移民參加華語課程的目的主要目的前四個依序排名

為，可以教孩子看書、可與人溝通、因為工作需要、希望找更好工作。詳

細如下： 

表四-9 新移民學習華語的目的 

目的 勾選人數 百分比 

可以教孩子看書 
64 18% 

可與人溝通 
62 17% 

因為工作需要 
56 16% 

希望找更好工作 
54 15% 

會自己辦事情 
46 13% 

辦身份證 
14 4% 

出去才看得懂 
40 11% 

家人需求 
10 3% 

其他 
12 3% 

依表四-9 的問卷結果得知，新移民參加華語課程主要目的排序第一為

「可以教孩子看書」佔 18%，跟目前新移民主要工作為家庭主婦有密切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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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表示新移民本身非常重視子女的教養。其次為可與人溝通佔 17%，因

為工作需要佔 16%及希望找到更好的工作佔 15%，顯示除了為家庭及溝通

需要外，新移民可望通過華語學習滿足工作需求或找到更好的工作。 

8.新移民不上華語課程的理由（複選題） 

 表四-10 指出影響新移民學習及出席華語課程主要跟生活中需要扮演

的角色有關，主要原因為要上班及照顧小孩或家人。 

表四-10 新移民不參加華語課程原因 

原因 勾選人數 百分比 

照顧小孩或家人 
30 31% 

要上班 
48 50% 

覺得不需要 
4 4% 

太難 
2 2% 

其他 
12 13% 

依表四-10 問卷結果得知，新移民不參加華語課程主要原因為要上班

佔 50%，其次為照顧小孩或家人佔 31%，顯示出新移民因為社會角色時間

有限而無法參加一般國小補校的課程。 

9.上課地點（複選）表四-11 說明新移民參加華語課程的主要場所： 

表四-11 新移民參加華語課程的場所 

地點 勾選人數 百分比 

國小補校 
22 16% 

國中補校 
28 20% 

高中補校 
26 19% 

新移民會館 
10 7% 

社區大學 
10 7% 

新移民學習中心 
8 6% 

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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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34 24% 

 新移民參加華語課程上課地點若不算其他，主要為國中補校佔 20%，

其次為高中補校佔 19%，接著是國小補校佔 16%，新移民會館及社區大學

各佔 7%，新移民中心及新移民家庭中心只佔少數比例。 

10.使用過的教材（複選） 

 表四-12 詳細列出新移民曾使用過的華語教材，整體而言新移民使用

過的華語教材跟她們曾參與華語課程場所為國小補校、國中補校、高中補

校有關，在這些學習華語的場所所使用的華語文教材跟教師本身的工作經

驗有關，他們白天用國語課本教小朋友，晚上直接用這套教材來教新移民。

未考慮到新移民學習者為成人，這與為國小、國中、高中所設計的國語課

本的需求內容是不同的，更未考慮到新移民學習者原先已有一套語言系統，

應該要使用第二語言教學方法及課程設計來進行新移民華語課程。 

表四-12 新移民曾使用過的華語教材 

華語教材 
勾選人數 百分比 

國小國語課本 
44 24% 

國中國語課本 
26 14% 

高中國語課本 
24 13% 

成人基本識字教材（教育部） 
14 8% 

成人基本識字教材（台北市教育局） 
8 4% 

快樂學習新生活 
6 3% 

新住民基本學習教材 
16 9% 

幸福屏東─屏東縣新移民學習教材 
2 1% 

來去移民華語 
2 1% 

桃園縣成人教育外籍新娘教材 
4 2% 

老師自編教材 
12 7% 

其他 
26 14% 

從表四-12 的研究結果得知曾使用國小課本的新移民佔 24%最高、其

次是國中課本 14%、接著是高中課本 13%，使用教育部設計的成人基本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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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教材 8%，新北市教育局為新移設計的新住民基本學習教材 9%仍佔少數。

我們提出一個問號，為何為成人設計及為新住民設計的教材沒有被很多教

師選用為新移民華語文教科書？這也許跟教材出版年代及使用宣傳不足

有關，加上大多數的國小補校華語老師，習慣使用國小課本教學有關。 

11.新移民參與華語課程時間及參加華語課程時間的總長度 

表四-13 及表四-14 說明新移民新移民參與華語課程時間及參加華語

課程時間的總長度。 

表四-13 新移民參加華語課程時間 

課程時間 36 小時 72 小時 補校 3 年 其他 總數 

人數 4 12 50 34 100 

12.在台灣參加正式華語課程時間（補校課程，華語專班、社區大學、新

移民學習中心等）的長度 

表四-14 參加華語課程時間總長度 

時間 未參

加 

36 

小時 

72 

小時 

1個月 

3個月 

1 年 

3 年 

4 年 

6 年 

7 年

9 年 

10 年 

12 年 

其 

他 

總數 

人數 12 8 12 2 28 22 10 4 6 104 

百分比 11.54

% 

7.69 

% 

11.54

% 

1.92 

% 

26.92

% 

21.15

% 

9.62

% 

3.85 

% 

5.77

% 

100

% 

 以上兩表：表四-13、表四-14 問卷結果顯示，大多數在台北市、新北

市之新移民都參加國小補校課程佔 50%，總上課長度含國小補校等課程加

起來大多數在 1-3 年的時間佔 26.92%，其次為 4-6 年佔 21.15%，7-9 年時

間只佔 9.62%，累積參加 10-12 年課程仍在少數。 

三、第二部分，新移民華語文網路學習需求 

此部分分為四個小範圍 

（一）新移民電腦使用熟悉度 

（二）新移民華語網路學習的需求 

（三）新移民華語網路課程內容學習需求 

（四）新移民華語網路課程上課形式 

(一) 新移民電腦使用熟悉度 

 1. 哪些多媒體資源是新移民學習華語（國語）時會利用的方法？（複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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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四-1 說明新移民運用平面媒體、網路媒體、廣播媒體及電視媒體在

華語學習策略的比例，詳細如下： 

  

圖四-1 新移民學華語運用的多媒體資源 

從圖四-1 得知，新移民華語文學習運用多媒體為華語學習策略的前三

大為電視佔 31%，接著是平面媒體報紙、雜誌佔 29%、接著是網際網路 27%。

結果顯示新移民對多媒體學習的接受度相當高。 

2.新移民上網尋找資料的次數為何？ 

 圖四-2 說明新移民運用國際網路查詢資料的比例。隨著科技發展電腦

網路越來越普遍，通過國際網路不僅可以查詢資料還可以看電影、交友等

活動，也可以通過網路學習更多知識。通過國際網路查詢資料的習慣，是

對線上華語教學課程一個正面的因素。 

 
圖四-2 新移民上網查詢資料次數 

圖四-2 結果顯示，在用國際網路查詢資料方面有 62%新移民每天都用

國際網路查詢資料，17%每周至少一次上網查詢。因此大部分新移民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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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電腦之經驗，可以通過這個管道進行華語文網路教學。 

3.新移民使網路語言為何？（複選） 

 

圖四-3 新移民使用網路語言 

從圖四-3 研究結果顯示，大部分新移民使用網路語言為中文佔 54%、

其次為母語 35%、英語 8%、其他語言 4%。顯示大部分新移民都能使用簡

單的中文查詢資料。 

4.新移民對不同語言電腦字幕的熟悉度。 

表四-15 新移民對電腦的熟悉度 

項目 非常不熟悉 不熟悉 普通 熟悉 非常熟悉 均 

數 

標準

差 分數 1 2 3 4 5 

題 6：中文字

幕的電腦 

2 2 20 44 34 4.04 0.88 

百分比 2% 2% 20% 43% 33% 

題 7： 母語

字幕的電腦 

2 2 18 32 50 4.21 0.93 

百分比 2% 2% 17% 31% 48% 

題 8：英語字

幕的電腦 

8 18 36 22 20 3.27 1.18 

百分比 8% 17% 35% 21% 19% 

題 9：使用中

文字查詢 

非常不容易 

4 

不容易 

2 

普通 

14 

容易 

54 

非常容易 

28 

 

3.98 

 

0.92 

百分比 4% 2% 14% 53% 27% 

 大多數新移民認為看中文字幕電腦熟悉的有 44 份問卷佔 43%，其次為

非常熟悉 34 份問卷佔 33%，這結果跟使用中文查詢有密切關係，對中文

0

20

40

60

80

100

中文 母語 英語 其他 

百分比 54% 35% 8% 4%

人數 84 54 12 6

人
數

 
網路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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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幕熟悉度越高使用中文來查詢越容易。有 54 份問卷佔 53%認為用中文

查詢是容易 28 份問卷佔 27%認為非常容易。 

 從均數結果得知新移民覺得最熟悉是用母語字幕的均數為 4.21，中文

字幕的均數為 4.04。最後是英文字幕的均數為 3.27。從熟悉度來看，新移

民對中文字幕電腦與母語字幕電腦的均數差異不大，但這不代表全部中文

字義都了解，因此最好的教學設計是同時具有中文及母語字幕的教學平

台。 

(二) 新移民華語網路的學習需求 

 1.對新移民華語文教學網站的需求如何？ 

表四-16 建立新移民華語文網站需求 

項目 非常不

需要 

不需

要 

普

通 

需

要 

非常

需要 

百分

比 

均

數 

標準

差 

分數 1 2 3 4 5 

題 4：建立網

站需求 

0 0 10 40 54  

 

4.42 0.66 

百分比 0% 0% 10% 38% 52% 100% 

題 5： 附聲

音檔，影片 

0 0 6 46 52  4.44 0.6 

百分比 0% 0% 6% 44% 50% 100% 

從表四-16建立新移民華語文網站需求問卷結果得知，有高達 54 人佔

52%認為非常需要，其次為 40 人佔 38%覺得需要。 

在教學網站附加聲音檔、影片檔，有 52 人佔 50%認為非常需要，46 人佔

44%覺得需要。 

 研究結果顯示新移民對專門為新移民建立華語文教學網站的需求非常

高，一方面是網站的便利性、可彈性的學習。 

2.新移民希望學習的網路課程為何？ 

表四-17 新移民希望學習網路課程的拼音-注音教學選擇及語言輔助教學 

項目 非常不希望 不希望 普通 希望 非常希望 均數 標準

差 分數 1 2 3 4 5 

漢語拼音 2 2 30 34 30 3.9 0.93 

拼音百分比 2% 2% 31% 35% 31% 

漢語注音 4 2 22 38 32 3.94 1 

注音百分比 4% 2% 22% 39%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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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及注音 4 0 28 36 30 3.9 0.97 

拼及注音百分比 4% 0% 29% 37% 31% 

生詞、語法註解

為英文 

12 12 28 30 14 3.23 1.21 

註解為英文百分

比 
13% 13% 29% 31% 15% 

生詞、語法註解

為中文 

6 0 28 38 28 3.82 1.03 

註解為中文百分

比 
6% 0% 28% 38% 28% 

生詞、語法註解

為母語 

4 4 26 32 34 3.88 1.05 

註解為母語百分

比 
4% 4% 26% 32% 34% 

 從表四-17 得知有 38 份問卷佔 39%表示希望用注音符號來標示課文，

36 份問卷佔 37%希望同時標示漢語拼音及注音。 

34 份問卷佔 34%非常希望用母語來解釋語法及生詞，32 份佔 32%希望

用母語解釋語法及生詞。 

 從均數結果得知，新移民最希望是用漢語注音來進行教學 3.94，其次

為結合注音拼音教學均數為 3.9 及拼音教學均數為 3.9。 

 在用什麼語言來註解課文中的生詞及語法，從均數結果得知新移民最

希望用母語來註解課文中的生詞及語法均數為 3.88，其次是用中文來註解

均數為 3.82，最後是用英文註解 3.23。這也反映新移民對母語的依賴，母

語是新移民已知的語言，通過母語解釋語法及生詞可減經她們的學習負

擔。 

(三) 新移民華語網路課程內容學習需求 

 1.新移民學習難點為何？（開放式提問） 

發音方面，表示華語一聲及四聲不好發音各有3份問卷表示學習困難。

其次為 2 聲及 3 聲各佔 2 份問卷。覺得中文聲調都很難有 1 份問卷。 

ㄦ、ㄅ、ㄇ、ㄈ、ㄑ、ㄒ、ㄩ各有 1 人表示難學 

ㄓ、ㄘ各有 8 人表示難學 

ㄔ有 10 人表示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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ㄕ有 7 人表示難學 

ㄙ有 5 人表示難學 

1 人表示分不出捲舌與不捲舌。 

5 個人表示華語發音系統都很難。 

3 份問卷表示無法聽懂不同人的聲音（如外國人或中國人講華語） 

 從問卷結果得知新移民在發音學習難點，很多表示在ㄓ、ㄕ、ㄙ、ㄘ

發音。雖然進行開放回答的問卷仍在少數，但以上的結果跟林玲英（2005），

陳心怡（2007），蔡整莹、曹文（2002），葉玲伶（2011），曾金金（1999）

針對新移民及外籍學生進行語音偏誤研究有雷同之處，都表示學習者在一

聲及四聲學習困難，容易產生偏誤，在學習華語發音ㄓ、ㄕ、ㄙ、ㄘ仍然

是新移民學習者難以克服的學習難點。 

 在漢字書寫選項有 17 份問卷表示漢字筆劃太多難以學習，10 份問卷

坦承寫不出來，覺得漢字很難，2 份問卷覺得對漢字部件不了解。 

 在詞彙方面：對同義詞、同音不同義詞共有 3 份問卷表示困難，覺得

新詞彙很難有 3 份問卷，1 份問卷表示不了解成語的含意。 

 在說話者的速度：有 7 份問卷表示如說話者速度太快就無法聽懂。 

以上問卷結果回答量仍在少數，但也從中得知學習者對於中文最難是發音

及漢字這兩個部分。 

 2.課文內容需求為何？（複選） 

表四-18 課程內容需求 

項目 勾選人數 百分比 

生 

活 

會 

話 

 

家庭生活會話 48 15% 

市場、超市、賣場用的生活會話 46 15% 

醫院場所會話 50 16% 

和小孩的老師會話 42 13% 

和公司老闆、負責人、同事會話 38 12% 

與客人溝通 30 10% 

和辦事單位人員會話（移民署、民政局、社

會局等） 

46 15% 

其他 12 4% 

閱讀 

 

閱讀教科書裡的字 40 30% 

閱讀教科書裡的詞彙 4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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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孩子 

有關 

 

 

 

 

 

 

跟家庭

生活有

關 

 

辦手續

有關 

 

 

 

戶外生

活有關 

 

閱讀教科書裡的短文、篇章 52 39% 

其他 0 0% 

孕婦健康手冊 34 16% 

兒童健康手冊 30 14% 

小孩聯絡簿 38 17% 

小孩學習成績單 26 12% 

學校通知單 32 15% 

小孩教科書 42 19% 

其他 16 7% 

水電、瓦斯、電話費帳單 42 28% 

報紙 ，雜誌 58 38% 

中文信件 40 26% 

其他 12 8% 

各局處表格、DM 42 25% 

移民署表格、DM 40 24% 

法律 50 30% 

醫院表格、藥單等 34 20% 

其他 0 0% 

捷運路線、買票 58 40% 

路上交通號誌 34 23% 

搭乘公車 34 23% 

其他 20 14% 

寫作 

 

 

 

寫單字 24 10% 

寫詞彙 40 16% 

寫短句 30 12% 

寫便條 20 8% 

寫信件 42 17% 

填寫兒童健康手冊 18 7% 

填寫聯絡簿 18 7% 

填寫各局處表格 28 11% 

填寫移民署表格 20 8% 

其他 6 2% 

 在生活會話方面，新移民想要學習華語文口語需求，最高的需求是醫

院場所會話有 50 人佔 16%，其次為家庭生活會話 48 人佔 15%，第三排序

為市場、超市、賣場用的生活會話有 46 人佔 15%及和辦事單位人員會話

（移民署、民政局、社會局等）有 46 佔 15%，第四是和小孩的老師會話

有 42 人佔 13%、第五和公司老闆、負責人、同事會話有 38 人佔 12%，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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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與客人溝通有 30 佔 10%，最後是其他有 12 佔 4%。 

 在閱讀方面 

需求在閱讀短文佔 39%，閱讀字為 30%、閱讀詞彙佔 31%。 

 跟孩子有關需要閱讀的文件，最高的需求在看得懂孩子的教科書佔

19%，其次為閱讀孩子的聯絡簿佔 17%，接著是孕婦手冊 16%，孩子學校

通知單 15%，這跟新移民在家庭角色是孩子的主要照顧者，需要關心孩子

的課業、學校生活有關。 

 跟生活有關需要閱讀的文件，最高的需求是看得懂報紙雜誌佔 38%，

其次是能看得懂電費、瓦斯費等費用帳單佔28%，接著是中文信件佔 26%。 

 辦各項手續需要閱讀的文件，最高需求在能看得懂法律條文佔 30%，

其次為各局處的表格 DM佔 25%，接著是移民署表格 DM佔 24%，醫院表格、

藥單等 20%。 

 跟戶外生活有關，能看得懂捷運路線、買票流程佔比例最高 40%，其

次為看得懂路上交通號誌及看得懂搭乘公車路線各佔 23%。 

 在寫作困難方面，覺得寫中文信件比較困難需要學習的佔比例最高

17%，其次為寫新詞彙的學習需求佔 16%，接著寫短句 12%，填寫各局處

表格 11%。 

 從以上的結果顯示新移民華語學習需求圍繞生活有關的議題。如生活

會話，家庭還是新移民主要進行生活會話場所。閱讀困難方面最高比例在

看得懂法律條文，各局處及移民署表格 DM。希望可教導孩子，看得懂孩子

的教科書也是新移民期待能做到。 

3.新移民覺得需要培養哪些華語技能？ 

表四-19 新移民需要培養華語聽、說、讀、寫能力 

技能項目 非常不需要 不需要 普通 需要 非常需要 均數 

 

標準差 

分數 1 2 3 4 5 

1 聽力 6 4 26 32 26 3.72 1.11 

2 會話 6 4 24 36 24 3.72 1.09 

3 閱讀 6 2 18 34 34 3.94 1.1 

4 寫作 6 4 8 44 34 4 1.08 

5 發音 6 4 24 34 26 3.74 1.1 

6 寫漢字 4 2 22 28 38 4 1.05 

 從表四-19 得知新移民需要培養華語技能主要是寫漢字，有 38 份問卷

認為學會寫漢字非常重要，36份問卷認為能與人溝通、進行會話是重要的，

對培養寫作與閱讀各有 34 份問卷表示非常重要也是佔相當高的比例。 

從均數結果得知最需要培養的技能為寫作及寫漢字各均數為 4，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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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閱讀均數為 3.94，接著是發音均數為 3.74，最後是聽力與會話各 3.72。 

(四) 新移民華語網路課程上課形式 

1.新移民想用什麼方式來學華語（國語）？（複選） 

表四-20 新移民想要學習華語的方式（地點） 

上學地點 勾選人數 百分比 

網路線上免費學習 
78 38% 

到學校免費學習 
70 34% 

到社區大學學習 
18 9% 

到新移民會館學習 
20 10% 

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學習 
10 5% 

其他 
12 6% 

 想用網路線上免費學習人數最高有 78 人佔 38%，其次為到學校免費學

習有 70 人勾選佔 34%。 

 以上的結果顯示，新移民非常期待可以通過網路進行華語免費學習，

主要的原因跟網路學習的彈性較大有關。 

2.對於網路同步與非同步學習需求為何？ 

 

圖四-4 新移民同步與非同步網路課程學習需求 

從圖四-4問卷結果得知有 42份問卷佔 41%表示希望可跟老師同步上線

進行華語文學習，其次為 34人佔 33%希望結合同步與非同步課程上課模式。

總言之，新移民對華語文網路學習上課形式需求相當多元。但由於成本與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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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考量，目前新移民華語文學習網主要還是用非同步教學方式，如泰山

中心的「陪你快樂學中文，中文變得好簡單」的教學平台以及來去華語協

會所建設的「來去華語一百句」。 

四、小結 

(一) 第一部分新移民背景資料問卷結果如下： 

在 104 份問卷調查中，有 96.15%為女性新移民、男性新移民僅有 3.85% 

 大部分新移民母語為越南語佔 48.08%，其次為印尼語佔 32.69%，接

著是泰語佔 13.46%。 

新移民主要工作為家庭主婦佔 30.77%、其他行業排名第二佔 28.85%、

接著是服務業 17.31%、學生 13.46%、翻譯或老師 9.62%，顯示目前有工

作的新移民占相當高的比例，但大多數新移民表示工作不穩定、上班時間

太短。 

 有 30.77% 新移民在就讀華語課程，曾參加過華語課程的有 53.85%，

佔相當高的比例。而參加華語課程主要目的排序第一為「可以教孩子看書」

佔 18%，跟目前新移民主要工作為家庭主婦有密切關係。其次為「可與人

溝通」佔 17%，因為「工作需要」佔 16%及「希望找到更好的工作」佔 15%，

顯示除了為家庭及溝通需要外，新移民可望通過華語學習滿足工作需求或

找到更好的工作。 

 新移民參加華語課程上課地點，若不算「其他」，主要為「國中補校」

佔 20%，其次為「高中補校」佔 19%，接著是「國小補校」佔 16%，「新

移民會館」及「社區大學」各佔 7%，「新移民中心」及「新移民家庭中心」

只佔少數比例。因新移民參與華語課程地點為「國小補校」因此曾使用「國

小課本」的新移民佔 24%最高、其次是「國中課本」14%、接著是「高中課

本」13%，使用教育部設計的「成人基本識字教材」8%及新北市教育局為

新移民設計的「新住民基本學習教材」9%仍佔少數。 

 大多數新移民都參加「補校」課程佔 50%，總上課長度含「補校」等

課程加起來大多數在「1-3年」時間的佔 26.92%，其次為「4-6年」佔 21.15%，

「7-9 年」只佔 9.62%，累積參加「10-12 年」課程時間仍在少數。 

(二) 第二部分問卷結果如下： 

1.新移民電腦使用熟悉度 

學習華語文運用多媒體為學習策略者的前三大為「電視」佔 31%、其

次為「平面媒體報紙、雜誌」佔 29%、接著是「網際網路」27%。 

大部分新移民都有使用電腦之經驗，在用國際網路查詢資料方面有

62%新移民每天都用國際網路查詢資料，17%每周至少上網一次。而網路

語言主要為中文佔 54%、其次為母語 35%、英語 8%、其他語言 4%。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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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新移民都能使用簡單的中文查詢資料。加上大多數新移民認為看中

文字幕電腦＂熟悉＂的有 43%，其次為非常熟悉佔 33%，這結果跟使用中

文查詢有密切關係，對中文字幕熟悉度越高使用中文來查詢越容易。有 53%

認為用中文查詢是容易的，有 27%認為非常容易。 

 從均數結果得知新移民覺得最熟悉是用母語字幕的均數為 4.21，其次

為中文字幕的均數為 4.04。最後是英文字幕的均數為 3.27。 

2.新移民華語文網路學習需求 

在建立新移民華語文網站需求方面，有高達 52%新移民認為「非常需

要」，其次為 38%覺得「需要」建立新移民華語文網站。 

在教學網站附加聲音檔、影片檔方面，有 50%新移民認為「非常需要」，

44%覺得「需要」附加聲音檔。 

 從均數結果得知，新移民最希望是用「漢語注音」來進行教學 3.94，

其次為「結合注音、拼音教學」均數為 3.9 及「拼音教學」均數為 3.9。 

從均數結果得知新移民最希望用「母語」來註解課文中的生詞及語法

均數為 3.88，高於用「中文」來註解生詞及語法均數 3.82，最後是用「英

文」註解 3.23。這也反映出新移民對母語的依賴，母語是新移民已知的語

言，通過母語解釋語法及生詞，可減經她們的學習負擔。 

3.新移民華語網路課程內容的學習需求 

3.1在生活會話方面 

新移民想要學習華語文口語會話需求方面，最高的需求是「醫院」場

所會話佔 16%，其次為「家庭生活」會話佔 15%，第三排序為「市場、超

市、賣場」用的生活會話佔 15%及和「辦事單位人員」會話（移民署、民

政局、社會局等）佔 15%，第四是「和小孩的老師」會話佔 13%，第五「和

公司老闆、負責人、同事」會話佔 12%，第六與「客人溝通」佔 10%，最

後是「其他」佔 4%。 

 3.2在閱讀方面需求 

「閱讀短文」佔 39%，「閱讀字」為 30%、「閱讀詞彙」佔 31%。 

 跟孩子有關需要閱讀的文件，最高的需求在「看得懂孩子的教科書」

佔 19%，其次為「閱讀孩子的聯絡簿」佔 17%，接著是「孕婦手冊」16%，

「孩子學校通知單」15%，這跟新移民在家庭角色是孩子的主要照顧者，

需要關心孩子的課業、學校生活有關。 

 跟生活有關需要閱讀的文件，最高的需求是看得懂「報紙雜誌」佔 38%，

其次是能看得懂「電費、瓦斯費」等費用帳單佔 28%，接著是「中文信件」

佔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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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各項手續需要閱讀的文件，最高需求在能看得懂「法律條文」佔 30%，

其次為「各局處的表格 DM」佔 25%，接著是「移民署表格 DM」佔 24%，

「醫院表格、藥單」等 20%。 

 跟戶外生活有關，能看得懂「捷運路線」、「買票流程」佔比例最高 40%，

其次為看得懂「路上交通號誌」及看得懂「搭乘公車路線」各佔 23%。 

 3.3在寫作困難方面 

覺得寫「中文信件」比較困難需要學習的佔比例最高 17%，其次為「寫

「新詞彙」的學習需求佔 16%，接著寫「短句」12%，填寫「各局處表格」

11%。 

3.4在培養聽、說、讀、寫、漢字、發音學習需求方面 

從均數結果得知最需要培養的技能為「寫作」及「寫漢字」各均數為

4，其次為「閱讀」均數為 3.94，接著是「發音」均數為 3.74，最後是「聽

力」與「會話」各 3.72。 

3.5從問卷結果分析需求，歸納出新移民華語學習網主題單元內容如

下： 

第一單元：生活會話，主要會話場景為醫院、家庭、學校、購物場所、

辦事單位，公司與工作，交通。 

第二單元：閱讀，主題是學校、家庭、辦事單位、醫院。 

第三單元：寫作，主題是醫院、學校、各局處、工作、其他。 

漢字，依問卷結果得知新移民針對漢字的筆劃太多、難以記憶，因此

課程思考的方向為按照教育部 1680 個漢字內容分析加以安排。教學重點

集中在課文中的漢字、常用部首漢字、形近漢字、同音不同義的漢字。 

發音，因僅有少數問卷進行回答，將來課程的思考方向為：同一個文

本設計不同速度的語音、不同聲音的語音、聲調、捲舌音與不捲舌音、送

氣與不送氣等。 

此外依問卷結果分析，在聽、說、讀、寫技能訓練需求方面，華語寫

作是新移民學習者目前最需要的技能。然而調查範圍僅在新移民生活上必

須接觸填寫的文本內容，未進一步調查新移民對其他方面的華語寫作，因

此文章的寫作及文章的種類將視為之後的研究範圍。 

4.新移民華語網路課程上課形式 

 有 41%表示希望可跟老師「同步」上線進行華語文學習，有 33%希望

結合「同步」與「非同步」上課模式。總的來說，新移民對華語文網路學

習上課形式需求相當多元。但由於成本與人力考量，目前新移民華語學習

網主要還是用非同步教學方式，如泰山中心的「陪你快樂學中文，中文變

得好簡單」的教學平台以及來去華語協會所建設的「來去華語一百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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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新移民網路平台課程評析 

在進行新移民華語文網路設計之前，擬就目前使用的新移民華語文教

學平台、數位教材進行評估、分析，了解其特色與缺失，以做為之後發展

以第二語言教學理論為指導建立的新移民華語文教學平台參考之用。 

研究者針對網站架構、頁面設計、課程學習內容、課程大綱或教學建議進

行總體評析。 

一、「新住民快樂學中文，中文變得好簡單」內容評析 

(一) 網站架構 

網址：http：//www.vtu.nat.gov.tw/fileimage/uploadFile/ePaper/184/zip/index.htm 

由中文編排，主要內容包括四個層面 

1.工作就業：辦公室、餐飲服務、工廠、居家照顧、求職、美髮美體服務。 

2.法律常識：勞工權利、居留、婦幼保護。 

3.生活資訊：食、衣、住、行、育、樂。 

4.教養資源、社會津貼、社會求助、其他。 

(二) 頁面設計 

 分成四個區塊 

1.課程區：顯示每個學習單元包含幾個課文，用越南語、印尼語、泰語、

英文呈現。 

2.課文區：用一個句子呈現方式。 

3.練習選單區：共有六種練習，對話練習、詞語練習、語音練習、漢字練

習、小試身手、進階學習。 

4.顯示拼音方式及語言區：可以選擇取消或顯示注音、拼音及翻譯。 

 

圖四-5 新住民快樂學中文，中文變得好簡單 內頁設計 

圖片來源 http：//lms.vtu.nat.gov.tw/cltcms/play-index-home.do？

itemid=42247&TCMSCLASSID=4429 

(三) 課程學習內容： 

1.教學平台共有 100 篇課文、100 個主要句子 

http://www.vtu.nat.gov.tw/fileimage/uploadFile/ePaper/184/zip/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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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標題及課文的主要句子，以動畫呈現方式 

3.在練習選單部分主要內容如下： 

情境動畫：內含一到兩句情境會話。 

句型練習：列出比較常用的句子。 

詞語練習：練習主要詞彙。 

語音練習：選擇發音正確的句子。 

漢字練習：用滑鼠拖曳部首、部件到正確的位置。 

小身試手：語音區分不同的發音。 

進階學習：延伸詞彙常用句子。主要學習 100 個句子詳如下表： 

表四-21 新住民快樂學中文、中文變得好簡單 100 句內容分配 

工作就業 辦公室 餐飲服務 工廠 居家

照顧 

求職 美容 

美體 

主題句 5 句 8 句 5 句 3 句 7 句 4 句 

序號 1~5 6~13 14~18 19~21 22~28 29~32 

法律常識 勞工權利 居留 婦幼保護 - - - 

主題句 6 句 3 句 4 句 - - - 

序號 33~38 39~41 42~45 - - - 

生活資訊 食 衣 住 行 育 樂 

主題句 5 句 4 句 5 句 7 句 4 句 6 句 

序號 46~50 51~54 55~59 60~66 67~70 71~76 

社會資源 就醫 就業 就學 就養 保險 津貼 求助 其他 

主題句 5 句 5 句 4 句 3 句 3 句 2 句 1 句 1 句 

序號 77~81 82~86 87~90 91~93 94~96 97~98 99 100 

由表四-20 結果得知，依序由就業方面共 32 句占比例最高其次為生活

資訊 31 句接著是社會資源 24 句、最後是法律常識共 13 句。 

(四) 課程大綱設計 

每課課程設計大綱形式相同，以下由泰山職業訓練中心提供的教學大

綱，以第一課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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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22 新住民快樂學中文、中文變得好簡單 第一課：課程大綱 

課

程

簡

介 

主要句型：他目前不在位子上，請問您哪

裡找？ 

主要詞語：目前、位子、請問 

課程時數：6 分鐘 

學習時數：20 分鐘 

學習目標： 

1.學習者能正確地運用「請問」的句型。 

2.學習者能從句子中認識「目前」和「請

問」的使用規範。 

3.學習者能視讀與組合出「位」和「找」

兩字。 

4.學習者能從句子聽辨出正確的聲調與

句調。 

 
 

情

境

動

畫 

他目前不在位子上，請問您哪裡找？ 

他目前不在位子上，請問您哪裡找？注音 

Tā mùqián búzài wèizi shàng, qǐngwèn nín 

nǎlǐ zhǎo？拼音 

 

句

型

練

習 

喂，請問王先生在嗎？（加注音、拼音） 

他目前不在位子上，請問您哪裡找？（加

注音、拼音） 

 

詞

語

練

習 

目前：他目前不在位子上，請問您哪裡

找？ 

請問：請問您是哪位？ 

位子：這是我的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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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音

練

習 

請選出你聽到的答案。 

mùqián－mǔqiàn 

wěizi－wèizi 

qǐngwèn－qīngwèn 

 

漢

字 

聽聽看，組成正確的漢字 

 

選

項

1 

選

項

2 

選

項

3 

選

項

4 

選 

項 

5 

亻 扌 立 戈 大 

亻 扌 立 戈 大 

小

身

試

手 

請選出你聽到的句子。 

 

選項 1 選項 2 

他目前不在位

子上。 

他現在不在位子上。 

wéizi wèizi 

進

階

學

習 

延伸詞彙：留話 

他在開會，需要幫您留話嗎？（加注音、

拼音） 

 

資料來源：整理於泰山職業訓練中心提供的課程大綱 

(五) 「新住民快樂學中文、中文變得好簡單」教學平台的特色 

1.內容豐富，設計精美，跟新移民就業、工作領域相關的華語文教學佔相

當高的比例，適合中心的教學目標。 

2.用動畫呈現學習內容相當活發、實用。 

3.課程大綱清楚呈現學習時間與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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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練習有詞彙、語音、句子、漢字的練習，重視語音聽力練習。 

(六) 「新住民快樂學中文、中文變得好簡單」教學平台的缺點 

1.平台上的課文，僅一句呈現，缺乏會話實際情境。 

2.無法訓練讀寫部分。 

3.詞彙練習僅有詞彙放在例句給學習看，但無實際進行練習，譬如要求學習者用  

此詞彙進行造句或擴展成其他的句子。 

4.句子練習同樣只有句子例子沒附加語法歸納解釋。 

5.前後句子難易度銜接，練習部分有時跟句子主題無關。 

二、「來去華語100句」內容評析 

(一) 來去華語100句網站架構 

 網址： http：//www.lqhtaiwan.com.tw/course.php？unit=unit01 

來去華語 100句內容按照學習需求主題調查結果來安排網站架構，內

容共 14 主題，其中電腦與網路主題未安排課文。其他主題是飲食健康、

多元社會、自主學習、就業說明、觀光景點、生活禮儀、親子教養、人際

互動、就業環境、民間習俗、購物方法、就業知識、學校系統、權利義務、

申請證件、文學閱讀、購買活動。（鍾鎮城，2010：110） 

(二) 來去華語100句網站頁面設計 

1.課文區：一個句子呈現，僅呈現中文、注音、拼音。 

2.練習選單區：共有五種練習，情境動畫、詞語練習、語音練習、漢

字練習、小試身手。 

3.顯示拼音方式區：可以選取顯示注音或拼音方式。 

 

圖四-6來去華語 100 句網站頁面設計圖 

圖片來源 http：//www.lqhtaiwan.com.tw/course_inner.php？

indexpage=unit-01/index.html&unit=unit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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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課程學習內容 

1.教學平台共有 100 個句子 

2.以動畫呈現方式 

3.在練習選單部分主要內容如下： 

情境動畫：內含一句情境動畫。 

句型練習：列出本課相同的句子。 

詞語練習：練習主要詞彙。 

語音練習：選擇發音正確的句子。 

漢字練習：選擇正確的字。 

小身試手：語音區分不同的發音。 

主要學習 100 個句子詳如表四-23 

表四-23 來去華語 100句內容分配 

排序 主題 教材中的句數設定 

1 電腦與網路 0 

2 飲食健康 7 

3 多元社會 7 

4 

 

自主學習 7 

就業說明 7 

5 觀光景點 6 

6 生活禮儀 6 

7 親子教養 6 

8 人際互動 6 

9 就業環境 6 

10 民間習俗 6 

購物方法 6 

11 就業知識 5 

12 學校系統 5 

13 權利義務 5 

14 申請文件 5 

文學閱讀 5 

購買活動 5 

資料來源：整理自鍾鎮城（2010：101） 

(四) 課程大綱設計 

這個部分在採訪過程中，鍾教授說來去華語 100 句數位教材沒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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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大綱，只提供教學建議。筆者實際進行查看「來去華語 100 句數位教

材的教學建議」基本上每一單元教學建議基本架構相同，以第一個單元為

例來呈現。 

表四-24 來去 100 句課程基本架構 

課

程

簡

介 

1.學習能正確的使用「是」字句形。 

2.學習者能從句中認識「運動」和「媽

媽」兩個詞語使用規則。 

3.學習者能辦別出「ㄩ（u）」和「ㄇ m」

兩音。 

4.學習者能能認識與組合「媽」和「動」

兩個字。 

5.學習者能從句子聽辦出規範的聲調

與句調。 

 

情

境

動

畫 

我是愛運動的媽媽。 

我是愛運動的媽媽。（注音） 

wǒ shì ài yùn dòng de mā ma  

 

句

型

練

習 

我是愛運動的媽媽。 

我是愛跑步的爸爸。 

她是愛跳舞的女孩。 

（共三個句子，並附上注音、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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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

語

練

習 

1.媽媽：媽媽每天游泳半個小時。 

2.運動：游泳是我最喜歡的運動。 

 

 

語

音

練

習 

聽聽看選出正確的答案 

ㄞ  ㄞˋ  

āi  ài  

 

漢

字 

練

習 

聽聽看，組成正確的答案。 

 

選項１：媽 

選項２：  

選項３：  

小

身

試

手 

聽聽看選出正確的答案 

 

選項 1 選項 2 

我是愛運動的

媽媽。 

我是愛運動的媽媽。 

shì  sī  

資料來源：http：//www.lqhtaiwan.com.tw/course.php？unit=unit01 

(五) 教學平台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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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內容豐富，設計精美，跟新移民相關領域的華語文設計內容 

2.用動畫呈現學習內容相當活發（共有 10個動畫）。 

3.課程大綱清楚呈現學習內容。 

4.練習有詞彙、語音、句子、漢字的練習，重視語音聽力練習。 

5.句型練習：清楚歸納本課的句型。 

(六) 來去華語100句教學平台的缺點。 

1.平台上的課文，僅一句呈現，缺乏會話實際情境。 

2.無翻譯輔助。 

3.無練習讀寫部分 

4.句型練習雖然清楚歸納本課的句型，但無語法解釋。針對自學學習者比

較困難理解。 

5.詞語練習僅有詞語舉例放在句中，無直接要求學習者進行練習。譬如要

求學習者用此詞彙進行造句或擴展成其他的句子。 

三、U.S.A.Learns 網站內容評析 

(一) U.S.A.Learns網站架構 

網址： http：//www.usalearns.org/ 

由英文編排，主要內容按照英語程度安排課程學習單元包括三個英語程度 

1.Beginning English skill 初級英語技能有 20篇課文 

2.Low-intermediate English skills低中級英語技能有 5個主題 20篇課文。 

3.Intermediate reading skills 中級閱讀技巧有 11 個主題共 48 個故事 

表四-25 U.S.A.Learns 課程內容分配 

Beginning English skill 

Unit 1： First English 

Class 

Unit 2： In the 

Classroom 

Unit 3： Numbers 

Unit 4： Around the 

Clock 

Unit 5： The Calendar 

Unit 6： Places to Go 

Unit 7： Countries & 

Nationalities 

Unit 8： Celebrations 

Unit 9： Family 

Low-intermediate English 

skills 

1.Workers and the 

Workplace 

unit1： Job and Career 

Advancement 

unit2： On the Job Health 

and Safety 

unit3： Support Systems 

for Injured Workers 

unit4： Supervisors and 

Teamwork 

 

2.Housing and Family 

Intermediate reading skills 

1.Family 

story1： Community 

Rebuilds Playground 

story2： Fire Safety 

story3： Historic Letters Get 

Responses 

story4： Parents Can Get 

Hel 

story5： Seven-Year-Old 

Boy Sets Swimming Record 

story6： Couple Adopts 

Children 

2.Going Places 

http://www.usalearn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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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10： School 

Unit 11： Clothes and 

Colors 

Unit 12： Money and 

Shopping  

Unit 13： Places in the 

Neighborhood 

Unit 14： Food 

Unit 15： The Body 

Unit 16： Doctors and 

Medicine 

Unit 17： Finding a 

New Home 

Unit 18： Furniture and 

Appliances 

Unit 19： 

Transportation 

Unit 20： Recreation 

and Weather 

Life 

unit5： Managing Family 

Life 

unit6： Using Information 

Services 

unit7： Accessing Services 

unit8： Men's Changing 

Roles 

3.Taxes, Law, and 

Community Issues 

unit9： Dealing with Taxes 

unit10： Dealing with the 

Law 

unit11： Discussing 

Community Issues 

unit12： Civic 

Participation 

4.Parenting and 

Workplace Roles 

unit13： Paren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unit14： Women's 

Changing Roles 

unit15： Women's Work 

Issues 

16： Women in 

Non-Traditional Roles 

5.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unit17： Accessing 

Learning Opportunities 

unit18： Involvement in 

Children's Education 

unit19： Transferring 

Professional Degrees 

unit20： Learning to Learn 

story1： Air Rage 

story2： Golden Gate 

Birthday  

story3： High Seas 

story4： Sensible Driving 

Can Save Fuel 

3.Health and Safety 

story 1： Alzheimer's 

Disease 

story 2： Body Scan 

story 3： Cell Phone Safety 

story 4： Governor Wants 

Kids to Eat Healthy 

story 5： Kid Safety 

story 6： Poison Proof Your 

Home 

story 7： Skin Cancer 

story 8： Smokers Have 

New Way to Quit 

story 9： The Dangers of 

Fireworks 

4.Housing 

story1： Renters' Rights 

5.Law and Government 

story1： Officers May Be 

Required to Work Out 

6.Money  

story1： Alaskan Oil Spill 

story 2： Earthquake Could 

be Worse than Hurricane 

story 3： Lost Whales 

story 4： Save the Forest 

story 5： Tuna and Dolphins 

story 6： Volcano By The 

Sea 

7.Nature 

story 1： Alaskan Oil Spill 

story 2： Earthquake C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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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Worse than Hurricane  

story 3： Lost Whales 

story 4： Save the Forest 

story 5： Tuna and Dolphins 

story 6： Volcano By The 

Sea 

8.School 

story 1： Dogs Help 

Children Become Better 

Readers  

story 2： Fun Reading Show 

story 3： Kids' Café 

story 4： Students and 

Satellites 

story 5： Computers in the 

Classroom 

9.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ory 1： Biosphere 

story 2： Computer Virus 

story 3： Film Made About 

UFO's 

story 4： Google It! 

story 5： T-Rex 

10.Services 

story1： 911 Calls 

story2： Free Food for Kids 

11.Working 

story1： Looking for a Job 

story2： W-4 Form 

story3： Team Player 

 

(二) .U.S.A.Learns課程大綱教學內容以第一課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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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26 Beginning English skill-Unit 1： First English Class 

Introduction 

& 

Vocabulary 

簡介及詞彙 

 

 

 

 

 

 

 

 

 

 

Unit Introduction 活動簡介 

1.Welcome! 

1.Hello! Welcome to the First Course 

English Class. 

This is Silvie Marquez. Ms. Marquez is 

your English Teacher. 

Have fun with Ms. Marquez and the 

other students in the English class. 

Click Next to continue. 

2.Learning Goals  

 

 

 

1.In this unit you will learn 

classroom directions. 

the letters of the alphabet. 

how to introduce yourself. 

how to write your name on a form. 

3.Meet Miguel 

 

 

 

 

3.1.出現一個咖啡廳場景

Miguel 在那工作。然後出現

一段客人對 Miguel 講話…

（影片檔） 

3.2. Miguel與老闆再一起地

場景 

（圖與聲音檔） 

This is Miguel Morales. 

Miguel works at a café. 

He is from Mexico. 

Miguel speaks a little English. 

Miguel does not understand. 

 

 

 

Ryan is Miguel's boss. 

Ryan says, "Please learn more English." 

Classroom Directions 

 

 

 

介紹 

Miguel is at the adult school. 

He is in English class. 

He is learning new English words. 

Click Next to learn new English words. 

1.Learn New Words 

學習新單字 

 

ask,listen,point,read,say,spell,type, 

watch,write 

（圖與聲音檔）共 9個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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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eaning Match 

Click the word that matches 

the picture 點擊與圖片吻合

的單詞 

 

1.1出現一個圖 

1.2出現一個圖 

1.3出現一個圖 

1.4出現一個圖 

1.5出現一個圖 

1.6出現一個圖 

1.7出現一個圖 

1.8出現一個圖 

1.9出現一個圖 

（一個頁面 1個圖檔）共 9 個頁面 

在這個練習中出現一個圖片有四個選

項，學習者必須了解詞義才能與圖片

連結可以培養閱讀能力。 

 

1.1 四個選項 write,watch,type,read 

1.2 四個選項 write,type,point,ask 

1.3 四個選項 spell, say, listen,ask 

1.4 四個選項 spell,say,read,listen 

1.5 四個選項 write,say,read,ask 

1.6 四個選項 type,point, listen, ask 

1.7 四個選項 type,point, listen, ask 

1.8 四個選項 watch,type,listen, ask 

1.9 四個選項 type,spell, point, listen 

3.Listening Match  

Click Listen. Choose the 

matching picture. Then click 

Check 點擊收聽，然後選擇

吻合的圖片。 

2.1出現兩個圖 

2.2出現一個圖 

2.3出現一個圖 

2.4出現一個圖 

2.5出現一個圖 

2.6出現一個圖 

2.7出現一個圖 

2.8出現一個圖 

（一個頁面 2個圖檔及聲音檔）共 8

個頁面 

在這練習學習者要先點擊聲音檔，然

後在兩個圖案當中選擇一個圖案可以

訓練學習者的聽力。（圖與字做連結） 

2.1 聽到： listen 

2.2 聽到： say 

2.3 聽到： ask 

2.4 聽到： point  

2.5 聽到： watch 

2.6.聽到： read 

2.7 聽到： spell 

2.8 聽到： read 

4.Say it! 再說吧 

Click Speak and say the word 

into your microphone 點擊聲

音檔然後對著麥克風說出

來。 

（聲音檔及字幕）共 9個 

出現學習者要錄音的畫面（訓練說） 

可培養學習者說話的能力。 

ask，listen，

read,say,spell,type,watch,write, 

5.Listen for it!聽吧 

Click Play and listen to the 

teacher's directions.Click the 

word you hear. Then click 

Check.  

點擊播放檔。影片中所聽到

（選詞填空內含兩個選項）共 7段影

片畫面 

（訓練聽力與閱讀能力） 

1.You _____, "Nice to meet you, too." 

選：ask ,say 

2. Now let's _____ some people at a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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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句子，並選擇吻合的字，

放入螢幕句子上的空格。 

 

選：watch, write 

3. _____ to the introductions. 

選：listen, say 

4. Now you _____ me. 

選：point, ask 

5. _____ to the letter you hear. 

選：write, point 

6. Please _____ that. 

選：spell, say 

7. _____ your classmates' names on 

this paper. 

Language 

Practice 

 

 

 

 

 

 

 

 

 

 

 

 

 

 

 

 

 

 

 

 

 

 

 

 

 

1.Introductions  

1.1 Classroom Lesson  

出現一段影片 

老師自我介紹姓名 First and Last 

Names 

-學生自我介紹 First and Last Names

及說 nice to meet you 

1.2 First and Last Names 

一個頁面 

老師自我介紹姓名 First and Last 

Names 

字幕選擇 2個答案 

Her last name is Silvie. 

Her first name is Silvie. 

影片 字幕 

 

 

1.3 Nice to Meet You  字幕 

Hello. I'm Natasha. 

Hi, I'm Debbie.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影片 字幕 

1.4 Your Turn   

 

 

需要錄音 

聽到：what isyou name？ 

銀幕出現 I’m       （學習者錄音） 

聽到：nice to meet you 

銀幕出現 nice to meet you too（學習者

錄音） 

2.The Alphabet  

2.1 Classroom Lesson  

出現教室場景老師問學生名

字引入字母教學。 

abcde… 

2.2 Listen for the letters 

共有 6 個頁面字母練習 

在8~10個字母當中會聽到其

Click Listen. Click the 5 letters you 

hear. Click Check. 

g, c, z, h, e ,a, y ,i, w, r 

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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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 5~6個字母 

同時要選出 5個字母 

 

2.3 Miguel's Spelling Practice  

影片 

訓練聽力 

用字母拼音：pie,coffee,hamburger 

 

2.4 Spell it right 

聲音檔（共 3個頁面） 

 

 

 

 

Click Listen to hear Miguel spell the 

words. 

Click the correct spelling. Then click 

Check. 

 

 

-3 個選項：pae, pei,pie 

-3 個選項：coffee, coffii, caffe 

-3 個選項：heburgar, hamburger, 

jamburger 

3.Spell First and Last Names  

3.1 Classroom Practice 

Click Play to watch the video. 

Click Read Text to see the 

words. 先點擊播放影片。觀

看影片內容。 

 

出現一段影片 

Watch Ms. Marquez ask a student his 

first and last name. 

3.2 Personal Information 

Click Play. Read the 2 

sentences. Click the 

correct sentence. Then 

click Check.Form 

 

一個頁面出現兩個文字選項及聲音

（共有 5個練習） 

訓練聽力及閱讀能力 

例如： 

name：Chan, Liz  

      last  firt 

文字 文字 

3.3 Listen and Speak 

出現一段影片 

老師詢問幾個問題關於姓

名。 

Click Play to watch the video.  

Click Read Text to see the words. 

Practice speaking with Ms. Marquez. 

Answer her questions. Then ask her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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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onversations  

4.1 Ramon and Ryan 

出現一段影片 

  

Click Play to watch the video.  

Click Read Text to see the words. 

Watch Ramon in the café. He is looking 

for Miguel. 

4.2 Comprehension Check  

出現一段影片（共有 4個練

習頁面） 

Click play to watch the video again. 

Read the 2 sentences.  

Click the correct sentence. Then click 

Check. 

4.3 School is great  Click Play to watch the video.  

Click Read Text to see the words. 

Miguel is happy in his first English 

class. Watch and listen. 

Review and 

Quiz 

1.Vocabulary Review  

Concentration  翻面圖-文字增強記憶 

2.Progress Check  

2.1 Learning Log  Click the words and skills you learned 

in this unit. Then click Done. 

2.2 Quiz 

 

-出現跟 listen、say、ask、

point、 watch、read、spell 

的圖 

-出現 8-10字母 

Click the word that matches the picture. 

有 4個選項選擇 1個答案。 

 

 

Click Listen. Click the 5 letters you 

hear. Click Check. 

選擇 5個字母 

(三)  U.S.A.Learns 教學平台的特色 

1.內容豐富，設計精美，跟新移民相關領域的英語設計內容。 

2.用影片或圖呈現學習內容相當活發。 

3.課程大綱清楚呈現學習內容。 

4.非常多樣的練習，培養閱讀、聽、說、讀、寫、記憶能力。 

5.學習內容由淺入深，分不同程度的學習者。 

6.每次結束一次練習都彈出一個評估學習成效的視窗，讓學習者知道學習

結果，最後是整體練習成效及哪部分還沒進行練習。 

(四) U.S.A.Learns 平台的缺點 

1.需要翻閱多層頁面。 

2.無翻譯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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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查看現有新移民語言網路學習課程與教材，我們觀察到國內的新移民

華語文網路課程及國外新移民英語學習課程在設計、內容、教學方法、練

習單元有顯著差異。 

國內新移民華語文網路教材或課程仍在開發的階段，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職業訓練局泰山職業訓練中心「新住民快樂學中文，中文變得好簡單」

及來去華語協會所設計的「來去華語 100 句」內容、練習形式，架構基本

相同。 

國外英語學習 U.S.A.Learns 網站有許多網站教學設計如用影片、結合

圖片，練習的形式多元豐富具有針對性，加強訓練學習者的聽、說、讀、

寫能力，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如 

Meaning Match ：Click the word that matches the picture 點擊與圖片吻

合的單詞。 

在這個練習中出現一個圖片有四個選項，學習者必須了解詞義才能與

圖片連結，可以培養閱讀能力。 

Listening Match：Click Listen. Choose the matching picture.Then click 

Check 點擊收聽，然後選擇吻合的圖片。 

在這個練習中，學習者要先點擊聲音檔，然後在兩個圖案當中選擇一

個，可以訓練學習者的聽力。 

Say it ：Click Speak and say the word into your microphone 點擊聲音檔

然後對著麥克風講出來，可培養學習者說話的能力。 

Listen for it!：Click Play and listen to the teacher's directions.Click the 

word you hear. Then click Check.  

點擊播放檔，影片中所聽到的句子，並選擇吻合的字，放入螢幕句子

上的空格。 

 在這個練習中，學習者可培養聽力、理解能力及把生詞放在句中。 

Personal Information Form：Click Play. Read the 2 sentences. Click the 

correct sentence. Then click Check. 

播放影片，再從螢幕上的 2 句中選擇正確的句子。 

培養學習者聽力理解與閱讀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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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以第二語言教學模式為理論，設計一個新移民

華語學習網 

一、分析現有資源 

(一) 線上免費軟體 

1.Google Blogger（部落格）製作與應用 

 Google Blogger 具強大功能，只要有 Google Gmail 帳戶就可以進行建

立網誌。 

總覽：可查閱目前所有網頁。 

發表文章：可進行發表文章內容，形成課文範本。 

網頁：在網站可以建設多個網頁並能進行網頁連結。 

留言：提供學習者意見反映專區。 

統計：可記錄流覽本網站的人數。 

版面配置：可設定網站標題，也可以新增小工具。如圖片、文字、投影片、

意見調查、網誌清單、搜尋框、翻譯等功能。 

版本：Blogger 範本設計工具是協助設計者自訂網誌外觀的新幫手。內涵

提供了各式各樣的範本、圖片、顏色以及欄位版面配置，讓設計者選擇。 

設定：可設定網站基本資料，如標題、網誌地址、詳細介紹等。 

Blogger 限制： 

網誌數量：每個帳戶最多可擁有 100 個網誌。 

文章數量：每個網誌都沒有文章篇數的限制。 

文章大小：個別文章無特定的大小限制。 

網頁大小：個別網頁（網誌的主網頁或封存的網頁）大小限制為 1MB。 

圖片數量：圖片儲存空間總計 1GB，Picasa 網路相簿中的相片數量亦

需合併計算。
19
（Blogger 入門指南）這是 Google Blogger 功能與限制。然而

關於製作一個華語文教學網站可能需要購買更多使用空間。 

 Google Blogger 應用 

因為 Google Blogger 允許使用者進行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HTML

語法編輯讓製作課程單元變得有更多彈性，更貼近學習者使用。因此使用 Google 

Blogger 製作「新移民華語學習網」的過程，主要在編輯網站外觀及小工具的功

能，發表課程文章。 

2.Google Drive 提供免費和收費服務 

                                                      
19

 詳看 Blogger 入門指南查詢時間 2014 年 4 月 21 日 https：

//support.google.com/blogger/answer/1623800?hl=zh-Hant&ref_topic=3339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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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docs 與 Google Sheets 試算表 

附加 Google docs 製作問卷調查及編輯一般文件功能，並以 HTML 下

載到本地電腦中或部落格當中。 

Google docs 的儲存容量的限制為：每一份文件最大 500KB，內嵌的影

像最大 2MB，每一份電子製表應少於 10,000 行，256 列，最多有 99 張工

作表和 200,000 個單元格。每個使用者最多可以儲存 5000 份文件和演示檔

案，5000 張圖片以及 1,000 份電子製表。可以同時開啟的電子製表最多為

11 份。只有 10MB 以下的演示檔案才能被匯入到 Google 文件中20（維基百

科）。 

我們應用 Google docs 於製作練習並把他的 HTML 語碼編制在 Google 

Blogger 當中,並結合 Google Sheets 試算表功能統計，可以協助管理者從雲

端 Drive 查看學習者學習成效。 

3.YouTube 影片 

註冊 YouTube 影片用戶則可以無限數量上傳影片。他是一套免費上傳

的影片平台。 

限制：影片長度時間為 15分鐘（單筆），針對時間比較長的課文難以

使用。 

4.Dropbox 雲端 

Dropbox 透過雲端儲存實現網際網路上的檔案同步，使用者可以儲存

並共享檔案和資料夾。Dropbox 提供免費和收費服務。 

Dropbox 提供 2GB 免費容量，但可以藉著邀請他人加入計劃獲得額外

空間。每次成功邀請雙方都會增加 500MB 容量，透過邀請而增加的容量

設有上限，數值為 16GB。加上原本 2GB 免費容量最多每用戶可以擁有

18GB 的空間。（維基百科）
21 

Dropbox 雲端功能跟 Google Drive 功能上有相當程度是相同的，都可

以在網路上分享共用文件、表格、影片，但差異在於它可以同步上傳 MB3

檔案。此功能在 Google Drive 目前還沒配置。因此這部分的功能我們可以

應用於課程 MB3 檔的課文建設。 

5.TOCFL 華語詞彙通 http：//140.122.110.83/ts/TextSegmentation.aspx 

「TOCFL 華語詞彙通」分為「斷詞系統」及「語音評量」兩個子系統。 

「斷詞系統」能根據教師所輸入的成篇文章或句子，依照國家華語測驗推

動工作委員會「華語八千詞」進行比對及斷詞作業，據此產生詞彙表。提

供教師在教材製作上的教材等級參考工具。應用於課程的詞彙選擇及編制。

限制：文章分析至多不超過 500 字。 

                                                      
20

 檢索日 2014 年 4 月 5 日。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Google_docs 
21

 檢索日 2014 年 4 月 5 日。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Dropbox 

http://140.122.110.83/ts/TextSegmentatio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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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CCESS 全漢字檢索系統-內容分析 http：//140.122.110.83/mtchanzi/ 

本系統提供教師貼入成篇文章或課文生詞，系統將依據部件表進行拆

解，藉此產生部件頻率-漢字對照表。讓教師能明瞭該篇文章所使用之部件

及各部件之頻率高低，作為教學的參考依據。 

另外，本系統亦與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之「華語八千詞」整合，

教師可針對學生程度選擇 Beginner、Learner、Superior 或 Master，系統將

會參考學生程度，過濾出所學漢字，提供教師在教學上的延伸應用。 

7.線上資源連結列表 

為整合線上教學資源，因此編制「好站連結區塊」，把目前蒐集到的線

上網路資源，按照功能性分類。此區塊可提供學習者更多元的華語文網路

學習資源。但為尊重智慧財產權，將僅在畫面呈現連結方塊，學習者如需

進一步學習要連結到另一個視窗（原網址）才能學習。（詳見附錄六：功

能分類網路資源連結列表） 

線上資源非常豐富，可協助新移民更多元的學習需求。只是在設計理

念上是針對一般使用的民眾或外國留學，在某些方面是跟新移民學習需求

相同，但還有一些考量及設計並未考慮到新移民學習者的特性。所以可以

運用這些網路資源，在製作教學材料當中如參考語法點、漢字筆順練習、

注音教學課程單元，並標明出處。 

(二)  現有免費電腦軟體評析 

1.Window Live Movie Maker 

在 Windows 7 下載 Window Live Movie Maker 軟體並應用於剪接、編

輯影片，加上字幕完成後可以上傳到 YouTube 上，做成課程的影音部分讓

學習者可以一目了然學習內容。 

2.freez Scree Video Capture 螢幕錄影軟體 

 可以將螢幕的畫面錄影成 AVI 格式的影片檔，錄影時可自訂錄製螢幕

中的動態畫面錄影範圍下來。此功能可協助教師及編輯者，錄製課文時操

控電腦銀幕上的教學範圍與教學動態。完成好的影片可讓學習者從網路上

學習時，也感受到有老師在前方講解。 

 限制，錄製下的影片容量大時比較不順暢，因此我們僅運用於少數的

教學內容當中，如錄製漢字教學。 

3.Microsoft PowerPoint 2010 

在 Microsoft PowerPoint 2010 可以製作動態簡報。並且可以進行視訊與

相片編輯，製作者可以運用簡報動畫功能呈現教學內容。 

 此外檔案也可以另存為Window Media Video上傳到YouTube跟Google 

Drive 或 Dropbox 雲端作整合製作教學材料。 

http://140.122.110.83/mtchan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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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新移民華語學習網的的構想與實施過程 

(一) 從問卷調查結果及閱讀資料歸納課文單元 

1.第一單元：生活會話共有 7 個主題，醫院、家庭、購物、辦事單位、公

司與工作、學校、交通 

2.第二單元：閱讀共有四個主題，醫院、家庭、學校，辦事單位 

3.第三單元：寫作共四個主題，醫院、家庭、辦事單位、公司與工作 

漢字，注重形近漢字，音近漢字的教學 

語音（注音-拼音） 

表四-27 新移民華語學習網初步課程主題安排
22
 

單元名稱：生活會話 

第一單元- 生活會話-醫院 生活會話-家庭 

第一課 我要掛號! 

第二課 請問懷孕時要注意什麼？ 

第三課 打預防針 

第四課 小明發燒了。 

第五課 需要住院嗎？ 

第六課：幫我叫救護車！ 

第一課 今天中午吃什麼？ 

第二課 這個菜怎麼煮？ 

第三課 我陪你去市場好嗎？ 

第四課 小明要上國小了。 

第五課 你功課做好了嗎？ 

第六課 這個周末去哪好了？ 

第七課 這部電影真好看。 

第八課 天氣預報。 

第九課 台灣的節慶。 

生活會話-市場、超市、賣場（購物） 生活會話-辦事單位 

第一課 這個多少錢？ 

第二課 買東西。 

第三課 結帳。 

第四課 逛夜市。 

第五課 在哪裡買東西比較便宜。 

第一課 我要辦居留證。 

第二課 辦理身分證要準備什麼？ 

第三課 我要報名歸化國籍測驗。 

第四課我要辦理護照。 

第五課 我的朋友被家暴。 

生活會話-公司、工作 生活會話-交通 

第一課 求職登記（上） 

第一課 找工作（下） 

第二課 面試。 

第四課 上班。 

第五課 你可以教我怎麼使用這台機器

嗎？ 

第一課 我該怎麼走？ 

第二課 捷運站在哪裡？ 

第三課 搭公車比較好。 

第四課 搭遊覽車去遊玩？ 

第五課 談一談台灣高鐵。 

生活會話-學校 

                                                      
22
詳如：表四-18 課程內容需求（81-8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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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 需要為您介紹一下菜單嗎？ 

第六課 請問超時工作會有加班費嗎？ 

第七課 假日我要照顧小孩，可能沒辦法

加班。 

第一課 我孩子要請假。 

第二課 老師的來電。 

第三課 陪孩子參加畢業旅行。 

第二單元-閱讀-醫院 閱讀-家庭 

第一課 藥袋上的指示。 

第二課 打預防針注意事項。 

第三課 診斷書。 

第一課 水電、瓦斯、電話費帳單。 

第二課 里民通知單。 

第三課 報紙的主題。 

第四課 看報好方法。 

第五課 報紙選讀一。 

第六課 報紙選讀二。 

閱讀-學校 閱讀-辦事單位 

第一課 查詞典。 

第二課 看書方法。 

第三課 小孩的聯絡簿。 

第四課 親師會議通知單。 

第五課 學習成績單？ 

第一課：新移民生活手冊 

第二課：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

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常識測驗題庫 

第三課：新移民背聯絡電話 

 

第三單元-寫作-醫院 寫作-家庭 

第一課 填寫兒童健康手冊。 

第二課 初診掛號單。 

第三課 手術同意書。 

第一課 填寫聯絡簿。 

第二課 信封。 

第三課 賀年卡。 

寫作-辦事單位 寫作-公司、工作 

第一課 外國人停/居留案件申請表。 

第二課 歸化國籍申請書。 

第三課 中華民國普通護照申請書。 

第四課 台灣地區定居證 

第五課 委託書。 

第一課 求職登記表。 

第二課 履歷表。 

第三課 請假單。 

第四課 自傳 

漢字 語音 

課文中的漢字 

常用部首漢字 

形近漢字 

同音不同義的漢字 

因僅有少數問卷進行回答，課程的將來

思考方向為 

1.同一個文本設計不同速度的語音 

2.同一個文本設計不同聲音的語音 

3.聲調 

4.捲舌音與不捲舌音 

5.送氣與不送氣 

按照教育部1680個漢字內容分析加以按

排，在第三節「邁向第二語言教學模式

之新移民華語文網路教學實證研究之實

施」我們將進一步說明節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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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移民華語學習網的網站架構 

問卷調查顯示新移民最熟悉的是用母國語言電腦字幕，均數為 4.21，

其次為中文電腦字幕，均數為 4.04，因此本研究採用越南語及中文雙語教

學平台介面。調查結果顯示新移民對注音及拼音輔助需求兩者均數都達

3.9，因此採用注音、拼音並行的標注。調查顯示新移民最希望用母語來

註解課文中的生詞及語法，均數為 3.88，加上人力資源因素，因此本教學

平台採用越南語加以註解。 

注音 

拼音 

生活會

話 

閱讀 寫作 漢字 同步學

習專區 

好站 

連結 

       

-基本注音符

號 

-基礎漢語拼

音 

 

 

7主題  4主題  4主題  集體識

字 

 

 

預約

同步

學習 

 

 

連結

外部

學習

單元 

              

   醫院  醫院  醫院  1680個

漢字內

容分析 

 安排時

間與學

習單元

個別同

步教學 

 語法 

   家庭  家庭  家庭    注音

拼音 

   購物  學校  辦事單位    生活

會話 

   辦事單位  辦事單位  公司、工作    詞典 

   公司、工作        其他 

   交通         

   學校         

              

   個課  個課  個課  部首  學習選單 

              主題 

   不同人物聲音       個課課文 

   個課漢字       個課練習 

   其他練習       影響線    

                                                            產出線 

     圖四-7以第二語言教學模式為目標的新移民民華語平台架構圖 

網站架構標題：「新移民華語學習網」華語-越南語對照標題 Logo 以各

國女性穿著各國傳統服裝為主軸，標題的意義尊重多元文化學習。 

學習選單兩種結構 

第一：共三個學習單元，生活會話、閱讀、寫作具課文主題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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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四個選單（1）漢字按照 1680個漢字內容分析；（2）注音 

拼音；（3）同步學習專區，與學習者互動預約先上學習窗口；（4）好 

站連結與外部連結整合學習資源 

三、課程語料編碼 

從 2013 年 2 月 17 開始到 2014 年 4 月 18 日研究者開始蒐集及分析語

料，在教科書及網路蒐集總共 2543 筆語料。電腦按照功能分類，然而這

個蒐集語料步驟未經過新移民學習者對華語文學習需求評估，僅通過文獻

探討中所看到新移民可能需要的學習內容及領域，當初「97 年外籍與大陸

配偶生活狀況調查報告」的研究結果，蒐集進行語料範圍注重在編寫跟職

業訓練、識字教育、親職教育、育嬰常識有關的主題，並且試編「生活會

話，公司-工作，第一課：找工作」。直到 2014 年 4 月 3 日問卷結果分析

出爐加上 2014 年 4 月 7日與專家學者訪談結果指出：「決定課程內容、順

序、架構的語料來源可通過新移民團體進行語料蒐集或參考已有的新移民

華語文教材主題、句式。」加大語料蒐集範圍，加入「新住民快樂學中文，

中文變得好簡單」的語料收集，教學目標是培養聽、說、讀、寫能力，但

新移民最需要的是培養寫作能力，因此研究者開始進行語料內容第二次分

類與節選試編。（寫作-第二課履歷表）。由於按照問卷分析結果將要蒐集

的語料過於龐大。僅呈現到 2014 年 4 月 19 日蒐集到的語料內容分析，將

來語料蒐集與分析要不斷地進行或進一步在語境現場錄音。 

語料蒐集過程探討新移民成人學習特性。由於許多教學主題如工作、

醫院、交通等在教科書出現的數量很少，大部分以篇章的形式呈現，僅能

培養閱讀能力而忽略了其他語言能力訓練，故從網路資源 Google 語料、泰

山中心「新住民快樂學中文、中文變得好簡單」、馬偕紀念醫院語料。補

充教科書不足的語料滿如新移民多元的學習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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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8蒐集語料編碼圖示 

(一) 教科書-書籍語料 

1.成人基本識字教材（教育部） 

第一步驟：蒐集的語料從第一冊到第三冊的語料。 

第二步驟：進行詞語、句子編碼分類，共分成 14 個項目如下 

跟公司工作用語有：求職、面談、工廠與辦公室、服務業工作用語、其他。

跟生活有關用語有：醫院、家庭、購物、交通-旅遊、學校與親職教育、

辦手續、法律、其他。統計方式以電腦尋找關鍵字，進行分類。如：醫院

常用語的關鍵字是「醫生、護士、病、不舒服、藥等」；交通的關鍵字如

「車、路、紅綠燈等」。 

成人基本識字教材（教育部）語料內容分析（簡稱成人教材） 

表四-28 成人教材主題內容分析 

職場-工作 筆數 生活會話 筆數 

求職 0 醫院 27 

面談 0 家庭 51 

辦公室-工廠 2 購物 3 

服務業 2 交通-旅遊 7 

其他 0 學校-親職教育 13 

  辦手續 9 

  法律 11 

  寫作 5 

  生活其他 66 

總數  196 4 2%  192 98% 

 從表四-26 語料蒐集得知，針對成人基本識字教材蒐集的語料，在生

活會話領域的語料相當多，加上大部分都以篇章形式呈現比較長的句子，

適合培養成人華語閱讀能力，然而在職場-工作與生活會話，主要使用的

語言是會話形式呈現，因此在口語訓練這方面仍要找更多語料來補強。 

2.新移民日常用語口袋書（台灣新住民家庭成長協會-簡稱口袋書）語料

蒐集方法 

 筆者於 2014 年 1 月 18 日到 1 月 22 日在台北市萬華新移民會館由台灣

新住民家庭成長協會主辦的通譯培訓課程裡第一次看到這本「新移民日常

用語口袋書」，由台灣新住民家庭成長協會「資深新移民編輯群…大量蒐

集新移民在台灣常用句子，再從這些字句投票海選出最精粹的常用語」柯

宇玲（2013：4）。在與跟柯秘書長宇玲小姐聯絡後取得本書，並且開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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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語料編碼。 

第一步驟：整本內容輸入電腦記錄。 

第二步驟：進行詞語、句子編碼分類，共分成 14 個項目如下： 

跟公司工作用語有：求職、面談、工廠與辦公室、服務業工作用語、

其他。跟生活有關用語有：醫院、家庭、購物、交通-旅遊、學校與親職

教育、辦手續、法律、其他。 

表四-29 口袋書，編碼主題內容分析 

職場-工作 筆數 生活會話 筆數 

求職 0 醫院 43 

面談 0 家庭 123 

辦公室-工廠 18 購物 85 

服務業 0 交通-旅遊 18 

其他 0 學校-親職教育 69 

  辦手續 43 

  法律 23 

  寫作 0 

  生活其他 271 

總數 693 18 3%  675 97% 

新移民日常用語口袋書是一本跟成人基本識字教材相同，新移民日常

用語口袋書同樣注重生活用語。內容相當多元與實用。是一本有新移民特

性的參考書籍，特別適用於製作新移民生活用語相關教材。只是本書僅呈

現按照主題分類的常用句子，沒有給予學習者練習的部分。 

3.其他單位 - 書面語料 

蒐集的目的是希望滿足新移民在寫作與閱讀相關的需求，主要考量是

以真實文本的呈現，讓新移民從了解內容到學會填寫這些表格。 

表四-30 各單位書面語語料 

單位 書面語料 筆數 

醫院 診斷書 1筆 

兒童健康手冊、孕婦手冊 各 1本 

初診掛號申請單、手術同意書、藥袋、打預防針注

意事項 

各 4筆 

內政部出入國移民署 外國人停/居留案件申請表、委託書、台灣地區定

居證 

各 1筆 

學校 聯絡簿 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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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局 歸化國籍申請書 1筆 

外交部 中華民國普通護照申請書 1筆 

承德就業服務站 履歷表 2筆 

除了內政部出入國移民署的書面語，如外國人停/居留案件申請表委託

書、台灣地區定居證，民政局的歸化國籍申請書，醫院的兒童健康手冊、

孕婦手冊是有制式格式外，其他如學校聯絡簿，在托兒所階段每所學校使

用的格式不同，加上老師在聯絡簿常用來溝通、提醒的詞語，仍是需要進

一步了解與分類。 

(二) 網路語料 

1. Google 口語語料蒐集方法： 

第一步驟：針對教科書中比較缺少之主題項目進行蒐集，首先先從網路打

上相關字如：公司用語、工作用語、工廠用語、工作面談用語、醫院用語、

生活用語等相關字之後開始蒐集。 

第二步驟：刪除重疊的相同句子。 

第三步驟：進行詞語、句子編碼分類，共分成 14 個項目如下 

跟公司工作用語有：求職、面談、工廠與辦公室、服務業工作用語、其他。

跟生活有關用語有：醫院、家庭、購物、交通-旅遊、學校與親職教育、

辦手續、法律、其他。 

google 語料內容分析 

表四-31 google 語料編碼主題內容分析 

職場-工作 筆數 生活會話 筆數 

求職 5 醫院 69 

面談 83 家庭 3 

辦公室-工廠 406 購物 0 

服務業 54 交通-旅遊 6 

其他 38 學校-親職教育 0 

  辦手續 0 

  法律 0 

  寫作 0 

  生活其他 179 

總數 843 586 70%  257 30% 

以上反映 google 語料蒐集範圍，注重在職場-工作領域的主題共 586

筆佔 70%，因此可以補充教材中缺乏針對職場-工作的口語語料。 

2.新住民快樂學中文，中文變得好簡單網路課程語料蒐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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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驟：逐字記錄從第一課到第一百課 

第二步驟：刪除重疊的相同句子。 

第三步驟：進行詞語、句子編碼分類，共分成 14 個項目如下 

跟公司工作用語有：求職、面談、工廠與辦公室、服務業工作用語、其他。

跟生活有關用語有：醫院、家庭、購物、交通-旅遊、學校與親職教育、辦手續、

法律、其他。 

「新住民快樂學中文，中文變得好簡單」內容分析（簡稱-泰山） 

表四-32 泰山語料編碼主題內容分析 

職場-工作 筆數 生活會話 筆數 

求職 55 醫院 36 

面談 16 家庭 21 

辦公室-工廠 102 購物 28 

服務業 105 交通-旅遊 58 

其他 8 學校-親職教育 51 

  辦手續 58 

  法律 0 

  寫作 0 

  生活其他 94 

總數 632 286 45%  346 55% 

以上是「新住民快樂學中文，中文變得好簡單」語料編碼主題內容分

析，它的教學內容不管在職場-工作以及生活會話比例分布較均衡，加上

此平台上的內容單元由新移民團體進行訪談蒐集語料，為新移民生活中經

常用語，反映新移民生活所關心的問題，相當實用。 

3.馬偕紀念醫院語料蒐集方法（簡稱-馬偕） 

 在閱讀相關的語料中，可以發現與醫院場所有關的對話相對缺少。一

開始研究者在 google 蒐集跟醫療，醫院場所相關的語料時，發現馬偕紀念

醫院提供非常豐富的醫院場所相關的語料，主要按照門診科別來分類，如

婦產科、眼科、等。研究者就開始從馬偕紀念醫院網站上面的語料進行整

體蒐集。 

第一步驟：蒐集所有的語料。 

第二步驟：刪除重疊的相同句子。 

第三步驟：進行詞語、句子編碼分類，共分成 14 個項目如下 

跟公司工作用語有：求職、面談、工廠與辦公室、服務業工作用語、其他。

跟生活有關用語有：醫院、家庭、購物、交通-旅遊、學校與親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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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手續、法律、其他。 

表四-33 馬偕語料編碼主題內容分析 

職場-工作 筆數 生活會話 筆數 

求職 0 醫院 173 

面談 0 家庭 1 

辦公室-工廠 0 購物 0 

服務業 1 交通-旅遊 0 

其他 0 學校-親職教育 0 

  辦手續 0 

  法律 0 

  寫作 0 

  生活其他 0 

總數 175 1 1%  174 99% 

以上是馬偕紀念醫院語料內容分析，由於網站的特性注重在醫療、醫

院場所常用語。所以相關的語料共有 173 筆，佔非常高的比例。 

四、課程編輯過程以兩課為例 

(一) 第一單元生活會話 

1.生活會話單元第一課「找工作」課文編寫過程 

1.1課文語料編碼取樣 

 本課教學目的定位於新移民求職工作用語，研究者在編製新移民學習

「找工作」這個課文前，需要做的準備工作為在龐大的語料當中如何挑選

出適合的句子。一個課文的編制要考量的是語法點的難度、詞彙難度等級、

生詞重現等問題。需要不斷與教授、同學討論之後，才能挑選出本課課文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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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34 第一課：找工作的語料來源 

順

序 

課文語料 來源

序號 

出處 

1 第一公司人事部您好，我姓張很高興為您服務。 5122 Google 

2 張先生您好，我姓阮叫阮月蘭。 6015 自編 

3 阮小姐你好，請問有什麼事嗎？ 6025 自編 

4 請問你們有工作職缺嗎？ 5123 Google 

5 有。 5124 Google 

6 聽說這裡有晚班的職缺，我可以面試嗎？ 6035 自編 

7 可以。 5125 Google 

8 請問晚班的工作時間是幾點到幾點？ 6036 自編 

9 下午 6點到午夜 12點。 5126 Google 

10 我可以跟你預約面試時間嗎？ 6037 自編 

11 可以，下星期一下午兩點。 5127 Google 

12 請問公司的地址？ 6038 自編 

13 我們公司在勝利路 1號。 6039 自編 

14 公司附近有捷運站嗎？ 6040 自編 

15 我們公司靠近土城捷運站二號出口。 6041 自編 

16 可以告訴我你的電話號碼嗎？ 6016 自編 

17 我的電話號碼是 0912345678。 6017 自編 

19 再見。 5016 Google 

20 再見。 5016 Google 

從表四-32觀察第一課全部的語料為 20 條，其中來源從 Google 語料

處的有 7 條，自編為 11 條。顯示出自編的語料內容佔相當高的比例。主要

考量在於學習者的華語文程度，詞語在課文中的華語難度等級，以及字彙

重現比例等。詳見（附錄七：第一課：找工作字彙重現比例表） 

1.2課文錄影剪接及呈現方式 

 試片錄影時間 2014 年 01 月 6 至 2014 年 1 月 7 日，當時問卷調查還未

進行完畢，僅以先前在四方報上所編寫的「漢字舞台」其中一個單元「口

字」來進行試鏡的影片效果。這經驗給予研究者在往後編輯課程時有很大

的助力。 

 2014年 4月 7日專家訪談完成後的主要結果為製作新移民華語教學平

台必須有一個合作團隊，包括：學者專家、網站企劃人員、雙語雙文化教

師、網路技術人員、配音及錄影人員等。唯目前僅有研究者及一位錄音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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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尋求三位華語老師協助錄影錄音製作。而在錄影、錄音之前都把需要錄

音錄影的文本寄給團隊中的成員，進行練習，熟悉內容。 

 2014年 4 月 14 日「找工作」這一課已編輯完成並邀請班上的同學及

指導教授觀看，到 2014 年 4 月 16日進行第一次修改工作。 

 課程錄影使用LUMIX型號GF3數位相機及Window Live Movie Maker

的網路攝影機功能進行錄影。之後用 Window Live Movie Maker 進行剪接

合成編輯字幕影片。最後通過 Window Live Movie Maker 上傳到 You Tuber

及進行網站課程呈現，以下步驟表標示。 

表四-35 課文錄影剪切及呈現課文方式步驟 

步驟一： LUMIX 型號 GF3 數位相機及 Window Live Movie Maker 的網

路攝影 

LUMIX 型號 GF3 數位相機攝影範

例圖 

 

Window Live Movie Maker 的網路

攝影範例圖 

 

步驟 2：Window Live Movie Maker 進行剪接合成編輯字幕影片及通過

Window Live Movie Maker 上傳到 You Tuber  

   剪接合成編輯字幕影片範例圖及上傳 You Tuber範例圖 

 

主要分成兩個區塊工具區與影片呈現區 

在工具區可進行一些功能如貼上、剪下、編輯、新增視訊與相片、新增

音樂、字幕、儲存影片及上傳到 You Tuber 或 SkyDrive。 

步驟三：個課內容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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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及 

注音拼音 

 人物 

介紹 

 生詞 

練習 

 漢字 

練習 

 語法 

練習 

 課文 

練習 

 學習 

指引 

             

1.中文 

2.越南語 

3.注音拼音 

 1.生詞教學 

2.生詞擴展 

3.詞語替換 

4.按照例句進行造句 

5.選詞填空 

 1.口部練

習 

2.言部練

習 

 1.可以    

嗎？ 

2.「有」字

句 

 1.角色扮演 

2.聽聽看選擇

正確答案 

圖四-9 生活會話第一課：找工作內容呈現結構圖 

1.3 課文及練習呈現方式 

詳細內容如下： 

課文練習部分我們提供兩種練習方式 

第一種練習方式是「角色扮演」，學習者可通過選擇角色練習提昇表達能

力、閱讀能力。在文本有少許地方是空白的，讓學習者自我表達，詳細如

下。此練習參考 U.S.A.Learns 網站「Say it!」練習形式，發展成「角色扮

演」的練習，培養學習者閱讀與說話能力。 

表四-36 第一課：找工作 角色扮演練習 

你是求職者 你是人事部主管張先生 

在這個部份會有兩個人進行會話，請選擇你的角色並按照銀幕上的文字說

出來。有一些句子需要你自己講述。 

 

求職者要表達部分 

僅有字幕顯示，無聲音 

張先生需要表達部分 

僅有字幕顯示，無聲音 



邁向「第二語教學模式」之新移民華語網路課程的建構與實施：以華語-越南語版本為例 

120 
 

新移民要能看懂才能表達 

其中有三段 

張先生您好，我姓   叫     。 

聽說這裡有        的職缺我可以

面試嗎？ 

我的電話號碼是           。 

有空白處讓新移民自我填空。 

其中有四段 

下午   點到午夜    點 

可以，下星期   下午    點。 

我們公司在             。 

公司附近有捷運站嗎？ 

我們公司靠近         。 

有空白處讓新移民自我填空。 

第二種練習是「聽聽看找出正確的答案」學習者可以看到跟課文有關

的一段影片（影片中未呈現字幕），之後並在三個選項中選擇一個答案。 

文本呈現如下，共有 5題此練習參考 U.S.A.Learns 網站 Personal 

Information Form 的練習形式，但換成影片呈現，影片中並未加入字幕，學

習者要聽懂與看得懂才能選出正確答案。培養聽與閱讀反思能力 

表四-37 第一課：找工作，聽聽看找出正確的答案 

 

1.聽聽看找出正確答案 

 學習者會聽到「我們公司靠近土城捷

運站二號出口。」 

有三個選項 

我們公司靠近土地捷運站二號出口。 

我們公司靠近土城捷運站二號出口。 

我們公司靠近台北車站二號出口。 

2. 聽聽看找出正確答案 

學習者會聽到「我們公司在勝利路 1

號。」 

有三個選項 

我們公司在勝利路 1 號。 

我們家在勝利路 1號。 

就業服務站在勝利路 1號。 

3.聽聽看找出正確答案 

 學習者會聽到「請問你們有工作職缺

嗎？」 

有三個選項 

請問你們有工作嗎？ 

請問你有工作職缺嗎？ 

請問你們有工作職缺嗎？ 

4. 聽聽看找出正確答案 

學習者會聽到「第一公司人事部您

好，我姓張很高興為您服務。」 

有三個選項 

就業服務站您好很高興為您服務。 

第一公司人事部您好，我姓張，很

高興為您服務。 

第一公司人事部您好，我姓陳，很

高興為您服務。 

5.聽聽看找出正確的答案 

學習者會聽到「聽說這裡有晚班的職

缺，我可以面試嗎？」 

有三個選項 

聽說這裡有工作我可以面試嗎？ 

聽說這裡有晚班的職缺，我可以面試

嗎？ 

聽說這裡有早班的職缺，我可以面試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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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活會話單元，第一課「找工作」生詞選擇編制過程 

2.1生詞的選擇過程 

接下來我們應用「華 TOCFL雙語詞彙通」及「ACCESS 全漢字檢索系統

-內容分析」，進行選擇生詞及漢字教學如下。詳見，（附錄八：第一課：

找工作詞 TOCFL 彙等級列表）及（附錄九：詞類標記） 

 

圖四-10 找工作課文 TOCFL詞彙等級比例。 

從上圖看出有 57.05%的詞彙屬於 TOCFL A1 等級佔比例最多。接著是

TOCFL B1 等級有 17.45%，接著是 B2 等級 12.75%，其他等級像 C1、A2僅

佔很少的比例。對於華語程度在中低程度的新移民是相當合理的安排。 

 生詞教學的選擇，主要選擇為挑選課文中教學詞彙在 TOCFL B1 等級以

上的，其中有一個詞彙「試」是屬於 TOCFL A2等級，但跟「面」屬於 TOCFL 

B1等級相結合成一個詞彙「面試」已納入生詞教學的選擇。詳如下表及編

輯例句。 

表四-38 第一課：找工作-生詞表
23
 

A1： 0.00 %A2： 4.76 %B1： 33.33 %B2： 28.57 %C1： 28.57 %None： 4.76 % 

詞彙 注音 漢語 

拼音 

詞性 越南語 TOC

FL 

來源 

序號 

出處 

 

靠近     
 

kàojìn VA gần ,cạnh B2   

 我們公司靠近土城捷運站二號出口。  6041 自編 

在     
 

zài VA ở ,tại B2   

             1.我們公司在勝利路 1 號。 

            2.他目前不在位子上，請問您哪裡找？ 

6039 

3002 

自編 

泰山 

出口     
 

chūkŏu N      cửa, nối ra C1   

 1.就業服務站靠近台北車站三號出口。 

2.我們公司工廠之緊急出口空間較大。 

6043 

6044 

自編 

自編 

預約    
 

yùyuē VA     hẹn trước C1   

 1.我可以跟你預約面試時間嗎？ 6037 自編 

                                                      
23
加入泰山職業訓練中心編制的「新住民快樂學中文-中文變得好簡單」（簡稱-泰山）及新住民

家庭成長協會編制的「新移民日常用語口袋書」（簡稱-協會）的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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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謝謝光臨。這是我們的名片，下次可以先打電 話

過來預約。 

3177 泰山 

人事     
 

rénshì N      nhân sự  B2   

 1.第一公司人事部您好，我姓張很高興為您服務。 

2.請問你們公司人事部要怎麼走？ 

5122 

6045 

google 

自編 

部      
 

bù M     bộ/ban/ 

phòng 

B1   

為      
 

wèi VA      vì /được C1   

 1.第一公司人事部您好，我姓張很高興為您服務。 5122 google 

 2.您好，有什麼可以為您服務的嗎？ 2159 口袋書 

服務     
 

fúwù N      phục vụ C1   

 第一公司人事部您好，我姓張很高興為您服務。 5122 google 

叫     
 

jiào VS     gọi /là/tên là B1   

 我姓阮，叫阮月蘭。 6015 自編 

捷運     
 

jiéyùn N      tàu điện C1   

 1.公司附近有捷運站嗎？ 

2.我們公司靠近土城捷運站二號出口。 

6040 

6041 

自編 

自編 

面      
 

miàn N     mặt B1   

試      
 

shì VA  面試 phỏng vấn A2   

 1.聽說這裡有晚班的職缺，我可以面試嗎？ 

2.我可以跟你預約面試時間嗎？ 

6035 

6037 

自編 

自編 

晚      
 

wăn VS     muộn B1   

班      
 

bān M    ca/ lớp B2   

 1.聽說這裡有晚班的職缺，我可以面試嗎？ 

2.請問晚班的工作時間是幾點到幾點？ 

6035 

6036 

自編 

自編 

到      
 

dào Prep   tới B1   

 很高興再見到你！ 5071 google 

職缺     
 

zhí quē       tuyển dụng 

người 

N   

 1.聽說這裡有晚班的職缺，我可以面試嗎？ 

2.請問你們有工作職缺嗎？ 

6035 

5123 

自編 

google 

好      
 

hăo Conj   tốt,đẹp,chào 

你好 Xin chào bạn. 

B2  

2123 

 

口袋書 

可以     
 

kěyǐ VS    có thể/được B1   

 1.我可以跟你預約面試時間嗎？ 

2.請問可以調整上班時間嗎？ 

6037 

6046 

自編 

自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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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請問可以調整輪班時間嗎？ 6047 自編 

號24      
 

hào VA     số C1   

 1.可以告訴我你的電話號碼嗎？ 

2.我的電話號碼是 0912345678。 

6016 

6017 

自編 

自編 

點      
 

diăn Adv     ít chút/ giờ  B1   

 1.請問晚班的工作時間是幾點到幾點？ 

2.下午 6 點到午夜 12 點。 

6036 

5126 

自編 

google 

張      
 

zhāng （姓）   Họ Trương 

我姓張。 

B2  

5122 

 

google 

阮 阮 ruǎn  （姓）    Họ Nguyễn   

 我姓阮，叫阮月蘭 6015 自編 

2.2生詞錄影剪接及呈現方式 

如同「課文錄影剪接及呈現方式」，也針對詞彙進行錄影剪接。 

生詞練習的種類 

練習 1 詞語擴展（培養寫短句能力) 

在這個部分你會看到例句 ở phần này các bạn sẽ thấy một số ví dụ như sau ： 

阮月蘭 

我叫阮月蘭 

我姓阮，叫阮月蘭 

張先生 

他是張先生 

他是人事部主管張先生 

請按照我們給予的詞語「陳小明」及「陳先生」進行詞語擴展造句。 

Hãy căn cứ theo từ「陳小明」và từ 「陳先生」tiến hành phát triển từ ngữ tạo câu. 

練習 2：請進行詞語替換練習。（培養寫短句、造句能力) 

在這個部分你會看到一些例句，請按照（----）中給予的詞語，進行詞語

替換練習。 

ở phần này bạn sẽ thấy một số câu ví dụ, hãy dựa theo các từ đề trong （--）, tạo 

câu.  

例句 1：張先生您好，我姓阮，叫阮月蘭。 

        您好，我      叫          。 陳小姐，姓趙，趙小明 

例句 2： 聽說這裡有晚班的職缺，我可以面試嗎？ 

聽說這裡有         我可以          嗎？就業博覽會，報名 

例句 3： 請問晚班的工作時間是幾點到幾點？ 

                                                      
24

 鐘鎮城教授認為「出口、預約、號，這幾個詞彙在功能識字是簡單 C1 等極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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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          的時間是幾點到幾點？ 開幕時間 

例句 4：我們公司在勝利路路 1號。 

就業服務中心在     路         號。水源路，15 

例句 5：可以告訴我你的電話號碼嗎？ 

可以告訴我你的                  嗎？地址/護照號碼/居留證號碼 

例句 6： 我可以跟你預約面試時間嗎？ 

我可以跟你                   嗎？預約面試時間/預約掛號 

例句 7： 我可以跟你預約面試時間嗎？ 

請問可以                      嗎？調整上班時間/預約時間/調整輪

班時間 

例句 8： 公司附近有捷運站嗎？ 

      附近有                  嗎？你家/工廠/就業服務站 

                                  公車站/火車站/捷運站 

例句 9.我的電話號碼是 0912345678 

我的              是              。地址/護照號碼/居留證號碼 

                          淡水街 5號/A123456789/BC87654321 

生詞練習 3：請按照例句進行造句（培養寫短句、造句能力) 

例句 1： 聽說這裡有晚班的職缺，我可以面試嗎？ 

聽說這裡有         我可以          嗎？ 

例句 2： 請問晚班的工作時間是幾點到幾點？ 

請問          時間是幾點到幾點？ 

例句 3：就業服務中心在水源路 15 號。 

                  在               。 

例句 4：可以告訴我你的電話號碼嗎？ 

可以告訴我                  嗎？ 

例句 5： 我可以跟你預約面試時間嗎？ 

我可以跟你                   嗎？ 

例句 6：請問可以調整上班時間嗎？ 

請問可以                      嗎？ 

例句 7： 公司附近有捷運站嗎？ 

      附近有                  嗎？  

例句 8.我的電話號碼是 0912345678。 

我的              是              。 

生詞練習 4：選詞填空（培養閱讀，聽力) 

聽聽看然後，請在 4 個詞語選擇 1個適合的詞語填空。 

Nghe và hãy chọn 1 từ vựng thích hợp điền vào chỗ trống trong 4 từ vự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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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缺、人事部、地址，預約面試 

昨天下午阮月蘭打電話到第一公司詢問工作職缺 。接聽電話的是人事

部主管張先生。張先生說「公司有晚班的職缺」。聽完後阮月蘭好高興，

她詢問張先生第一公司的地址 。並與張先生預約面試時間。 

3.第一課找工作漢字選擇編制 

 首先從課文中的 179 個漢字刪除重復出現的字，剩下 89個漢字。並運

用 ACCESS全漢字檢索系統-內容分析功能進行分析部件出現比例，然後按

照出現有共同部首的漢字，選作本課的漢字教學。89個漢字內容，詳細如

下： 

「第一公司人事部您好我姓張很高興為服務先生阮叫月蘭小姐你請問有 

什麼嗎們工作職缺聽說這裡晚班的可以面試時間是幾點到下午夜跟預 

約星期兩地址在勝利路號附近捷運站靠土城二出口告訴電話碼再見」。 

第一步驟：把這些漢字在 ACCESS全漢字檢索系統-進行內容分析，詳見（附

錄十：第一課 找工作漢字部件列表），但擁有共同部件的漢字眾多因此我

們進一步節選共同部首的漢字。 

其中以「口」為部件的漢字佔比例最高，有 17個漢字「司、部、高、 

興、叫、問、嗎、說、可、點、路、號、站、靠、口、告、話」，其中「司、

叫、問、嗎、可、口、告」是以「口」部首。 

其次以「一」為部件為 11個，但僅有兩個漢字「一、下」是以「一」

為部首。 

接著以「 」為部件有 7個，其中有 4 個「你、 什、們、 作」以「 」

為部首。 

第四以「言」、「月」、「日」各有六個漢字，每組都有四到五個漢字以

原來的部件為漢字的部首。 

「言」：請、 說、試、訴、話。 

「月」： 服、月、有、期。 

「日」： 晚、時、是、星。 

第五以「門」、「 」、「 」、「土」為部件各有四個漢字，但以「門」、

「 」、「 」、「土」為部首的漢字僅占少數。 

「門」： 問。 

「 」：先。 

「 」：地、址、城，加上兩個以「土」為部首「在、土」共有 5 個漢

字。 

除外以「女」為部件，同時也是漢字的部首有「好、姓、姐」。 

以「 」為部件，同時也是漢字的部首有「這、近、運」。 

第二步驟我們節選有 5個以上共同部首的漢字作為漢字教學。 

表四-39 第一課：找工作，部首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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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口」部首 以「言」為部首 

司、叫、問、嗎、可、口、告 請、說、試、訴、話 

先以 2個部首「口」、「言」進行漢字教學。（培養漢字歸納，形近漢字

分辨) 

表四-40 第一課：找工作-漢字練習，聽聽看找出正確的答案 

部首「口」漢字練習 

1.學習者聽到「請問」 

共四個選項 

①請間  ②請問  ③請們  ④4請門 

2.學習者聽到 「可以」 

共四個選項 

①司以  ②可以  ③河以  ④伺以 

3.學習者聽到「嗎」 

共四個選項 

①嗎  ②馬  ③碼  ④螞 

4學習者聽到「告訴」 

共四個選項 

①靠訴  ②浩訴  ③告訴  ④哠訴 

部首「言」漢字練習 

1.學習者聽到「請問」 

共有四個選項 

①情問  ②清問  ③請問  ④積問 

2.學習者聽到「聽說」 

共有四個選項 

①聽話  ②聽悅  ③聽帨  ④聽說 

3.學習者聽到「電話」 

共有四個選項 

①電話  ②電化  ③電活  ④電說 

4.學習者聽到「預約面試」 

共有四個選項 

①預約緬試  ②預約面試  ③預約面

談  ④預約見面 

表四-41 第一課：找工作-漢字練習，回答下列問題 

1.請問「口」字有幾畫？ 

①一畫.. ②兩畫.. ③三畫 

2.跟「口」有關的漢字有哪些？ 

①司、叫 

②問、嗎 

③可、口、告 

④司、叫、問、嗎、可、口、告，都是 

1.請問「言」字有幾畫？ 

①5畫.. ②7畫.. ③六畫 

2.跟「言」有關的漢字有哪些？ 

①請 

②說 

③試 

④訴 

⑤話 

⑥請、說、試、訴、話，都是 

4.第一課：找工作 語法選擇編制（培養語法歸納使用） 

語法學習 1：「可以          嗎？」 

例句：我可以跟您改約後天面試嗎？25 

陳述句用「可以          嗎？」來詢問或徵求對方意見，有商量、請求

                                                      
25
語料序號-3141，出處-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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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 

例如 1： 我可以跟你預約面試時間嗎？ 

例句 2.請問可以調整上班時間嗎？ 

例句 3.請問可以調整輪班時間嗎？ 

語法練習 2：「有」字句,參考於 Nguyen Thi Thanh Liem 譯（2011：15）《對

外漢語教程第一冊-下》 

「有」字句可以表達領有。 

例句１：A：請問你們有工作職缺嗎？ 

        B：有 

例句 2： A：你有沒有工作？ 

         B：沒有 

（二） 第三單元：寫作 

 在本單元將接合「第一單元，生活會話，公司工作篇 第一課：找工作」

編製「第二課：履歷表」教學寫作 

1.第二課：履歷表編輯過程 

目前履歷表樣式種類眾多，然而針對新移民學習者設計的履歷表，應

從簡單、基本的格式開始。2014年 4 月 11筆者參加臺北市就業服務處承

德就業服務站（簡稱：就業站）主辦的「103年第 1場【外籍配偶就業研

習班】」取得的履歷表表格。詳見 （附錄十一：履歷表）加以修正作為課

文寫作教學內容。也進行課文及生詞表字彙重現比例（附錄十二-第二課：

履歷表字彙重現比例表） 

圖四-11 為第二課履歷表內容呈現結構圖每種練習都有不同學習目

標。 

語言及 

注音拼音 

 人物 

介紹 

 生詞 

練習 

 漢字 

練習 

 語法 

練習 

 課文 

練習 

 學習 

指引 

             

1.中文 

2.越南語 

3.注音拼音 

 1.生詞教學 

2.生詞擴展 

3.聽聽看找出正確答案 

4.選詞填空 

5.詞語替換 

 1.人部練習 

2.日部練習 

 1.「是」

字句 

2.中文年

月日的用

法 

 1.履歷表寫作指

引 

2.說說看 

3.請用注音或拼

音在空格內打一

分履歷表 

4.填一填履歷表 

圖四-11 寫作第二課：履歷表內容呈現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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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課文語料取樣 

表四-42 第二課：履歷表-詞彙語料來源 

順序 課文語料 出處 順序 課文語料 出處 

1 履歷表 就業站 7 聯絡手機 就業站 

2 姓名 就業站 8 聯絡地址 就業站 

3 性別 就業站 9 Email 就業站 

4 出生年月日 就業站 10 最高學歷 就業站 

5 身分證字號 就業站 11 工作經驗、專長 就業站 

6 聯絡電話 就業站 12 應徵職務 就業站 

1.2課文錄影剪接及呈現方式（編寫成課文內容如下） 

 錄影剪接方式與生活會話教學相同，在此不多作贅述。 

學習者看到一段影片及履歷表格式影

片 

你好，這是我的履歷表。 

履歷表上有我的姓名。 

我的姓名是：李氏賢。 

請問你的姓名是什麼？ 

履歷表上也有我的性別。 

我的性別是：女性 

請問你的性別是什麼？ 

這裡是我的出生年月日。 

我的出生年月日是 1999年 1月 23日。 

請問你的出生年月日？ 

這裡是我的身分證字號。 

我的身分證字號是 A123456789。 

請問你的身分證字號？ 

這裡是我的聯絡電話。 

我的聯絡電話是：02-23567891。 

請問你的聯絡電話？ 

這裡是我的聯絡地址。 

我的聯絡地址是：台北市中正區同安街 1

號。 

請問你的聯絡地址？ 

今天我要寫履歷表，想應徵的職務是保母。 

請問你要應徵的職務是什麼？ 

我的專長是照顧孩子，加上我取得丙級保

母證照。我會盡力做好這份工作。 

可以告訴我你的專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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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2 履歷表格示範例圖 

1.3課文及練習及呈現方式 

詳細如下： 

  課文練習 1 履歷表寫作指引影片（中越對照） 

表四-43 第二課：履歷表寫作指引 

個人基本

資料 

包含姓名、年齡、性別、電話、住址、身分證號碼等，這些基本資

料必須填寫清楚，以便日後能夠聯絡。 

最高學歷 就讀過的最高學歷，並註明學校科系、畢業（肄業）、修業起訖年

月。 

工作經驗 

 

曾工作過的內容，沒有工作經驗，可以寫打工、社團或當志工的經

驗。註明職稱及說明工作內容，幫助企業了解個人經驗、特質等。 

專長 

 

個人具備的才藝專長或在校所學的專業項目，以提供企業作為衡量

工作領域的依據。 

另外，有關外語能力及領有專業執照的項目，都可以填寫，增加個

人的價值。 

應徵職務 

 

一般公司對外應徵項目可能不只一項，因此應徵職務一定要註明清

楚。 

 課文練習 2：說說看（培養說與閱讀能力） 

 說一說以課文內容加以延伸，給予學習者一些句子結構，進行練習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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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說。 

學習者看到一段影片，影片裡的人物提出一些問題，學習者回答問題。 

如： 

表四-44 第二課：履歷表-說說看 

1.請問你的姓名是什麼？ 

我的姓名是：                 。 

2.請問你的性別是什麼？ 

我的性別是                  。 

3.請問你的出生年月日？ 

我的出生年月日是    年    月   日 

4.請問你的身分證字號？ 

我的身分證字號是                

5.請問你的聯絡電話？ 

我的聯絡電話是                  

6.請問你的聯絡地址？ 

我的聯絡地址是                  。 

7.請問你要應徵的職務是什麼？ 

我要應徵的職務是            

8.可以告訴我你的專長嗎？ 

我的專長是：                  

練習 3：請用注音或拼音在空格內練習用電腦寫一份履歷表（培養用電腦進行寫

作能力） 

在這個部份我已把生詞寫在上方請你用注音或拼音用電腦再打一遍。 

表四-45 第二課：履歷表-請你用注音或拼音用電腦再打一遍 

1.履歷表 

2.姓名： 

3.性別： 

4.出生年月日 

5.聯絡電話 

6.聯絡地址 

7.最高學歷 

8.工作經驗 

9.性別 

10.身分證字號 

11.聯絡手機 

 

練習 4：填一填履歷表（培養用電腦填寫履歷表能力） 

表四-46 第二課：履歷表-填一填 

1.姓名： 

2.性別： 

3.身分證字號 

4.聯絡電話 

5.聯絡手機 

6.聯絡地址 

7.最高學歷 

8.工作經驗，專長     9.應徵的職務： 

2.1第二課履歷表生詞編製，詳見（附錄十三：第二課 履歷表 TOCFL 8000

詞詞彙統計） 

依履歷表 TOCFL 8000 詞詞彙統計資料顯示 A1： 30%佔比例最高，

其次是 B1： 20%，接著是 B2、C1：各佔 17.50%，第四是 A2： 10% ，

最後是 None： 5%，此詞彙適合華語為中級以上程度的新移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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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47 第二課：履歷表詞彙表26 

生詞 注音 漢語拼音 越南語 詞性 等級  語料出處 

履歷  lǚlì lí lịch  N C1     就業站 

表  biăo biểu N  B1     就業站 

履歷表 biểu sơ yếu lí lịch                                          自編 

這是履歷表 đây là biểu sơ yếu lý lịch                                自編 

姓名  xìngmíng họ tên N A1     就業站 

姓名：阮月蘭 họ tên ：Nguyễn Nguyệt Lan          自編 

性別  xìngbié giới tính N B1      就業站 

男 
 nán nam N A1      google 

女 
 nǚ nữ N A1      google 

出生 
 chūshēng ngày sinh VA A1      就業站 

年 
 nián năm N  B1      就業站 

月 
 yuè tháng  N  A1       就業站 

日 
 rì ngày  N  A1       就業站 

例如 1977 年 9 月 22 日                                          自編 

Ngày 22 tháng 9 năm 1977                                          自編 

Ngày 22 tháng 9 năm 1977                                          自編 

身分證  shēn fèn 

zhèng  

chứng minh 

thư nhân dân 

 N 

字  zì chữ N  A1       就業站 

號  hào số VA  C1       就業站 

身分證字號 ：chữ số giấy chứng minh thư nhân dân                     自編 

我的身分證字號是 B234567890                                     自編 

chữ số giấy chứng minh thư nhân dân của tôi là B234567890               自編 

聯絡  liánluò liên lạc VA B1       就業站 

電話 
 diànhuà điện thoại N  A1       就業站 

聯絡電話 ：điện thoại liên lạc                                       就業站 

我的聯絡電話是：0912345678 Điện thoại liên lạc của tôi là：：0912345678   自編 

地址  dìzhǐ địa chỉ N A2       就業站 

聯絡地址：địa chỉ liên lạc                                           就業站 

這裡是我的聯絡地址 đây là địa chỉ liên lạc của tôi                      自編 

我的聯絡地址是：台北市中正區同安街 1 號                          自編 

địa chỉ liên lạc của tôi là số nhà 1 phố Tong an khu zhong zheng Thành phố Đài Bắc. 

E.mail E.mail E.mail E.mail           就業站 

最  zuì nhất Adv  A2       就業站 

                                                      
26
因詞彙量較少，選取所有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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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gāo cao VS  A1       就業站 

學歷  xuélì học lực N B2       就業站 

最高學歷：học lực cao nhất                                           就業站 

國小 
 guóxiăo tiê ù học cấp 

một 

N B2       google 

國中 
 guózhōng phổ thông 

trung họccấp 

hai 

N B1       google 

高中 
 gāozhōng phổ thông 

trung họccấp 

ba 

N B1       google 

大學 
 dàxué đại học N  A1       google 

研究所 
 yánjiùsuǒ viện nghiên 

cứu 

N C1       google 

應徵  yìngzhēng ứng tuyển VA C1      就業站 

職務  zhíwù chức vụ , công 

việc 

N C1      就業站 

應徵職務 ứng tuyển công việc                                        就業站 

她要應徵職務是保母：cô ấy muốn ứng tuyển công việc bảo mẫu.          自編 

工作  gōngzuò công việc/ 

việc làm 

VA  B1      就業站 

經驗  jīngyàn kinh nghiệm VS  B1      就業站 

與  yŭ và  Prep  B1      就業站 

期許  qí xŭ kỳvọng M B2      就業站 

廚房  chú fáng nhà bếp N  A1      google 

助手  zhùshǒu trợ lý N C1      google 

廚房助手：trợ lý nhà bếp                                           google 

電子  diànzĭ điện tử N B2      google 

工廠  gōngchăng công xưởng N A1      google 

保母 保母 băo bảo mẫu VA B2      google 

專長  zhuān cháng  sở trường  N      就業站 

保母人員技術士                                N N      google 

美容技術士    N N      google 

女子美髮技術士    N N      google 

2.2第二課履歷表生詞練習編制 

練習 1詞語擴展 

在這個部分你會看到例句 ở phần này các bạn sẽ thấy một số ví dụ như sa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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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歷表 

這是履歷表 

這是我的履歷表 

出生年月日 

這是我的出生年月日 

我的出生年月日是 1999年 1 月 23 日 

請按照我們給予的詞語「地址」及「出生年月日：1977 年 9 月 22日」進

行詞語擴展造句。 

Hãy căn cứ theo từ「地址」và từ 「出生年月日：1977年 9月 22 日」tiến hành 

phát triển từ ngữ tạo câu 

練習 2：聽聽看找出正確的答案 

表四-48 第二課：履歷表-聽聽看找出正確的答案 

1.學習者聽到「這是履歷表」 

三個選項 

①履歷表   

②這是履歷表 

③這是身分證 

2.學習者聽到「性別：男」 

兩個選項 

①性別：女 

②性別：男 

3. 學習者聽到「我的聯絡電話是

02-23123456」 

①我的聯絡電話是 02-23123456 

②我的聯絡地址是 02-23123456 

③我的聯絡手機是 02-23123456 

 

4.學習者聽到「我的身分證字號是 A123456789」 

三個選項 

①我的身分證字號是 A123456789 

②他的身分證字號是 A123456789 

③我們的身分證字號是 A12345789 

5.學習者聽到「她要應徵職務是廚房助手」 

①她要應徵職務是廚房廚師 

②她要應徵職務是廚房助手 

③她要應徵職務是廚房主廚 

6學習者聽到「學歷：高中畢業」 

①學歷：大學畢業 

②學歷：國小畢業 

③學歷：高中畢業 

7.學習者聽到「保母人員技術士」 

①美容技術士 

②女子美髮技術士 

③保母人員技術士 

生詞練習 3：選詞填空 

聽聽看然後，請在 3 個詞語選擇 1個適合的詞語填空。 

學習者聽到： 

表四-49 第二課：履歷表-選詞填空 

1.「你好，這是我的履歷表。」 

你好，這是我的          。三個選項 

①身分證 

②履歷表 

6.「出生年月日 1999年 1月 23 日。」 

出生年月日         。三個選項 

①1977年 2月 23日 

②1999年 7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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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申請表 

2.「履歷表上有我的姓名。」 

履歷表上有我的       。三個選項 

①性別 

②名字 

③姓名 

3.請問你的姓名是什麼？ 

請問你的     是什麼？三個選項 

①姓名 

②名字 

③性別 

4.「履歷表上也有我的性別。」 

履歷表上也有我的     。三個選項 

①姓別 

②姓名 

③地址 

5.「請問你的性別是什麼？」 

請問你的     是什麼？三個選項 

①電話 

②姓別 

③姓名 

11.「聯絡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同安街

1號」 

聯絡地址   市   區  號。三個選項 

①台北市中正區同安街 1號 

②台中市中正區同安街 1號 

③台北市中山區同安街 1號 

③1999 年 1 月 23 日 

7.「請問你的出生年月日？」 

請問你的            。三個選項 

①身分證字號 

②出生年月日 

③出生日期 

8.這裡是我的身分證字號。 

這裡是我的            。三個選項 

①身分證字號 

②出生年月日 

③居留證號碼 

9.「請問你的身分證字號」 

請問你的              。三個選項 

①出生年月日 

②居留證號碼 

③身分證字號 

10.「這裡是我的聯絡電話」 

這裡是我的          。三個選項 

①聯絡電話 

②聯絡地址 

③聯絡手機 

12「請問你要應徵的職務是什麼？」 

請問你要       是什麼？。三個選項 

①要找的工作 

②要應徵的職務 

③要面試的職務。 

生詞練習 4：詞語替換練習 

(1).請問你的姓名是什麼？ 

請問你的       是什麼？（性別/聯絡地址/聯絡電話/聯絡手機/應徵職務） 

(2).我的姓名是李氏賢。 

我的  1  是   2  （1：聯路電話/聯絡地址/聯絡手機/居留證號碼/身分證字號） 

                 （2：02-23567891/台北市中山區同安街 1號/ 0912345678  

                   /HD01607912/ A123456789） 

3.第二課履歷表漢字選擇編制 

 同樣從課文及生詞表中的 330個漢字，刪除重復出現的字，剩下 109個漢字。

並運用 ACCESS全漢字檢索系統-內容分析功能進行分析部件出現比例、然後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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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有共同部首的漢字，選作本課的漢字教學。109個漢字內容，詳細如下： 

「機最經驗小國高大學研究所廚房助手廠人員容美髮技術士李氏賢姓名也有女

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字電話裡台北市中正區同安街號聯絡地址今天寫履歷表想

請問要應徵職務什麼是顧孩子加上取得丙級保母證照會盡力做好這份工作可以

告訴我你的專長嗎」（詳見附錄十四：第二課：履歷表漢字部件列表） 

我們以同一個部首累積計算，有五個以上的漢字進行教學 

兩課的漢字共同部首為「人部」有：「你、作、以、人、什、今、保、做、份、

們」 

兩課的漢字共同部首為「日部」有：「日、是、晚，時、星」 

 漢字練習 

表四-50 第二課：履歷表-漢字練習，聽聽看找出正確的答案 

部首「人」漢字練習 

1.學習者聽到「你好」 

共三個選項 

①您好  ②你好  ③妳好 

2.學習者聽到 「工作」 

共三個選項 

①工作  ②做工  ③工做 

3.學習者聽到「可以告訴我你的專長

嗎？」 

共三個選項 

①何以告訴我你的專長嗎？ 

②可以告訴我你的專長嗎？ 

③和已告訴我你的專長嗎？ 

4學習者聽到「人員」 

共三個選項 

①員工  ②人們  ③人員 

5.學習者聽到「請問你的姓名是什

麼？」共三個選項 

①請問你的姓名是什麼？ 

②請問你的姓名是怎麼？ 

③請問你的名字是什麼？ 

6.學習者聽到「保母」 

共三個選項 

①保母  ②人員  ③工作 

部首「日」漢字練習 

1.學習者聽到「出生年月日」 

共有三個選項 

①出生年月日②出生年月號 ③出生日期  

2.學習者聽到「我的姓名是李氏賢」 

共有三個選項 

①她的姓名氏李氏賢  

②我姓名是李氏賢   

③我的姓名是李氏賢   

3.學習者聽到「晚班」 

共有三個選項 

①早班  ②晚班  ③夜班   

4.學習者聽到「請問晚班的工作時間是幾

點到幾點」 

共有三個選項 

①請問晚班的工作時候是幾點到幾點？  

②請問晚班的工作十間是幾點到幾點？ 

③請問晚班的工作時間是幾點到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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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51 第二課：找工作-漢字練習，回答下列問題 

1.請問「人」字有幾畫？ 

①1畫.. ②2畫.. ③3畫 

2.跟「人」有關的漢字有哪些？ 

①你、作、以、人 

②什、今、保、做 

③份、你、作、人 

④你、作、以、人、什、今、保、做、

份、們，都是 

1.請問「日」字有幾畫？ 

①4畫.. ②3畫.. ③5畫 

2.跟「日」有關的漢字有哪些？ 

①日、是、晚 

②晚、時、星 

③日、是、晚、時、星，都是 

4.第一課：找工作 語法選擇編制 

語法練習 1： 「是」字句 

 「是」字句是由判斷動詞「是」做謂語構成的句子，主要表示判斷。

所謂判斷是說明事物等於和屬於什麼。結構是：A 是 B 

 例句：(1).她的性別是女性。 

       (2).我的姓名是李氏賢。 

       (3).我的聯絡電話是 02-23567891 

語法練習 2：「年、月、日」的用法 

語法參考於 Nguyen Thi Thanh Liem 譯（2011：86）《對外漢語教程第一冊-

下》 

（1）年的讀法： 

 1999年 yī jiǔ jiǔ jiǔ  nián  

 1977年 yī jiǔ qī qī  nián  

 2014年 èr líng líng sì  nián  

 （2）12 個月份的名稱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日期名稱 

一日      一號     六日    六號 

「日」和「號」都表示某一天，「日」用於書面語，「號」用於口語。 

 （4）中文日期表達順序是：年-月-日與越南語不同。 

1999年 1 月 23 日       1999 年 1 月 23 號 

1977年 9 月 22 日       1977 年 9 月 2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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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現今的網路資源豐富，學習者可以通過網路學習到多元的學習內容。

但針對新移民來說，到目前為止還未有一個以第二語言教學模式進行華語

文學習的平台。筆者在第三章第四節曾分析目前現有的教學平台，如「新

住民快樂學中文，中文變得好簡單」及「來去華語 100句」的內容。教學

方式仍以一句一句的教學形式，在實際生活還有部分差距，加上沒有一個

平台進華語詞語等級的評估，跟第二語言教學的理論還是有落差。 

 「新移民華語學習網」從語料的選擇、到課程的編寫都考慮到新移民

華語文學習的實用性、針對性並以功能性教學為主，結構性教學為輔，滿

足新移民華語文學習需求。 

 網站設計編排參考美國針對新移民建立的 U.S.A.Learns 網站設計形式，

也綜合目前已有的新移民華語教材所提供的練習形式，提供學習者多元化

的練習，達到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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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邁向第二語言模式「新移民華語學習網」測試及評估行動 

一、「新移民華語學習網」測試及評估行動實施說明 

在第三章第一節筆者已列舉 Sagor（1993：8）指出行動研究法步驟於

實證研究中，包含以下的步驟 

第一步驟：開始行動 Initiating action 

第二步驟：監控和調整行動 Monitoring and adjusting action 

第三步驟：評估動作 Evaluating action 

（一）第一步驟是「開始行動 Initiating action」 

本研究對象是新移民，因此研究者先對新移民的各項議題做初步探討，

了解學習者學習背景、新移民成人學習特性、學習策略、學習動機。 

設計問卷調查了解新移民華語文網路學習需求，這也是 Brown（2007）

第二語言課程發展過程以及 Dick＆Carey（1990，引自徐新逸、施郁芬譯，

2003）多媒體需求評估及分析 1.了解學生學習背景、學習需求分析，進行

設計問卷調查 

 問卷內容是研究者參考相關文獻及根據新移民成人學習特性設計

為原則，在經過指導教授討論、確定後編製而成，詳見（附錄五：新移民

學習華語文網路課程需求問卷（華語）。本研究的問卷調查分為四種版本：

華語版、華語-越南語版、華語-泰語板及華語-印尼語版） 

2.按照問卷結果，及語料蒐集編碼，決定課程內容順序，結構。 

3. 編寫教案及教學材料與資源 

在編寫教案，我們運用 Dick＆Carey 所提出的前端分析類型的科技分

析、媒體分析、現有資源分析、多媒體教學設計 

（二）第二步驟是「監控和調整行動 Monitoring and adjusting action」 

 研究者將所規劃的課程進行開班實施行動研究。 

進行課堂教學之前，進行訪談專家學者及以往曾設計新移民華語教學

網站者意見（包含文獻裡之研究經驗）之後再進行課堂教學。 

教學過程訪談蒐集資料，監控實施過程的成效，調整修正直到達到教

學目標為止。 

（三）第三步驟是「評估動作 Evaluating action」 

評估包括對學生學習的評估、對老師教學的評估、對班級經營評估 

主要內容為檢視整個行動過程的結果，評鑑反省整個行動研究的過程，

修正行動策略、撰寫研究報告。 

由於課程僅是開始階段，目前僅試著編寫兩篇課程的教學內容，讓新

移民學習者體驗，共有 5位新移民體驗實證研究課程。 

每次僅針對一位新移民進行教學。 

教學地點：臺北市新移民會館（南港區）臺北市南港區八德路 4 段 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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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1號。新北市仁愛國民小學（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 488 號）。果汁店（臺

北市中正區同安街）。 

教學時間 2014 年 4 月 22日早上、2014 年 4月 25日早上 

進行一次焦點團體評估教學內容，時間為 2014年 4 月 22 日下午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綜合大樓 705教

室共有 7 位同學參與，其中有三位為新移民。 

二、體驗實證研究學習者的背景 

 有兩位來台時間為 3 年，三位來台時間為五年，但在華語學習上大多

數的學習者都能用簡單的中文溝通。在讀寫方面仍需要加強，詳細如下： 

表四-52 新移民參予體驗「新移民華語學習網」課程學習者的背景 

學習者 來台時間 國籍 是否參加華語課程 

A 3年 越南 是，參加過 36 個小時華語課程。 

B 3年 越南 否 

Ｃ 5年 越南 是，曾參加國小補校華語課程，學習

華語時間為 3年，每周三次。 

Ｄ 5年 越南 否 

Ｅ 5年 越南 是，在越南曾上華語專班三個月。 

針對每位學習者都進行 280分鐘的華語課程內容及目標，詳如教案內

容。 

三、新移民華語文網路教學教案內容 

（一）第一課「找工作」教案 

表四-53 華語教學 第一課：「找工作」 教案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生活會話-公司工作 

第一課：找工作 
設計者 裴氏越河 

班  級 中級華語 人  數 １ 

適用年級 19歲到 40歲 教學時間 140分鐘 

教材研究 網路課程，學習者自學（可進行同步或非同步教學） 

學生 

學習條件分析 

生活華語 

學生為新移民，在台灣生活，年齡從 19歲到 40 歲，中文

程度為中級程度 

教學方法 溝通教學法、直接教學法、聽說教學法、翻譯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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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新移民華語學習網 

http：//huayushool.blogspot.tw/ 

評量方式 

課堂參與（發表意見、參

與討論等等） 40％ 

學習單 70％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一、認知方面： 

1.學習掌握課文詞彙。 

2.熟練課文句型。 

3.瞭解課文的內容。 

4.學習課文裡的主要漢字。  

二、技能方面： 

1.通過課程表達自己的意見。 

2.新移民了解求職常用詞語。 

3.能將學習內容，思考轉化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4.能分辨形近漢字，並熟練漢字筆順。 

三、情意方面： 

1.課程參與。 

2.對課程內容感興趣。 

教學活動與步驟 

（第一堂課） 

老師與學

生角色 

教學目

標 

教學

時間 

教學

資源 

評鑑

依據 

老師

觀察

並做

紀錄 

步驟 1：開始 

師生問候 

步驟 2：引起動機 

詢問新移民學習者是否使用過華語

網路課程。 

對：找工作為主題的課文是否感興

趣。 

老師角

色： 

引導者 

學生：學

習者 

 

 

 

 

0分 

- 

2.5

分 

 

 

 

無 

 

 

 

 

 

田野

紀錄 

步驟 3：課文聽讀 

-學生聽課文內容 

（求職者打電話語境） 

-學習者聽課文裡一句、一句的內容。 

-看中越翻譯及漢語-拼、注音 

-學習者朗讀課文 

老師角

色： 

引導者 

學生：學

習者 

培養聽

力 

閱讀能

力 

0.25

- 

40分 

網路 參 

與 

度 

田野

紀錄 

步驟 4：生詞學習 老師角 培養 40分 網路 參 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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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生詞教學影片。 

-聽生詞單元 

-閱讀生詞單元 

色： 

引導者 

學生學習

者 

聽力 

閱 讀 能

力 

- 

60分 

與 

度 

紀錄 

步驟 5：生詞練習 

練習 1詞語擴展 

練習 2：請進行詞語替換練習 

練習 3：請按照例句進行造句 

練習 4：選詞填空 

學習者主

動學習做

作業 

 40分 

-100

分 

網路 管理

後臺

學習

成效 

學習

紀錄 

步驟 6：語法學習與練習 

學習 1「可以          嗎？」 

練習 2：「有」字句 

請學習者用「可以          嗎？」 

及「有」字句進行造句 

學習者主

動學習做

作業 

 100

分- 

120

分 

 管理

後臺

學習

成效 

學習

紀錄 

步驟 7：課文練習 

練習 1：聽聽看找出正確的答案 

練習 2：角色扮演 

學習者主

動做作業 

 120- 

140 

 管理

後臺

學習

成效 

學習

紀錄 

 

（二）第二課「履歷表」教案 

表四-54 華語教學 第二課：「履歷表」 教案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寫作編-公司工作 

第二課：履歷表 
設計者 裴氏越河 

班  級 中級華語 人  數 １ 

適用年級 19歲到 40歲 教學時間 140 分鐘 

教材研究 網路課程，學習者自學（可進行同步或非同步教學） 

學生 

學習條件分析 

華語寫作 

學生為新移民，在台灣生活，年齡從 19歲到 40 歲，中文

程度為中級程度 

教學方法 溝通教學法、翻譯教學法 

教學資源 
新移民華語學習網 

http：//huayushool.blogspot.tw/ 

評量方式 

課堂參與（發表意見、參

與討論等等） 40％ 

學習單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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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一、認知方面： 

1.學習掌握課文詞彙。 

2.熟悉履歷表格式。 

二、技能方面： 

1.能提升寫作能力。 

2.瞭解如何填寫履歷表。 

3.寫一份簡易的履歷表 

三、情意方面： 

1.課程參與。 

2.對課程內容感興趣。 

教學活動與步驟 

（第一堂課） 

老師與學

生的角色 

教學目

標 

教學

時間 

教學

資源 

評鑑

依據 

老師

觀察

並做

紀錄 

步驟 1：開始 

師生問候 

步驟 2：引起動機 

詢問新移民學習者是否使用過華語

網路課程。 

對：找工作為主題的課文是否感興

趣。 

是否填寫過履歷表？ 

老師角

色： 

引導者 

學生：學

習者 

 

 

 

 

0分 

- 

2.5

分 

 

 

 

無 

 

 

 

 

 

田 野

紀錄 

步驟 3：  

看介紹自己履歷表影片 

 

老師角

色： 

引導者 

學生：學

習者 

培養聽

力 

閱讀能

力 

0.25

- 

5分 

網路 參 

與 

度 

田 野

紀錄 

步驟 4：生詞 

-看生詞教學影片（聽生詞單元、閱

讀生詞單元） 

練習 1： 練習 1詞語擴展 

練習 2： 聽聽看找出正確的答案 

練習 3： 選詞填空 

老師角

色： 

引導者 

學生學習

者 

培養 

聽力 

閱 讀 能

力 

5分 

- 

60分 

網路 參 

與 

度 

田 野

紀錄 

步驟 5： 漢字 

人字，日字學習與練習 

老 師 角

色： 

識字 60- 

80分 

 參 

與 

田 野

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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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者 

學生學習

者 

度 

步驟 6：課文 

練習 1說一說 

練習 2.請再寫一遍 

練習 3：填一填 

練習 4： 填一填下載履歷表 

學習者主

動學習做

作業 

 80分 

-140

分 

網路 管理

後臺

學習

成效 

學 習

紀錄 

四、新移民華語學習網實施田野紀錄 

（一）教學田野紀錄 

 新移民學習者體驗共有 5位（以下分別以 A、B、C、D、E 來表示） 

 1.對「新移民華語學習網」課程建設的看法： 

田野紀錄1 

A：tớ hôn nào c ng lên mạng, nhưng chưa bao giờ thấy mạng dạy học dành cho 

di dân mới cả 「我的習慣是每天上網，但從來沒看過網路新移民華語課程」

（翻譯） 

D：chương trình dạy học cho di dân mới trên mạng à ？chắc là hay lắm đây「新

移民華語網路課程嗎？應該很有意思吧!」（翻譯） 2014年4月22日 

 田野紀錄2 

A：là do bạn viết à có phối hợp với đơn vị nào không？「是你寫的嗎？有沒有

跟其他單位合作？」（翻譯） 2014年4月22日 

Ｅ：làm mạng này chắc là phải mất nhiều thời gian lắm đây「這個課程應該花

很多時間才完成吧!」（翻譯）2014年4月25日 

B：tiếng trung của tớ c ng tạm tạm lúc nào thiết kế tiếp những bài sau nhớ nói 

với tớ nh  tớ đến làm diễn viên, dạy các bạn mới tới Đài loan là việc tốt 「我的

中文能力還不錯，什麼時候要設計新的學習單元記得告訴我，我來當演員，

教新來的朋友是很好的事。」2014年4月25日 

研究者在發放問卷過程當中常詢問新移民需要建設「新移民華語學習網」

嗎？在104份問卷當中有54份表示「非常需要」40份表示「需要」，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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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新移民都認為需要一個學習平台。 

 總的來看，新移民對「新移民華語學習網」的看法是保持期待的態度。

這也跟104分問卷調查結果所顯示出的結果相同。她們期待是一個可以隨

時隨地學習的華語文教學網站，也覺得建設新移民華語文學習網是非常重

要的工作。 

 2.對教學內容的看法 

A：tớ thấy được đấy , thết kế như v y là được r i.「我覺得很好啊! 這樣設計

很不錯。」（翻譯）2014年4月22日 

D：「角色扮演的單元字幕不清楚，如果設計字幕大一點、清楚一點會更

好。」（翻譯）2014年4月25日 

A：Nhiều luyện t p nữa vào thì tốt hơn đấy.「練習應多一點內容會更好」（翻

譯）2014年4月22日 

E：luyện chọn từ điền vào chỗ trống nếu có thêm hình ảnh âm thanh thi dễ hiểu 

hơn.「選詞填空練習如果多加影片或錄音指導會更容易做」（翻譯）2014

年4月22日 

C：luyện từ mới lên cho thêm phim ảnh dạy từ「生詞練習應該加入教生詞的

影片。」（翻譯）2014年4月22日 

總體來看，經過教學與觀察過程，在5位學習者當中有100%學習者針對

「新移民華語學習網」的教學內容表示滿意。並希望可以增加更多練習形

式及聲音等教學的補助工具。這還需要更多的思考與設計。在這裡引入鍾

鎮城教授所說的：「我們花2~3個月來發問卷，總共花7個月時間來建設到

完成這套數位教材，7個月後用半年的時間來做實證研究進行兩班教學，

半年後又用兩年的時間來做修正，到目前還沒達到滿意的結果」。「新移

民華語學習網」的才實施很短的時間，當然還需要更進一步修正，才能滿

足新移民華語的學習需求。 

Ｅ：「lúcnào hoàn thành hết chương trình dạy học nhớ  mail cho tớ tớ sẽ 

thường xuyên lên học đúng là thu n tiện và tốt qúa」什麼時候完成整個課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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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記得E-mail給我，我會常常上去學習，真的非常好，非常方便。（翻

譯）2014年4月27日 

 （二）、焦點團體田野紀錄 

共有五位同學及一位教授參與，其中有三位為新移民。 

 

表四-55 焦點團體參與者的背景 

參與者名單 專業領域 

H 曾擔任新移民華語老師 

I 越南語老師/華語老師 

G 越南語老師（新移民子女） 

M 華語老師（曾擔任新移民事務工作） 

L 泰語老師（在新北市國際多元服務櫃台 

教授 在新移民華語文政策領域專家 

 1. 對「新移民華語學習網」課程建設的看法： 

 L：認為「大部分新移民都忙於工作、照顧家人，提供新移民教學應以非同

步教學即可。他們可以用零散的時間來學習」2014年 4月 22日 

 H：認為「同步教學當然比較好啊! 有老師指導比較有安全感。」2014 年 4

月 22日 

 Ｌ：建設「新移民華語學習網，當然是好事，以往沒有人去做這件事。」2014

年 4月 22日 

 2.對教學內容的看法 

 H、I、G、M、L都有相同的看法「這樣設計是很好了！，對新移民很有幫助。」

2014年 4月 22日 

只是在細節部分需要注意的是： 

 H「字幕清楚一點會更好喔!」 

 M「標示注音、拼音、越南語可以考慮用不同顏色來標示會更清楚喔!」2014

年 4月 22日 

   3.對新移民華語學習網設計的看法 

教授： 

以上是焦點團體所記錄的意見，整體而言，焦點團體的意見對新移民華語學

習網是正面的，但在教學形式方面有分歧意見，有的認為進行非同步教學即可、

有的認為進行同步教學比較好，都應納入網站設計時的考量。 

五、「新移民華語學習網」建立者自我評估 



邁向「第二語教學模式」之新移民華語網路課程的建構與實施：以華語-越南語版本為例 

146 
 

 在這個部份研究者用 Brown, H. Douglas （2007）第二語言課程發展

過程來評估，「新移民華語學習習網」課程發展過程。 

（一） IDENTIFY SITUATION, CONTEXT ,STUDENTS ;ANALYZE 

NEEDS 

了解學生學習背景、進行需求分析 

 為達成目標，直接進行問卷調查，了解新移民學習者學習背景。 

（二）FORMULATE GOALS 確定教學目標 

培養新移民聽、說、讀、寫的能力（目前已實施口語教學訓練為主） 

（三）Materialsand Resources 材料與資源 

 已完成兩課內容 

第一單元生活會話-公司與工作，第一課：找工作 

第三單元寫作-公司與工作，第二課：履歷表 應用網路資源 

（四）DETERMINE COURSE CONTENT,SEQUENCES, STRUCTURE  

決定課程內容、順序、架構 

 按照功能性為主，結構為輔，如第三節表四- 初步課程安排共有五個

單元 

第一單元：生活會話，主要會話場景為醫院、家庭、購物場所、辦事單位，

公司與工作。 

第二單元：閱讀，主題是學校、家庭、辦手續、醫院。 

第三單元：寫作，主題是醫院、生活與學校、各局處、工作、其他。 

第四單元：漢字學習。 

第五單元：注音拼音教學。 

（五）DESIGN COURSE UNITS AND MODULES 設計課程單元和模組 

 已完成網路第一課「找工作」及第二課「履歷表」課程單元及模組。 

（六）CONSTRUCT LESSON PLANS 編寫教案 

已編寫第一課「找工作」及第二課「履歷表」兩份教案。 

（七）TEACH 教學實施 

 已進行五次教學實施 

（八）ASSESS 測驗評量進行隱性的形成性評量，包括學生、教師自評及

課程評估。 

（九）不斷進行修正 

到 2014 年 4 月 26 日止，僅完成生活會話-公司、工作，第一課「找工

作」，及第二課履歷表這兩課作為範本，其他的課文編寫工作仍在進行中，

詳如下表。 

表四-56 記錄課程開發與修正過程 

時程 作業 是否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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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01月 6日

-2014年 1月 7日 

第一次試片 

編輯兩課 

1.生活會話-公司、工作，第一課「找工作」 

2.寫作-公司、工作，第二課「履歷表」 

是 

2014年 4月 14日 

 

1.生活會話-公司、工作，第一課「找工作」 

第一課「找工作」教案活動設計。編輯完成。 

2.寫作-公司、工作，第二課「履歷表」教案活

動設計。編輯完成。 

是 

 

2014年 4月 16日 

 

1.生活會話-公司、工作，第一課「找工作」進

行第一次修改工作。 

2.寫作-公司、工作，第二課「履歷表」第一次

修改工作 

是 

2014年 4月 22日至

2014年 4月 25日 

1.行動教學試教 

（1）生活會話-公司、工作，第一課：「找工作」 

（2）寫作-公司、工作，第二課：「履歷表」 

2.進行一次焦點團體評估教學內容（生活會話-

公司、工作，第一課「找工作」） 

是 

2014年 4月 26日 兩課共同加入： 

1.加入請進行詞語替換練習的教學指導語 

「在這個部分你會看到一些例句，請按照

（----）中給予的詞語，進行詞語替換練習。」

及補充詞語多媒體資源。 

2.加入選詞填空練習的教學指導語： 

「聽聽看然後，請在…個詞語選擇 1個適合的

詞語填空。」及影音檔 

兩課不同加入 

1.生活會話-公司、工作，第一課「找工作」 

（1）加入漢字教學單元 

（2）人物介紹 

（3）教學引導語：角色扮演「在這個部份會有

兩個人進行會話，請選擇你的角色並按照螢幕

上的文字說出來。有一些句子需要你自己講

述。」 

2.寫作-公司、工作，第二課「履歷表」 

（1）加入人物介紹 

（2）語法練習 

（3）說說看練習指導語「在這個部份李氏賢將

介紹自己的履歷表，並詢問你一些問題按照螢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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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上的文字說出來。有一些句子需要你自己講

述。」 

2014年 4月 14日 生活會話-醫院「我要掛號」語料編碼。 

生活會話-醫院「我要掛號」第一次試片。 

生活會話-醫院「我要掛號」剪接。 

生活會話-醫院「我要掛號」練習 

生活會話-醫院「我要掛號」教案活動設計。 

是 

是 

否 

否 

否 

實證研究，一個不斷研究與修正的過程。而研究者在進行課程中的每

一個單元到每一課、每一個練習都要不斷進行語料編碼到編寫課文、編寫

生詞、編寫練習。 

利用電腦機能與錄影設備進行錄影剪接、修正，把已完成的教學內容

放在教學平台。 

在教學行動是從使用者（學習者），審查者（焦點團體）的回饋而修正。 

六、小結 

 實證研究，是一個不斷修正與研究過程。針對新移民的學習需求設計

一個「新移民華語學習網」是一個實用而必要的工作。然而此工作需要團

隊的合作，從課文語料編碼分析到編寫課文、練習等每一個環節都要考慮

到新移民學習者的學習特性、學習策略、學習的實用性、針對性。培養全

方位的華語聽、說、讀、寫的能力，這個教學目標並不是短時間內可以完

成，並且要花費相當的人力與資源。 

 經過教學與觀察過程，在 5 位學習者當中有 100%學習者針對「新移民

華語學習網」的教學內容表示滿意。並希望可以增加更多練習形式及聲音

等教學的補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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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總結及心得 

一、研究總結 

本研究的目的是要通過網路科技以第二語言教學理論，有彈性的協助

新移民華語聽、說、讀、寫四項技能的訓練為目標，探討有關新移民成人

的語言教學內容、教學策略結合第二語言教學理論與方法，通過問卷調查

了解新移民的學習背景、學習動機、多媒體學習策略和華語文網路學習需

求。在進行研究之前，研究者思考的問題是：為何要進行新移民研究？主

要的原因是有二，第一：研究者本身是新移民。第二：目前的新移民華語

文教學缺乏針對新移民第二語言的教學觀念及教學理論所設計的多媒體

新移民網路教學平台。第二語言教學模式是站在新移民學習中文時，她們

原先有一套語言系統，跟第一語言教與學的方法是存在差異的，因此應用

第二語言教學模式來進行新移民華語教學，才能得到最佳的成效。此外，

目前一般成人教育與傳統教室未重視新移民學習特性，如她們本身扮演的

多種角色，所以學習時間是有限的，相對於其在母國的生活經驗、文化等，

適應目前生活所產生的文化衝擊與心理焦慮，加上現階段學習是以解決生

活問題為目標，都成為影響新移民的學習因素。 

另一方面，一般成人教育也未重視如何將網路科技運用於新移民華語

文課程上，忽略了他們對於華語文網路學習的能力及需求。 

根據本研究的調查，新移民華語網路學習需求主要是與新移民生活有

關的語言學習，針對不同的生活場景，對於華語技能包含聽、說、讀、寫

能力的訓練也有差異。例如：在公司與工作的線上課程中，求職電話著重

於聽說的訓練，填履歷表著重於讀寫的訓練。 

本研究所建置的新移民華語文網路學習平台，介面選單皆用中越對照，

讓學習者可以一目了然。針對不同學習需求設計平台為兩種結構，第一：

有特定主題，共三個學習單元（1）生活會話、（2）閱讀、（3）寫作，課

文皆有主題；第二：無特定主題，有四個選單（1）漢字按照 1680 個漢字

內容分析、（2）注音拼音、（3）同步學習專區，與學習者互動預約線上學

習窗口、（4）好站連結與外部連結，整合學習資源。接著進行現有資源分

析、語料蒐集分析，編寫課文版本。編寫版本時運用軟體 TOCFL華語詞彙

及 ACCESS全漢字檢索系統-內容分析進行課文編寫及詞語分析，接著找錄

音合作團隊運用軟體Google Blogger；Google Drive，Google Sheets試算表，

Google docs，YouTube 影片、Dropbox，Window Live Movie Maker、freez 

Scree Video Capture 螢幕錄影軟體、Microsoft PowerPoint 2010 整合製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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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內容。詳如圖五-1，包含標題、學習單元、下拉式選單、影片、MP3，

讓學習者選擇練習形式。 

 

圖五-1平台課文建置圖 

本研究教學實施主要運用實證研究在現場同步引導學習者使用教學平

台，從引起學習動機、線上課文聽讀、生詞教學，語法教學等，在每個步

驟中都結合不同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習者自我學習。通過教學過程中提升新

移民聽、說、讀、寫能力。比如在生活會話「公司與工作」主題，「詞語

擴展練習」、「詞語替換練習」、「按照例句進行造句」，可提升造句能力；「選

詞填空」、「聽聽看找出正確的答案」可提升聽力及閱讀能力；「角色扮演」

可讓學習者融入課文中，提升口說能力。研究結果顯示 100%新移民使用平

台學習表示滿意。 

二、研究之心得 

研究者本身也有雙種角色-華語教師及新移民，從自身為新移民者的經

驗及在進行針對新移民網路課程的實證研究之前，曾在「賽珍珠基金會」

與台北縣政府國際多元服務櫃檯」等社服或公立機構擔任翻譯工作多年，

服務對象多以新移民為主，過程中的經驗更能體會新移民的學習需求。換

言之，她們的學習需求也是研究者的學習需求。 

在華語教師的角色上，能以朋友般的立場指導新移民華語文的學習。

雖然僅進行五次的實證研究，但實證動研究本身並不是因此就結束，在無

形中已形成網路上的學習班級。她們隨時、隨地上「新移民華語學習網」

學習課程內容。也許是非同步的學習方式，也可能是共同預約的同步學習

方式，研究者仍然可以觀察到她們的學習回饋。 

探討遠距教育成效的文獻清楚指出，遠距學生學習效果不會比傳統上

課差，也不會比較好」（沈俊毅譯,2007：13）。期待有一天「新移民華語

學習網」也能達有效的教育目標。 

  

中越標題 

下拉式選單 

學習

單元 
課文影片 

課文內容 

課文 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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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的限制 
本研究雖然在研究過程中力求嚴謹，但受限於研究者能力、時間、調

查範圍、客觀及主觀因素而有以下限制。 

一、時間限制 

 語言教學時間的實施，針對單一個學習者最好可以進行更多的同步網

路教學，然而因時間的限制、加上目前僅進行兩篇課程的教學材料。每位

體驗新移民華語學習網教學內容的學習者，學習時間僅有 280 分鐘的時

間。 

 在語料蒐集方面，因時間的限制，到目前為止，蒐集的工作仍未結束，

僅呈現已有蒐集到的語料，並非足夠新移民所需的華語文學習語料。 

二、問卷調查範圍的限制 

依問卷結果分析，在聽、說、讀、寫技能訓練需求，寫作華語是新移

民學習者目前最需要的技能。然而調查範圍僅在新移民生活上必須接觸填

寫的文本內容，未進一步調查新移民對其他方面的需求，因此文章寫作及

文章的種類教學，將視為之後的研究範圍。 

三、設計多媒體教學網站能力的限制 

 研究者本身是華語老師，所研究及學習的領域都屬於華語文教學。對

於電腦技術技能方面的訓練，尤其是針對畫面處裡、網路設計等仍在學習

階段。設計一個以第二語言教學理論為指導的「新移民華語學習網」，在

電腦技術技能，如影片剪接、排版、到進行在網站內部教學設計，仍有相

當侷限，需要運用其他已有的教學資源做為課程中的一個部分。如漢字筆

順教學，需要使用「教育部常用國字字體筆順學習網」所設計的漢字筆順

作為漢字教學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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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未來的研究方向 

一、新移民華語學習網同步教學長期課程的行動研究  

 將來的規劃是進一步在「新移民華語學習網」設計更多教學單元、教

學內容，並且進一步進行長期課程的行動研究。因為語言必須不間斷的持

續學習，新移民從傳統體驗華語學習到有能力自我進行網路學習，需要更

多的時間。而新移民華語學習網目前設計的學習單元，適合的學習對象為

中級程度的新移民華語學習者，將來的規畫應考慮到初級程度的華語文學

習者。讓彈性的華語網路學習內容，可以滿足不同華語程度的新移民。 

依內政部出入國移民署統計到 2013 年 2 月底結果顯示，不含大陸地區

外籍配偶人數為 158,044 人，國籍依序排名前三名是：越南、印尼及泰國。

如含港澳及大陸地區外籍配偶總數為 488,342 人，是台灣的第五大族群。

她們需要一套完整的語言教與學的制度。以美國的新移民政策為例，「ESL」

的教與學的經驗是「以英語為第二語言」（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進

行線上英語課程 - U.S.A.Learns 網站，讓母語為非英語的新移民很快能通

過網路課程提升英語能力。因此在新移民華語文教與學的政策上，政府應

該需要更多的配套措施。在教學形式上也應考慮彈性的華語文網路教學形

式，啟發新移民自我學習的能力，而不是僅侷限在傳統教室。 

二、針對不同國籍新移民學習者進行華語文學習難點與教學

策略之研究 

 雖然目前針對不同國籍的外籍學生，所進行的華語文學習難點與教學

策略眾多，這些研究對不同國籍的新移民華語文學習者進行學習難點與教

學策略之研究有很大的啟發，但實際上到目前為止，在針對新移民華語文

學習者本身（依不同國籍）所進行的華語文學習難點研究，仍然不足，須

要再進一步深入研究。 

 了解新移民學習難點，才能更有效率地使用教學策略及研究開發適合

不同國籍的新移民華語文學習教材。 

三、以實驗性方法對比新移民華語第二語言教學模式網路課

程與一般傳統教室的學習成效之比較研究。 

 本研究因新移民學習者的華語程度不一、學習背景不同及資源受限，

無法使用準實驗法來比較一般新移民華語文傳統教室的教學模式與本研

究建構的新移民華語第二語言教學模式的網路課程兩者之間的成效差異，

故建議未來相關研究可對此進行量化的探討，比較兩種模式教學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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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gor, Richard.（1992）. How to Conduct Collaborative Action Research. 

Alexandria, VA, USA：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SCD） 

Selinker, L.（1972）.Interlanguag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IRAL）10, 209-231. 

http://eric.ed.gov/?q=Community-Based+Language+Training+for+Immigrant+Women+and+Seniors+in+Manitoba&id=ED476120
http://eric.ed.gov/?q=Community-Based+Language+Training+for+Immigrant+Women+and+Seniors+in+Manitoba&id=ED476120
http://eric.ed.gov/?q=Community-Based+Language+Training+for+Immigrant+Women+and+Seniors+in+Manitoba&id=ED476120


邁向「第二語教學模式」之新移民華語網路課程的建構與實施：以華語-越南語版本為例 

163 
 

Tran Dinh Su（1999）.t    n Việt g c  h t t  ng tiếng Việt .tạp chí H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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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訪談內容發表同意書 

 您好，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暨研究所研究生裴氏越河，

非常感謝日前接受後學的「邁向「第二語教學模式」的新移民華語網路課

程研究 以華語-越南語的網路課程版本為例27」論文訪談，獲益良多。目

前正進行論文撰寫階段，於論文中需引述先進受訪的內容（詳見附件），

煩請過目並指正錯誤或不合宜之處，以利後學論文更臻完善。同時為尊重

保護先進的權益與隱私，擬先徵求先進的意願，以具名或不具名方式，選

取訪談內容陳述於論文之中。 

 本同意書分為上下兩聯，懇請先進以所附之回郵信封郵寄或傳真方式

在 5月 7 日前回覆（如引述的部份需要修改，煩請將修改內容一併回覆），

以方便後學論文作業。 

    再次感謝先進對本研究的支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暨研究所 

論文指導教授： 曾金金 博士 

              楊聰榮 博士 

碩士班研究生：裴氏越河 

傳  真：（02）2367-7120 

Email ： yuehe1977@yahoo.com.tw 

中華民國 103年 4月 29日 

                                                                          

訪談內容發表同意書回函 

本人已閱讀裴氏越河「邁向「第二語教學模式」的新移民華語網路課程研

究 以華語-越南語的網路課程版本為例」論文中關於訪談內容引述部份，

同意發表意願及發表方式勾選如下： 

附件內容是否需要修改： □不需要       □需要 

是否同意發表        ： □同意         □不同意 

發表方式            ： □具名         □不具名 

立書人：                         （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27

 當時論文題目未通過口試修改 

mailto:yuehe1977@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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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黃富順教授訪談大綱 

一、背景資料 

1.建構外籍配偶中文第二語言教學模式之研究成人及終身教育學刊第十

四期 

黃富順、鄒秀惠，（2010：86）認為，成人第二語言教學模式，係指在第

二語言習得教學理論引導下，以成人學習特質為中心，考慮能力與需求。

在課堂中根據教學目標建立有系統、整體及多樣性的教學程序，教學設計

上注重成人經驗與生活結合的實用課程內涵，以適當教學法應用於目標語

之聽、說、讀、寫能力培養中，實施教學評量，以了解教學成效之教學系

統。 

2.黃富順（2000：14）曾預言「電腦網路中的學習資源極豐富，且不受條

件的限制，預期此種學習方法，未來將成為成人學習極重要途經」。 

3.張菀珍，黃富順（2007：56），研究總結： 

外籍配偶學習成效，主要受到外籍配偶來台時間長短、受母國教育程度、

參加識字班時間長短、原生國家庭背景、人格特質、夫家經濟及生活狀況、

家人支持與否、同儕影響、識字動機、交通等因素的影響。 

4.外籍配偶認為影響其參與學習的重要個人因素，包括：工作、懷孕和育

兒佔據太多的時間，及本身在原生國的教育程度較低及缺乏信心等因素，

易阻礙其參與學習活動（張菀珍，黃富順 2007：62） 

5.黃富順（2000：50）對成人教學錯誤觀念為：把成人視為「大個子的小

孩（a big child）」認為成人學習與兒童學習不同。 

6.黃富順教授（2009：41-47） 及研究團隊，通過各種方式蒐集字彙計有

3320字，選定 1319 字為新住民生活適應所需字彙，作為新移民華語文教

材編寫之參考。 

二、訪談大綱 

1.建構新移民中文第二語言教學模式架構是什麼？ 

2.建構新移民中文第二語言教學模式實行方式跟目前傳統教室應有什麼

區別？ 

3.對於同在一班中文程度不一的新移民班級，您會如何處理？ 

4.新移民學習需求是多元的，如何規劃學習內容？（主題，原則） 

5.您主張「電腦網路中的學習資源極豐富，且不受條件的限制，預期此種

學習方法，未來將成為成人學習極重要途經」那麼您覺得需要為新移民建

設一個華語文學習網嗎？您的建議是什麼？ 

6.您覺得建構新移民中文第二語言教學模式的網站內容需要包括那些？ 

7.網路能協助新移民彈性的學習嗎？ 

8. 1319 字為新住民生活適應所需字彙是根據什麼原則選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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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新住民快樂學中文，中文變得好簡單」教學平台訪談大綱 

一、背景資料 

您好，關於您的提問，承辦人員已做下列回覆： 

中心會規劃新住民相關語文課程， 

是因中心在 101 年度服務包含進新住民相關族群， 

詳細內容可參考本中心出產期刊 talent 第 19期， 

網址：http：//twtalent.tsvtc.gov.tw/Course/Content.aspx？bid=5384 

課程原先規劃是以生活學習為主， 

因中心定位為培養在職場、就業…等相關課程為主， 

且來到台灣的新住民，大多也需要在工作就業上有需要相關的職場需求語

言 

故後來課程修正為：學習在工作職場上、法律上…等相關課程， 

故才有您看到，不同於其他平台（或實體課程）的新住民華語學習。 

課程初建討論期，有結合中心、新住民團體及數位學習產業三方討論， 

新住民團體因有服務專線，時常都會接到新住民來尋求幫忙與協助， 

故在課程需求上，他們會最了解，哪些句子是新住民最需要學習的， 

在需求內容上，有新住民團體專家來協助把關內容。 

另因在 101年度期間，本中心有跑北、中、南台灣西部地區， 

針對新住民，做數位學習推廣， 

發現新住民因家庭因素，數位學習會是適合他們學習的方式， 

才會結合本中心業務來建議新住民相關課程。 

如有其他進一步尚未回答的問題，再請您電話連繫本中心 

02-2901-8274 轉 807 鄭小姐 

二、訪談大綱 

1.所謂不同於其他平台（或實體課程）的新住民華語學習是哪些平台？ 

2.課程初建討論期，有結合中心、新住民團體及數位學習產業三方討論， 

新住民團體因有服務專線，時常都會接到新住民來尋求幫忙與協助，故在

課程需求上，他們會最了解，哪些句子是新住民最需要學習的，（是否有

句子列表）？ 

3.設計網站之前除了跟中心、新住民團體及數位學習產業是否進行新移民

本身學習需求評估？ 

4.課程教學目標？  

5.網頁瀏覽人次, 課程修課人數？ 

6.網頁製作需要注意哪些環節？ 

7.職場就業如何分類？ 

8.線上課程人員工作配置如何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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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現有資源分析（是否運用其他平台資源）？ 

10.此線上課程專案的進度規劃和執行時程？ 

11.如果有專案計畫書是否可提供作為論文參考文獻？ 

12. 如果有教學大綱, 也請提供。 

13.是否對課程內容進行最後校對, 由誰校對？ 

14.是否對學習者進行學習成效評估？ 

15.是否蒐集線上課程管理者及學習者的回饋？ 

16.對於我本身所設計的新移民華語文教學網站, 請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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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來去華語 100 句訪談大綱 

一、背景資料 

來去華語 100句內容按照學習需求主題調查結果來安排網站架構，內

容共 14 主題，其中電腦與網路主題未安排課文。其他主題是飲食健康、

多元社會、自主學習、就業說明、觀光景點、生活禮儀、親子教養、人際

互動、就業環境、民間習俗、購物方法、就業知識、學校系統、權利義務、

申請證件、文學閱讀、購買活動。（鍾鎮城，2010：110） 

（1）.教學平台共有 100 個句子 

（2）.以動畫呈現方式 

（3）.在練習選單部分主要內容如下： 

情境動畫：內含一句情境動畫。 

句型練習：列出本課相同的句子。 

詞語練習：練習主要詞彙。 

語音練習：選擇發音正確的句子。 

漢字練習：選擇正確的字。 

小身試手：語音區分不同的發音。 

二、訪談大綱 

100句華語網站建構 

1.您設計 100句華語網站之前是否進行新移民學習需求評估？ 

2. 100句華語網站如何解決新移民學習問題？ 

3. 100句華語網站設計當初是否設計問卷蒐集語料？ 

4. 100句華語網站如何完成課程樣本 

5. 網頁製作需要注意哪些環節？ 

8. 100句華語網站設計時有哪些事情需要事先準備？ 

9. 100句華語網站是否進行現有資源分析？ 

10.此線上課程專案的進度規劃和執行時程？ 

11.如何寫專案計畫書？ 

12.如何撰寫詳細的教學大綱？ 

13.網站的瀏覽人數 

14.是否與學科內容專家一起校對專業內容的正確性？ 

15. 是否蒐集線上課程管理者及學習者的回饋？ 

16.對新移民華語文教學網站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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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新移民學習華語文網路課程需求問卷（華語版） 

 

 

新移民學習華語文網路課程需求問卷 

感謝您撥空填寫這一份問卷，本問卷目的是在探討您對學習華語（國語）網路課

程需求方面。 

內容採匿名的方式，且相關資訊僅作為學術研究之用，絕不外洩，請安心填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暨研究所  

                                           研究生：裴氏越河 

 

第一部分：背景資料 

請在選擇的答案方格內打"V"  

1. 性    別  ：    1□ 男               2□ 女  

2. 本國語言 ：  

1□ 越南語           2□印尼語     3□ 泰語             4□菲律賓語 

   5□ 緬甸語           6□ 英語      7□ 柬埔寨語          8□日本語     

9□ 韓語             10□ 其他        

3. 年    齡  ： 1□ 20 歲~ 25 歲     2□ 26 歲 ~ 30 歲     

           3□ 31 歲到 40 歲    4□41 歲以上 

4. 來台時間  

1□1 年以下                             2□1 年到 3 年  

3□4 年到 5 年                           4□6 年到 10 年 6 

  5□11 年以上 

 

5.你目前的最主要的工作是什麼？                                        

6.到目前為止是否參加過華語文相關課程？（華語文指國語、華語）  

1□就讀中  

2□參加過  

3□沒參加過 

7.目前上華語課主要目的為何？（複選） 

   1□可以教孩子看書   

2□可與人溝通  

3□因為工作需要  

4□希望找更好工作  

5□會自己辦事情  

   6□辦身份證  

華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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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出去才看得懂  

8□ 家人需求  

   9□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目前沒有上華語課的理由為何？ 

   1□照顧小孩或家人  

2□要上班  

   3□覺得不需要  

4□太難   

5□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上課地點 

1□國小補校    

2□國中補校        

3□高中補校  

4□新移民會館  

5□社區大學   

6□新移民學習中心  

7□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  

8□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用過的華語教材  

1□國小國語課本  

2□國中國語課本 

3□高中國語課本  

4□成人基本識字教材（教育部）  

5□成人基本識字教材（台北市教育局  

6□快樂學習新生活（教育部） 

7□新住民基本學習教材  

8□幸福屏東─屏東縣新移民學習教材  

9□來去移民華語  

10□桃園縣成人教育外籍新娘教材 

11□老師自編教材 

12□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課程時間 

1□36 小時華語專班  

2□72 小時華語專班 



邁向「第二語教學模式」之新移民華語網路課程的建構與實施：以華語-越南語版本為例 

171 
 

3□補校 3 年制  

4□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在台灣參加正式華語課程時間（國小補校，華語專班、社區大學、新移民學

習中心等）的總長度 

1□從沒參加過   

2□36 小時  

3□72 小時  

4□不到一個月  

5□一到三個月 

6□三個月以上到一年以內  

7□一年到三年  

8□四年到六年 

9□七年到九年  

10□十到十二年  

11□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部分 ：問卷內容 

1. 哪些多媒體資源是你學習華語（國語）時會利用的方法？（複選） 

1□網路                         2□電視             3□報紙、雜誌  

4□錄放影機                     5□收音機            6□錄音帶  

 

2. 請問您常上網路尋找資料嗎？ 

  1□ 每天                           2□ 每周至少一次  

3□ 每月一次                       4□ 偶而             5□ 沒有 

 

3. 你常用查詢網站是什麼？ 

1□中文網站  

   2□你母國網站 

   3□英語網站  

4□其他_______________ 

 

4. 請問您覺得有需要專為新移民學習華語（國語）而設立的網站嗎？ 

   5□ 非常需要              4□ 需要            3□ 普通      

2□ 不需要                1□ 非常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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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問您覺得新移民華語（國語）網站中應該附聲音檔，影片嗎？ 

5□ 非常需要             4□ 需要           3□ 普通  

2□ 不需要               1□ 非常不需要  

 

6.你熟悉如何使用中文字幕的電腦？  

5□非常熟悉                 4□熟悉            3□普通  

2□不熟悉                   1□非常不熟悉  

 

7.你熟悉如何使用自己母語字幕的電腦？ 

5□非常熟悉                  4□熟悉             3□普通          

2□不熟悉                    1□非常不熟悉  

 

8.你熟悉如何使用英語字幕的電腦？  

 5□非常熟悉                  4□熟悉              3□普通          

 2□不熟悉                    1□非常不熟悉  

 

9.對你來說，用中文查詢是很容易的事嗎？ 

5□非常容易                   4□容易             3□普通     

2□不容易                     1□非常不容易 

 

10.你希望學習的網路課程  

請閱讀下列項目，並表示你的意願 

5.非常希望     4.希望     3.普通      2.不希

望      1.非常不希望  

5 4 3 2 1 

非
常

希
望

 

希
望

 

普
通

 

不
希

望
 

非
常

不
希

望
 

1.課程用漢語拼音教學  5 4 3 2 1 

2.課程用漢語注音 5 4 3 2 1 

3.課程同時用漢語拼音及注音  5 4 3 2 1 

4. 課文裡生詞、語法註解為英文  5 4 3 2 1 

5. 課文裡生詞、語法註解為中文 5 4 3 2 1 

6. 課文裡生詞、語法註解為你的母語  5 4 3 2 1 

 

11.你的學習難點  

1.你覺得學華語發音最困難的部分是什麼？可用（母語、拼音、注音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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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寫漢字時你感到最困難的部分是什麼？ 

                                                                                                                                                      

                                                                                

 

3.你覺得華語聽力最困難的部分是什麼？ 

                                                                                

                                                                                

 

12.你覺得學習華語口語表達最需要協助的部分是什麼？（可複選） 

1□ 家庭用生活會話 

2□市場、超市、賣場用的生活會話  

3□醫院場所會話  

4□和小孩的老師會話  

5□和公司老闆、負責人、同事會話  

6□與客人溝通  

7□和辦事單位人員會話（移民署、民政局、社會局等） 

8□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生活中你覺得華語閱讀最需要協助的部分是什麼？（可複選） 

A 自己教科書：  

1□ 閱讀教科書裡的字                

2□ 閱讀教科書裡的詞彙 

3□ 閱讀教科書裡的短文、篇章  

4□其他 

B 生活方面文件，書籍  

   b1 跟小孩有關 

   1□孕婦健康手冊    

    2□兒童健康手冊   

     3□ 小孩聯絡簿  

     4□小孩學習成績單  

   5□學校通知單      

     6□小孩教科書  

7□其他_________________ 

   b2 跟家庭生活有關 

    1□水電、瓦斯、電話費帳單   

2□報紙 ，雜誌   

    3□ 中文信件   

4□其他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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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 辦手續有關  

 1□各局處表格  

2□移民署表格  

  3□法律  

4□醫院表格、藥單等  

    5□其他 ngoài ra 

b4 跟戶外生活有關 

    1□捷運路線、買票  

2□路上交通號誌  

3□搭乘公車   

4□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你覺得學習華語寫作最困難的部分是什麼？（可複選） 

    1□ 寫單字                 

2□ 寫詞彙              

3□ 寫短句   

    4□ 寫便條               

5□ 寫信件            

6□ 填寫兒童健康手冊 

    7□ 填寫聯絡簿           

8□ 填寫各局處表格   

9□填寫移民署表格  

    10□ 其他_______________ 

 

15. 哪些華語技能是你需要加強的？ 

你需要培養對華語技能是 

5.非常需要         4.需要     3. 普通  

2.不需要          1.非常不需要 

5 4 3 2 1 

非
常

需
要

 

需
要

 

普
通

 

不
需

要
 
 
 

非
常

不
需

要
 

1 聽力 5 4 3 2 1 

2 會話 5 4 3 2 1 

3 閱讀 5 4 3 2 1 

4 寫作 5 4 3 2 1 

5 發音 5 4 3 2 1 

6 寫漢字（國字）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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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你想用什麼上學方式學習華語（國語）？（複選） 

1□網路線上免費學習  

2□到學校免費學習 

3□到社區大學學習  

5□到新移民會館學習 

6□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學習    

7□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關於網路課程你想要何種上學方式？ 

1□同步（老師跟學生一起在固定的時間一起上網學習 ） 

2□非同步（由老師把錄製好的課程影片放在網路上由你按照自己時間上網學習） 

3□結合同步與非同步教學（由你自己上網學習錄製好的影片然後跟老師約上網

時間檢測你學習過程） 

 

問卷結束，感謝您的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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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功能分類網路資源連結列表 

中文語法 

1.常用中文句型 

http：//edu.ocac.gov.tw/culture/biweekly/99common/ 

2. Chinese Grammar Wiki 

http：//resources.allsetlearning.com/chinese/grammar/Grammar_points_by_level 

3. 現代漢語語法 

http：//www.chiculture.net/0615/html/index.html 

4.十峰-中文量詞 

http：//www.dhcca.org/Chinese%20elements/liangci%20twoF.htm 

注音-拼音 

1. 僑教雙周刊 

http：//edu.ocac.gov.tw/biweekly/598/c1.htm 

2.孔子學院總部，國家漢辦 

http：//file.chinese.cn/flash_jt/pinyinchart_win/mypinyin.swf 

3.普樂網 

https：//www.ilc.cuhk.edu.hk/Chinese/plw/inter/ch2/ch2.html 

4.漢語拼音學習網 

https：//hanpin.moe.gov.tw/ 

5.新編注音符號 

http：//edu.ocac.gov.tw/lang/basic/ch_kindergarten_new/english/page/sa.htm 

會話 

1.新移民學中文，中文變得好簡單 

http：//www.vtu.nat.gov.tw/fileimage/uploadFile/ePaper/184/zip/index.htm 

2.來去華語 100 句 

http：//www.lqhtaiwan.com.tw/course.php？unit=unit01 

3.500 句說華語 

http：//edu.ocac.gov.tw/interact/ebook/digitalPublish2/cn500/study/index.htm 

4.100 字說華語 

http：//edu.ocac.gov.tw/interact/ebook/1000_w2/index.html 

5.CCTVcom 學漢語 learn to Ppeak Chinese 

http：//cctv.cntv.cn/lm/learningchinese/01/ 

6.You Tube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15FBFEE7F1B0926D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157EE74411FD3DA0 

http://edu.ocac.gov.tw/culture/biweekly/99common/
http://resources.allsetlearning.com/chinese/grammar/Grammar_points_by_level
http://www.chiculture.net/0615/html/index.html
http://www.dhcca.org/Chinese%20elements/liangci%20twoF.htm
http://edu.ocac.gov.tw/biweekly/598/c1.htm
http://file.chinese.cn/flash_jt/pinyinchart_win/mypinyin.swf
https://www.ilc.cuhk.edu.hk/Chinese/plw/inter/ch2/ch2.html
https://hanpin.moe.gov.tw/
http://edu.ocac.gov.tw/lang/basic/ch_kindergarten_new/english/page/sa.htm
http://www.vtu.nat.gov.tw/fileimage/uploadFile/ePaper/184/zip/index.htm
http://www.lqhtaiwan.com.tw/course.php?unit=unit01
http://edu.ocac.gov.tw/interact/ebook/digitalPublish2/cn500/study/index.htm
http://edu.ocac.gov.tw/interact/ebook/1000_w2/index.html
http://cctv.cntv.cn/lm/learningchinese/01/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15FBFEE7F1B0926D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157EE74411FD3D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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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57FE818F7E881FE1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8KgdkVp6VBuaxax5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Amh_hY9q-BLHIQ7shSrVoQ 

7. Chinese Phrases for Travelers 

http：//chinese.travel-way.net/ 

8. Chinese Multimedia 

http：//www.ctcfl.ox.ac.uk/Chinese/index.html 

9.中國網 learning Chinese 

http：//www.china.org.cn/e-learning/1.htm 

詞典、字典 

1.教育部-國小字典 

http：//dict.mini.moe.edu.tw/cgi-bin/gdic/gsweb.cgi？o=ddictionary 

2.教育部-電子辭典 

http：//www.spps.tp.edu.tw/dict.htm 

3.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http：//dict.revised.moe.edu.tw/ 

4.漢典 

http：//www.zdic.net/ 

5.nciku 

http：//www.nciku.com/ 

6.Bai du 詞典 

http：//dict.baidu.com/ 

7. 林語堂-現代漢英詞典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indict/ 

8.Glosbe  

http：//vi.glosbe.com/vi/zh/ 

9. tratu.coviet 

http：//tratu.coviet.vn/ 

10. Vndic.net 

http：//3.vndic.net/ 

11.線上字典導覽網 

http：//www.tradict.net/field_law.php 

12.教育部成語詞典 

http：//dict.idioms.moe.edu.tw/cydic/index.htm 

13 教育部常用國字字體筆順學習網 

http：//stroke-order.learningweb.moe.edu.tw/home.do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57FE818F7E881FE1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8KgdkVp6VBuaxax5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Amh_hY9q-BLHIQ7shSrVoQ
http://chinese.travel-way.net/
http://www.ctcfl.ox.ac.uk/Chinese/index.html
http://www.china.org.cn/e-learning/1.htm
http://dict.mini.moe.edu.tw/cgi-bin/gdic/gsweb.cgi?o=ddictionary
http://www.spps.tp.edu.tw/dict.htm
http://dict.revised.moe.edu.tw/
http://www.zdic.net/
http://www.nciku.com/
http://dict.baidu.com/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indict/
http://vi.glosbe.com/vi/zh/
http://tratu.coviet.vn/
http://3.vndic.net/
http://www.tradict.net/field_law.php
http://dict.idioms.moe.edu.tw/cydic/index.htm
http://stroke-order.learningweb.moe.edu.tw/home.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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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第一課：找工作字彙重現比例表 

漢字 次數 漢字 次數 漢字 次數 漢字 次數 漢字 次數 漢字 次數 

二 1 興 1 第 1 是 2 班 2 您 3 

人 1 址 1 這 1 面 2 站 2 你 4 

口 1 兩 1 部 1 一 2 缺 2 問 4 

土 1 夜 1 勝 1 工 2 張 2 號 4 

小 1 姐 1 期 1 再 2 捷 2 請 4 

什 1 服 1 訴 1 作 2 晚 2 公 5 

月 1 附 1 裡 1 見 2 幾 2 以 5 

出 1 城 1 跟 1 事 2 間 2 可 5 

叫 1 很 1 路 1 到 2 試 2 司 5 

生 1 星 1 預 1 姓 2 話 2 有 5 

先 1 為 1 說 1 近 2 下 3 的 5 

在 1 約 1 麼 1 運 2 午 3 點 5 

地 1 高 1 蘭 1 電 2 好 3 嗎 6 

利 1 務 1 聽 1 碼 2 阮 3 我 8 

告 1 靠 1 時 2 職 2 們 3   

 

 

 

 

 

 

 

 

 

 

 

 

  



邁向「第二語教學模式」之新移民華語網路課程的建構與實施：以華語-越南語版本為例 

179 
 

附錄八：第一課：找工作詞 TOCFL 彙等級列表 

詞彙 注音 漢語 

拼音 

詞性         TOCFL 

等級 

詞彙 注音 漢語 

拼音 

詞性         TOCFL 

等級 

月       
 

yuè N  
 

站        zhàn N   

我       
 

wǒ N 
 

靠近      kàojìn VA  

的       
 

de P  
 

土        tŭ N  

電話     
 

diànhuà N  
 

二        èr Det   

號碼     
 

hàomă N  
 

出口      chūkŏu N  

是       
 

shì  
 

午夜         

張       
 

zhāng VA  
 

跟        gēn VA   

先生     
 

xiānshēng N  
 

預約      yùyuē VA  

再見     
 

zàijiàn VA  
 

面       miàn N   

可以     
 

kěyǐ VS  
 

試        shì VA   

告訴     
 

gàosù VA  
 

時間      shíjiān N   

嗎       
 

ma P  
 

晚      wăn VS   

下       
 

xià VA  
 

班      bān M   

星期     
 

xīngqí N  
 

工作      
gōngzuò VA   

一       
 

yī Det  
 

幾        jǐ Det  

下午     
 

xiàwŭ N  
 

到        dào Prep   

兩      
 

liăng Det  
 

聽說      
tīngshuō VA  

點      
 

diăn Adv  
 

這裡      zhèlǐ N  

請問    
 

qǐngwèn  
 

有        yǒu VA   

公司     
 

gōngsī N  
 

班        bān M   

地址     
 

dìzhǐ N 
 

職缺         

我們     
 

wǒmen N 
 

什麼      shéme Det   

在      
 

zài VA  
 

事       shì N   

路       
 

lù N  
 

小姐      xiăojiě N   

號      
 

hào VA  
 

你        nǐ N  

附近     
 

fùjìn N  
 

好        hăo Conj   

捷運     
 

jiéyùn N 
 

職缺      zhí quē    

第      
 

dì Det  
 

為        wèi VA   

人事     
 

rénshì N 
 

您        nín N   

部       
 

bù M 
 

服務      fúwù N  

很      
 

hěn Adv  
 

姓       xìng N   

高興     
 

gāoxìng VS  
 

叫       jiào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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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詞類標記 

詞類標記 全名 說明 

N Noun 名詞 

V Verb 動詞 

VA Action Verb 動作動詞 

VS State Verb 狀態動詞 

Adv Adverb 副詞 

Adv_p 
 

動詞後程度副詞 

Conj Conjunction 連接詞 

Prep Preposition 介詞 

M Measure 量詞 

P Particle 助詞 

Det Determiner（依據平衡語料庫） 限定詞 

Post Postposition（依據平衡語料庫） 後置詞 

資料來源 http：//140.122.110.83/ts/LexicalCategory.aspx 

 

 

 

 

 

 

 

 

 

 

 

 

 

 

  

http://140.122.110.83/ts/LexicalCategor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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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第一課 找工作漢字部件列表 

部

件 

次

數 

漢

字 

部

件 

次

數 

漢

字 

部

件 

次

數 

漢 

字 

部

件 

次

數 

漢 

字 

 

1 高  1 試  1 點  2 阮, 二 

 

1 號  1 電  1 晚  2 什, 午 

 

1 叫  1 利  1 服  2 時, 附 

 

1 是  1 時  1 麼  2 近, 訴 

 

1 可  1 話  1 號  2 點, 站 

 

1 午  1 預  1 的  2 您, 聽 

 

1 請  1 站  1 人  2 的, 約 

 

1 預  1 試  １ 麼  2 夜, 路 

 

1 缺  1 城  1 兩  3 先, 靠, 告 

 

1 見  1 班  1 作  3 好, 姓, 姐 

 

1 姐  1 兩  2 務, 勝  3 第, 聽, 預 

 

1 公  1 裡  2 在, 土  3 高, 職, 夜 

 

1 地  1 部  2 到, 利  3 您, 你, 晚 

 

1 電  1 碼  2 小, 你  3 生, 姓, 星 

 

1 工  1 第  2 職, 聽  3 蘭, 職, 勝 

 

1 職  1 務  2 嗎, 碼  3 興, 說, 期 

 

1 好  1 第  2 司, 城  3 這, 近, 運 

 

1 出  1 為  4 蘭, 問, 們,間  3 部, 阮, 附 

 

1 務  1 下  4 的, 夜, 約, 訴 

 

1 路  1 勝  4 先, 阮, 說, 號 

 

1 麼  1 張  4 聽, 地, 址, 城 

 

1 興  1 服  6 請, 說, 這, 試, 訴, 話 

 

1 面  1 您  6 服, 月, 請, 有, 期, 勝 

 

1 址  1 再  6 職, 晚, 時, 間, 是, 星 

 

1 聽  1 蘭  7 您, 你, 什, 們, 作, 夜, 附 

 

1 到  1 公  11 一, 司, 興, 興, 聽, 是, 下, 預, 兩, 

在, 再 

 

1 約  1 班  17 司, 部, 高, 興, 叫, 問, 嗎, 說, 可, 

點, 路, 號, 站, 靠, 口, 告, 話 
 

1 期  1 缺   

 

1 出  1 張   

 

1 靠  1 運  1 運 

 

1 以  1 預  1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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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履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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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第二課 履歷表-字彙重現比例表
28
 

字彙 次數 字彙 次數 字彙 次數 字彙 次數 字彙 次數 字彙 次數 

機 1 賢 1 丙 1 要 2 別 4 號 5 

最 1 也 1 級 1 照 2 出 4 履 5 

經 1 台 1 會 1 好 2 生 4 表 5 

驗 1 北 1 盡 1 作 2 身 4 證 5 

小 1 市 1 力 1 技 3 分 4 歷 6 

大 1 正 1 做 1 術 3 字 4 這 6 

研 1 區 1 份 1 士 3 話 4 請 7 

究 1 同 1 可 1 中 3 裡 4 問 7 

所 1 安 1 以 1 應 3 地 4 聯 9 

廚 1 街 1 告 1 徵 3 址 4 絡 9 

房 1 今 1 訴 1 職 3 保 4 你 9 

助 1 天 1 嗎 1 務 3 母 4 是 16 

廠 1 寫 1 國 2 什 3 專 4 我 18 

人 1 想 1 高 2 麼 3 長 4 的 23 

員 1 顧 1 學 2 子 3 性 5   

容 1 孩 1 手 2 上 3 年 5   

髮 1 加 1 美 2 工 3 月 5   

李 1 取 1 有 2 姓 4 日 5   

氏 1 得 1 女 2 名 4 電 5   

 

 

 

 

 

 

 

 

 

  

                                                      
28

 不含例句及練習中的詞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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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 第二課 履歷表 TOCFL 8000 詞詞彙統計 

A1： 30.00 %A2： 10.00 %B1： 20.00 %B2： 17.50 %C1： 17.50 %None： 5.00 % 

詞彙 注音 漢語拼音 詞性 
等

級 
詞彙 注音 漢語拼音 

詞

性 

等

級 

美  měi VS   地址  dìzhǐ N  

容  róng VS   最  zuì Adv   

履歷  lǚlì N  高  gāo VS   

表  biăo N   學歷  xuélì N  

應徵  yìngzhēng VA  工作  gōngzuò VA   

職務  zhíwù N  經驗  jīngyàn VS   

姓名  xìngmíng N  專長  
   

性別  xìngbié N  與  yŭ Pre

p  

 

電話  diànhuà N   期  qí M  

身分

證 
 shēn fèn 

zhèng  

  許  xŭ N   

字  zì N   廚房  chúfáng N   

號  hào VA   助手  zhùshǒu N  

聯絡  liánluò VA  電子  diànzĭ N  

手機  shǒujī N   工廠  
gōngchăng N  

國小 
 
guóxiăo N  保  băo VA  

國中 
 
guózhōng N  年 

 
nián N   

高中 
 
gāozhōng N  月 

 
yuè N   

大學 
 

dàxué N   日 
 

rì N   

研究所 
 
yánjiùsuǒ N  出生 

 chūshēng VA  

     電話 
 

diànhuà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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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四：第二課：履歷表漢字部件列表 

部

件 

次

數 

漢 

字 

部 

件 

次

數 

漢

字 

部

件 

次

數 

漢 

字 

部

件 

次

數 

漢 

字 

 
1 學  1 我 

 1 美 
 
2 表, 請 

 
1 號 

 
1 履  1 孩  2 想, 應 

 1 名 
 

1 學 
 1 出 

 
2 小, 你 

 1 話 
 1 今 

 1 出  2 大, 天 

 
1 告 

 1 聯  1 究  2 姓, 好 

 1 歷, 
 

1 想 
 

1 你 
 
2 徵, 顧 

 1 的 
 1 歷  1 市 

 
2 術, 街 

 
1 裡 

 
1 電  1 年  2 應, 顧 

 1 街,  
 1 級  1 表 

 
2 經, 工 

 
1 國  1 是 

 1 髮  2 所, 訴 

 
1 別 

 1 長 
 1 究 

 
2 房, 別 

 1 區  1 孩 
 1 髮  2 寫, 的 

 
1 容  1 台 

 1 髮 
 
2 職, 會 

 1 號  1 證 
 

1 保  2 分, 份 

 1 手 
 

1 電  1 丙 
 
2 驗, 嗎 

 
1 美  1 這 

 1 國  2 術, 街 

 
1 學 

 
1 研 

 1 技  2 髮, 有 

 1 寫  1 號  1 會  2 也, 地 

 
1 證  1 盡 

 1 專  2 廚, 士 

 
1 氏  1 助  1 裡 

 
2 職, 會 

 
1 經  1 要 

 
1 身  3 高, 廠, 同 

 1 作 
 1 上 

 1 履 
 
3 術, 麼, 麼 

 
1 中  1 北  1 北 

 3 女, 安, 要 

 1 徵 
 

1 絡  1 履 
 3 分, 照, 份 

 
1 母  1 盡 

 
1 廠 

 3 機, 國, 職 

 
1 性 

 1 務 
 

1 廚  3 有, 月, 請 

 1 賢  1 最  1 以 
 
3 機, 驗, 驗 

 
1 問 

 1 研 
 2 街, 可 

 
3 員, 賢, 顧 

 3 寫, 照, 盡  3 廚, 得, 專 
 4 髮, 術, 訴, 的 

 3 機, 李, 想 
 

3 姓, 性, 生  4 廠, 徵, 務, 做 

 3 正, 址, 歷  3 技, 什, 做  4 廚, 廠, 應, 麼 

 
3 所, 房, 顧 

 3 經, 絡, 級 
 
4 最, 聯, 職,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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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高, 房, 市, 職  5 學, 李, 字, 子, 好 

 4 助, 務, 加, 力  4 街, 地, 址, 徵 

 
4 最, 技, 賢, 取 

 
5 究, 容, 字, 安, 寫 

 5 話, 請, 證, 這, 訴  3 機, 聯, 麼 

 5 驗, 人, 容, 今, 會 
 

4 術, 履, 徵, 得 

 
7 應, 什, 保, 做, 份, 作, 你  

 
7 日, 履, 職, 是, 得, 照, 會 

 
18 經, 驗, 研, 正, 同, 街, 今, 天, 徵, 是, 顧, 上, 得, 證, 會, 盡,丙、一 

 
25 驗, 國, 高, 廚, 廠, 員, 容, 名, 別, 話, 台, 區, 同, 號, 絡, 問, 加, 保, 證, 照, 做, 

可, 告, 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