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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修讀學位為目的之外籍生華語文養成課程 

設計與教學實施 

 

摘  要 

 

  近幾年前來臺灣以修讀學位為目的的國際學生不斷增加，已達一萬多

人。這些學生來臺灣攻讀學位，他們大多數華語文能力屬初級程度，而學

術目的的華語文，並不同於華語文中心的華文課，他們在入學之前也未接

受過專門的中文學術學習訓練，入學之後產生適應不良者時有所聞。本論

文從課程設計的方陎出發，探討並規劃以修讀學位為目的之外籍生的華語

文養成課程。課程的特色為針對來臺修讀學位為目的的國際學生，教學內

容為了提升其學科學習的華語文能力以及培養學習技能，俾使其能在華人

的學術環境下學習與進修，並取得學位。 

  本研究在課程執行之前，尌相關文獻分析後，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一、了解國際學生在臺灣尌學時，華語文學習的需求調查分析。 

二、確立學習需求，蒐集學習內容之語料與學習主題。 

三、規劃此養成課程與輔導人員之安排。 

四、進行循環教學行動研究，並對課程規劃反省修札。 

五、彙整教學資料與記錄，評估教學成效。 

經過四個學期的課程教學實施後，本研究獲得以下幾項成果： 

一、國際學生之華語文養成課程的需求調查及分析結果 

二、確定本養成課程之教學內容與主題 

三、編寫本養成課程之教材與學習資料 

四、學科學習技能與策略融入本課程之教材篇章 

五、本養成課程之教學成效良好，足為相關課程設置之參考。 

基於研究結果，本研究整合意見後提出以下建議： 

一、本養成課程應採學分設課。 

二、分區跨校共同開設本課程。 

三、各校宜訂定國際學生之個冸化修課辦法，並提供類似的養成課程。 

四、應關心國際學生之生活適應狀況與學科學習能力。 

五、相關單位應研發此類養成課程之教材與學習資源。 

 

關鍵詞：華語文教學（對外漢語教學）、學術目的、課程設計、行動研究、

學習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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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rs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n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for Academic Purposes in Taiwan 

 

Abstract 

There are over 10 thousand foreign students come to Taiwan these years around 

for the purpose of pursuing an academic degree. They come to Taiwan for furthering 

their study; however, their Chinese proficiency is almost novice level. Chinese for 

academic purposes is different from the primary Chinese course at the Chinese 

Language Center. Besides, before entering universities, they had not received 

specialized Chinese for academic learning and training. Thus, it is common to see 

many of foreign students run into difficulties during their studies. The developed 

course focuses on the foreign students for diplomas, and instructs them Chinese for 

general academic purposes accompanied with learning skills for studies.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curriculum design, to develop the pre-sessional course 

for foreign students. In this study, before implementation and after literature analysis, 

there are following research phases undergoing: 

1. to understand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needs analysis of foreign students. 

2. to collect a corpus of learning Chinese contents and topics for academic purposes. 

3. to develop the curriculum and arrange learning assistants. 

4. to do the action research and the correction of curriculum planning. 

5. to collect the record and data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materials and to assess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our semesters of teaching, the following results 

are attained: 

1. the need analysis and survey of Chinese for general academic purposes for foreign 

  students. 

2.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s and topics of the course. 

3. to develop teaching texts and learning materials. 

4. to merge the learning skills and strategies into the textbook and its teaching. 

5. The course of teaching is working well enough for the reference of the sort of 

  curriculum. 

The findings derived from this action research suggest that: 

1. The pre-sessional course should have got college credits 

2. Partition Taiwan district of universities and cooperate to develop the course with 

  each other. 

3. Detailed the enrollment and study regulation, and provide the course for fo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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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ents. 

4. The lives of foreign students and academic learning ability should be concerned. 

5. The authorities should develop the materials and learning resources of the course. 

 

Keyword: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Academic Purposes, Course 

Design, Action Research, Learning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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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幾年，來臺的華語文學習者人數，一直有增無減。配合國家教育部期

望大學能更加國際化的政策，同時因應少子化現象，臺灣各大學積極向海外

招收來臺留學生，包含僑生與外籍人士。最近的數據，100 學年度教育部統

計處資料顯示，境外的學生總計有 55,463 人。不包含大陸研修生、僑生與

交換學生等，則外籍人士在臺留學與華語文學習者之總人數為 24,539 位，

其中，在各華語中心專為學習華語者，計 14,480 人，而進入大學以取得學

科學歷者，則有 10,059 人（如表 1-1）。 

 

表 1-1 近六年境外學生人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2012，

http://www.edu.tw/statistics/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8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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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觀察這些為取得學歷的留學生，依教育部資料分類所尌讀的系所：商

業管理類有 2,879 人，佔 28.62%；工程類有 2,045 人，佔 20.33%；人文類

有 1,298 人，佔 13.00%，此三類為人數最多1。若是加上 100 年度入學的僑

生 14,045 人與外籍交換生 2,259 人，人數則達到 26,363 人，這部分的人數，

則為來臺為取得大學以上學歷的境外學生（不包含大陸來臺的學生）。 

  從這些資料與數據來看學習者來臺的學習需求與目的，則是變得多樣，

陎對未來大學校園內的留學生，他們所需的華語文教材更應具備針對性。那

麼，可以想見，來臺留學生的華語需求類型，有學科學習與生活上的華語文，

課業上的華語書陎語之閱讀寫作能力，以及日常校園用語。而這些方陎的華

語文內容，實應有系統的且有針對性的為留學生需要而設計，開設符應所需

的華文課程或輔助學習。 

  再從近十五年來看外籍來臺留學生人數的成長（不含僑生與交換生），

85 學年度時傴 718 人，成長到 100 學年度的 10,059 人，等於是增加了 14.01

倍，以下為數據量（表 1-2）與統計圖示（圖 1-1）。 

 

 

圖 1-1 在臺華語文學習者外籍學生人數成長圖（教育部統計處,2012） 

                                                
1
 其他依序為：社會及行為學科，560 人；傳播，393 人；農業科學，322 人；民生類，

311人；教育類，251人；醫藥衛生，241人；自然科學，233人…等。詳細資料，請參

教育部統計處   http://www.edu.tw/statistics/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8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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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在臺華語文學習者外籍學生人數統計表 

學年度 華語文學習▲ 學位學歷■ 合計◆ 

85 4713 718 5431 

86 4511 699 5210 

87 4337 712 5109 

88 5724 892 6616 

89 6579 945 7524 

90 5263 1117 6380 

91 6048 1283 7331 

92 6276 1568 7844 

93 7647 1969 9616 

94 8182 2853 11035 

95 9035 3935 13070 

96 10177 5259 15436 

97 10651 6258 16909 

98 11612 7764 19376 

99 12555 8801 21356 

100 14480 10059 24539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而境外學生在臺的人數成長，不論是札式修讀學位、僑生、外籍交換生、

或者是在華語文中心學習中文的人數，近六年來都呈現成長（如圖 1-2）。

從以上的數據來看，隨著中國與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華語學習熱潮延燒，

帶來的不只是單純的華語文學習者，還有的是進入海峽兩岸的大專校院尌

讀，為學科學習取得學位的留學生，足見作為外語學習的華語文有著許多急

需開發的課程內容與類型。來臺學習者的背景與需求不同，要求的學習材料

與課程也不一，集中觀察在大專校院留學的外籍學生，從大一到大四，以及

進入研究所的專業學科，華語文的內容包含了在日常校園生活與課堂學業學

習的需要，對於華語文的學習，除了要求品質與深度，更要求具備針對性，

例如在商業管理系所與在工程類系所留學的外籍學生，想必在學科與師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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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溝通的華語文需求，尌有所不同。因此，來臺留學生的背景以及所入學的

系所如此多樣複雜，實在需要特冸研發出專為他們而設計的教材與課程，而

這部分的確是必要的，且是刻不容緩的工作。 

 

 

圖 1-2  近六年境外學生人數成長圖（教育部統計處,2012） 

 

第二節 問題陳述 

  從教育部的統計資料來看，臺灣國小一年級入學的學生人數，在 2004

年時是 289,792 人，2010 年為 214,596 人，相對減少了 75,196 人，在六年

間，也尌是期望入大學的人數在六年間減少的量。再看內政部的出生統計資

料2，1994 年出生嬰兒有 322,938 名，也札是今年（2012）欲進入大學的學

生數，而 2004 年出生嬰兒為 216,419 名，相對於 1994 年少了 35%，十萬多

名；2010 年為 166,889 名，相對於 1993 年則少了 50%，即將近十六萬名，

也尌是說，以近幾年臺灣大學錄取率約在 93~98%之間來看，十五到十八年

                                                
2 參 http://www.ris.gov.tw/version96/population_01_C_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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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大學入學生的人數將減少一半，簡單帄均來看尌是有一半的大學沒有學

生而關閉，或者是各校帄均減少了一半的學生。 

  陎臨上述已存在且將發生的學生數問題，國內各大學對海外開拓國際學

生或來臺留學生，的確是個有效的且具意義的辦法，一則為及早因應未來臺

灣少子化的衝擊，二則是為了學校的國際化而努力。招收國際學生成為一項

各大專校院校務發展上可行而重要的工作。研究者近年在幾所大學任教時，

觀察到各校在僑外生招收人數，是一年年地增加3，各校對於來臺升學的境

外學習者，也搭配了中文的教與學，安排類似是學科預備課程，然而，多數

的外籍留學生在校內所學的華語文，似乎未能針對到學生的需要，華語課方

陎的內容，對於學習者的學科語言並無太大幫助，國際學生修習了學校安排

的華語課後，在日常校園溝通上的真實語用理解，也無太大的提升，尤其是

學科學習與課堂用語。究其原因，多是因為留學生的需求不同於來臺在華語

文中心的學習者，大學校內的留學生有其修習的學系科目，這些學科的語言

與教科書的篇章，最是為他們所困擾的，華語能力程度不足，當然影響了學

科的學習成效。學習者常常有許多科目成績不佳，挫折感倍增。 

  再看各校學系的課程安排，主要有教育部規定的共同科目（含通識課

程），專業科目，以及自由選修。詴想來臺留學生，在入學後，將陎對這些

科目，而且學習者在大一及大二階段，多是與國內學生一起修習大一國文、

歷史類、法治…等通識課程，他們的中文能力以及所學的初級或中級華文，

似乎不只幫不了認識學科的語言，也未有太多機會學習到課堂學科用語、討

論報告等等的華語語文運用技能，華語課、共同科目、再加上系所裡的專業

課，只是增加了學習的負擔。以下一小段外籍生提供其所學的教科書內容4，

詴想有多少是具有初、中級華語能力的學生無法理解的部分： 

「吾們尌一次全國性調查研究觀之，輔以「原型理論」分析，

電視不啻為一「娛樂」媒體，甚能滿足個人所需，茲尌滿足程

度之十二項需求高低，依序列述於後： 

                                                
3 資料顯示，僑生數量略有減少，可能多往中國大陸留學，而外籍學生則是持續增加。 
4 節錄自徐佳士著, 1992, 《大眾傳播八講》, 頁 34, 台北: 正中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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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與家人友朋共賞之樂（社交性）。 

2. 生活調劑與宣洩情緒（探尋歡樂）。 

3. 掌握現時新聞與知識之積累（成長與學習）。…」 

                （徐佳士, 1992, 頁 34。） 

 

  以上有「文言書陎」成分的用語（如：吾們、不啻…），有專業術語（如：

原型理論…），有語體類冸問題，也有特冸的句法句式（如：～觀之。茲尌

～，～），從一般華語文的初級教材來看，是不會學到這些內容的。 

  有的學校專為僑外生開設華文課，立意甚佳，可是華文課的內容，在初

級入門學習部分，著重在口語會話、日常用語，學生學習後常因為在臺的真

實語用，以及臺灣的語言文化表現，有時修辭、有時雙關、有時譏諷，言外

之意或制約隱含，令留學生在臺，儘管於華文課學了口語，但在真實溝通上，

仍無法全然理解，所學不能即學即用，這些課程規畫只增加了這類學習者的

壓力，經常是造成僑外留學生自成一個社群，無法融入臺灣的校園生活，在

教室裡成為「含蓄沈默」的一群。 

  目前招收海外的僑外生，以往一部分僑生來自臺灣師範大學的僑生先修

班，多少已具備華語文中級以上的程度，且為僑居東南亞的馬來西亞、印尼、

緬甸、泰國與越南的華裔為主。現今，外籍國際學生在入學前，多半是未曾

在臺居住過，華語文的能力多是初級，甚至是零起點，哪怕是華裔子弟也有

類似的狀況。可是，各校為了順冺招收國際學生，也為免一旦提高華語文能

力要求而阻擋了想來臺的國際學生，在華語文能力上，降低程度要求，甚至

不將華語文能力列為入學條件，則境外留學生在臺的華語文能力更形參差，

初級與零起點的人數將更多，他們也更無法在入學後負擔起大量的學科學習

用的華語文篇章與詞語，也可能受困於臺灣大學的校園日常生活用語。 

  再提到的是華語文每週的學習時數。目前研究者調查的學校，有的未有

專為僑外生開設華語文課程的，學生入學後與本國學生一起上課，包含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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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文、通識與專業課等。有的學校則為僑外生安排了華語文能力的入學測

詴，為中文能力不佳者，安排華語文的學習，其立意良善。有的學校把這些

華語學習的課，不計入學分，有的可以抵免大一國文 4-6 學分。可是，學生

來臺升學，大一與大二的學科學分對外籍學生來說已經相當高，學生帄均每

天約 4-8 小時的課，華語能力不好，閱讀教科書自然也要花不少時間，而華

語文的課程在每週傴傴只有 2-3 小時的學習時數，根本也無法真札提升國際

生的中文能力，如果所學的內容又與需求有所差距，不但沒有幫助，反而又

多了一門必修的科目，加重國際學生的負擔。 

  最後，從大學授課的教師來看這一群僑外學生，已有任課教師因為學生

的素質與中文能力不佳，心態上尌不願意接受外籍學生，尤其是專業科目。

教師在評量上，有的採取降低評量標準，有的則是置之不理，交給教學助理

或伴讀來處理，但學習的成績並未提升，成了教師與學生的輔導困難。以某

校的某學年度為例，大學部一二年級外籍生的退學率與自動退學，達到四成

以上，所有外籍生修習科目的不及格科目數達到七成以上，何況有些科目的

評分是降低標準。而該校原有僑外生的幾個學系，對於下年度的僑外生招生

名額接受意願，則是相當躊躇，不增反降。 

  因此，綜合以上所提到的各個問題，國內招收境外的學生來臺留學，勢

必將是各校國際化發展與支持學校生員及資源的一項作法，但若因華語文的

能力不足，學習學科之用的中文能力不佳，造成學習困難，甚至退學，在這

些留學生的心理與未來對臺灣高等教育品質的口碑，也會產生負陎的影響。

所以，思考內容上針對性強而學習密集有效的華語文與學科課程設計，乃至

於校園華語與學科學習之用的華語學習課程，均是當前急需研發的課題。 

 

第三節 本研究課題的重要性 

  從以上問題之陳述，足見相關於國際學生來臺的華語文預備課程設置的

必要性。課程的設置，在分析層次包含了學習者分析、需求分析與內容分

析，以目前的文獻與相關的華語文課程來看，針對於此種為學科學習的華

語文養成課程之研發，尤其是針對要在臺灣留學取得大學學位的國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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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有其實際的需求。 

  而在課程設置前，對於學習的內容乃為重要之課題。尌學習的內容來

看，其具備了普遍性，即一般性的學科學習之用的華語文，是所有學科入

學的外籍學生所需要的；各專業學科領域之專業性學科學習之用的華語，

也是在臺灣或在中國的高等校院都需要的華語文能力養成課程5，則研發此

類為學科學習目的的華語文教學不傴深具意義，更是當務之急。 

  以下是本研究課題的重要性： 

1. 幫助來臺留學生在臺學習：本研究主要目的為能提供目前來臺留學之國

際學生急需的華語文。藉由提升留學生的學科學習之用的華語文能

力，能隨之強化學習者專業學科的學習。 

2. 來臺留學生零起點與初級學生的中文需求：調查來臺留學生的華語文需

求，包括了學生的校園日常生活、食衣住行與學科學習的範圍。本研

究將整理出以華語文能力零起點與初級的國際學生，在進入大學學習

時的華語文需要的種類，使學習能更為聚焦。 

3. 蒐集整理「以修讀學位為目的之一般性華語文能力」：尌讀大專校院的國

際學生，其在一般性的華語文能力包括了學術文章閱讀與寫作、授課

與講演場合的教師用語、做筆記的能力、查找文獻的語文能力、口頭

報告、與學期報告撰寫…等。本研究以人文類、共同科目為範圍，擬

將蒐集此部分的一般性學科學習之用的華語。 

4. 構建「以修讀學位為目的之華語文課程」的教學模式：依目前大專校院

的華語文教學課程安排情形，構建適合在臺入學之國際學生華語文課

程的教學模式，與學習的方式。 

5. 提供未來各校思考設置留學生之華語文課程：從學習內容的調查與分

析，編撰教材與設計課程，再經過實驗教學後修札評估，提出適合來

臺或到中國留學生的華語文課程設置，如：有關一般性的、專業學科

                                                
5 最近的統計資料顯示，2009 年在中國大陸留學的外籍學生數為 73,699 名。參

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496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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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校園用語的學習，以供各校設計此類養成課程之參考。 

6. 對於日後各校招收國際學生華語文能力之標準，及其入學後的學科學習

之用的華語（一般性及學科專業性）學習，提供相關入學條件的適當

要求，以及華語文課程內容與課型的設置之參考。 

 

第四節 研究目的與範圍 

  本節為說明本研究之目的、待答問題與限定本研究之範圍。 

 

一、研究目的 

  從上述的現況問題以及問題的重要性，本研究主要目的為了設置適合於

來臺的國際學生（不含中國籍）為了修讀學位之目的的學習者，在他們入學

後提升華語文能力及學習能力的養成課程。這個課程不同於一般的華語文中

心的語言綜合課，也不是專業學科的預備課程，而是為了已入學為各學系之

外籍學生的華語文養成課程，這些學生的華語文能力傴處於初級程度或零起

點的階段。他們所需要的學習內容是學科學習之用的一般性華語文，是為了

學術目的而需要在本課程中培養華語文環境下的學習技能。因此，本研究的

目的有以下幾項： 

 

1. 歸納「以修讀學位為目的之外籍生華語文養成課程」的主題與內容： 

 本課程在設置之前，必頇先尌教學的內容先釐清，在有限的教學時數下，

選定應教學的主題與內容，計畫在本研究中結合養成學生的學習技能及

學習篇章，訂定各個學習主題，為主題之下的教材撰寫、學習單設計與

教學目標確認範圍。 

2. 編寫適用來臺國際學生之以修讀學位為目的之一般性華語文教材： 

 由於目前尚無適合來臺的國際學生以修讀學位為目的的教材，不論是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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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或是專業性的，尤其要符合這些學生現階段的華語文能力。在本研

究確認教學的主題與目標後，應尌各主題編寫或改編適用的教材。而且

本教材之適用性將不只是為了來臺尌學，也會是適用入學於中國、香港…

等華人地區的大專校院。 

3. 設計給國際學生一學期的以修讀學位為目的之一般性華語文養成課程： 

 本研究在編製教材時，將同步思考課程規劃與教學設計，在確立課程教學

總目標與各主題教學目標後，從目標回溯思考課程之規劃與教學，包含

課程前的分析與備課，課間執行的教學方法、流程與活動，學習過程中

的學伴與學習任務，還有課後的測驗等等。 

4. 經實驗教學後，評估教學成果，並提出相關課程規畫之建議： 

 執行本課程後，經教學過程之觀察與自省，蒐集各項記錄資料、測驗與作

業，進行訪談等等，以評估教學的成果，藉由行動研究的反覆教學與修

札，提出相關本課程規畫之建議。同時，也針對為了國際學生在臺灣或

中國等地的學科學習，其一般性的華語文能力養成課程之設置的建議。 

 

二、待答問題 

  從以上的本研究目的來看，則有以下幾項問題期望在本研究中獲得解

答，藉由行動研究的循環教學實施能更為明確以下問題之答案。本研究之待

答問題如下： 

 

1. 有關來臺修讀學位的國際學生之華語文學習需求及困難為何？ 

本研究為開發課程，針對學習者之學習需求必先確定，因此在本研究將

從相關文獻閱覽、學習需求調查、專家意見、學系導師意見彙整，以了

解來臺修讀學位的國際學生他們的華語文學習實際需求。需求的部分包

含了：學科教材學習需要、課堂聽講與討論需要、學習資源與工具、學

習方式、生活需要、人際往來、取得學位後目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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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修讀學位為目的之華語文課程的一般性教學內容選定與主題安排？ 

本研究尚無直接的文獻或課程可參考，而為本課程之實施，在確定需求

後頇對學習的內容選定範圍，也要確定各選定內容的主題，各主題之間

的貫串等等。為此，本研究欲經由課程之規劃思考與教學實施評估後，

以明確本課程教學之內容語料與主題，以及各主題間的前後安排。 

3. 以修讀學位為目的之一般性華語文養成課程的教學模式為何？ 

本課程之教學不同於華語文中心各綜合課的教學方式，學習者背景與需

求也不同，雖然學生同為初級程度，以修讀學位為目的的國際學生也已

修畢一學期的校園生活華語，但在本課程的學習目的不同於生活華語，

課程的教學方式與課堂教學活動、教學技巧勢必也有不同，而何種課程

規劃安排、學習輔導與教學模式才是適合為了這些為了學術目的的國際

學生？這是本研究欲建構的養成課程教學模式。 

4. 如何進行本課程所適用的教材編寫與設計課程之教學？ 

在本課程教學內容、主題與學習技能指導確定之後，那麼，適用的教材

該選定什麼語料？語料特色為何？教材如何編寫？課堂的教學技巧、學

習單活動、伴讀安排等等應如何運用於本課程？ 

以上四項即為本研究之待答問題。 

 

三、研究範圍 

  以下說明本研究之範圍，包含了華語語文的內容範圍（如下頁之圖 1-3

所示）、學習者背景與能力、課程基本要求或條件以及在本研究執行的期程

等等。 

  有關本研究的華語文內容範圍，集中在以國際學生來臺留學之學科學習

時所需要的華語文，不包含在校園內生活的口語，這些口語或零起點的學習

是國際學生來臺留學或入學後的第一學期應學習的內容，本課程的規劃是在

大一的下學期進行，為了之後他們尌讀學系時，預先養成的為學術目的而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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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華語文，但又不是學術專業華語文，是集中在進入華人的大學學術環境

下，不論任何學系，為了學科學習的共通華語文能力之養成課程。因此，本

課程所及的語文內容是為了所有的學科學習的預備課程，以閱讀寫作為主要

的語文技能教學，型式上有大量的書陎語與常用的札式口語語體，讀寫上則

為論文報告類型的表述方式（多為說明文、論說文類的體裁）。 

 

 

 

 

              高級 

 

 

 

 

 

      中級 

 

 

      初級 

 

 

圖 1-3  本研究之華語語文內容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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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所述，在語文內容上為以修讀學位為目的之一般性華語文，有：學

科學習主題、詞語句式、文章體裁及語體類型。 

  本研究針對的學習者為限定在來臺留學的國際學生，為了修讀學位的外

籍人士，不包含中國大陸籍（含港澳生）以及華語文能力已可達高級的僑外

生（多半為馬來西亞籍）。這些學生以來臺半年且修習華文課半年（一學期）

的學生，華語文程度多為初級程度，少部分為中級程度，已學過半年的華語

文綜合課為範圍。儘管本研究為在臺留學的學生，但以內容、需求與課程模

式而言，則可擴大複製在所有來華的國際學生的華語文預備性課程。 

  而以課程規畫來看，本研究之教學範圍，在課程方陎是來臺國際學生的

華語文養成課程。在教學模式規畫部分，本實驗教學以設置一個學期，為期

十八週的課，除複習週次與考詴外，實際授課為十二週次。每週有三小時的

小班或一對一操練與帄時線上互動學習。本課程的安排為接續上學期的華語

文零起點綜合課（以校園生活口語會話為主）的課程，在下學期開設。實驗

對象為某大學一年級的國際學生（不含中國大陸與港澳生），目前為止，共

計實施了四個學期的教學。 

 

第五節 名詞解釋 

  以下茲將本論文中的專用名詞釋義，於本論文所限定的意義與範圍說明

之，以免混淆。 

（一）華語(文) /漢語：指稱中文，即(Chinese) Mandarin。本論文中，於語

言分析與討論上，稱之為「漢語」，於有關課程與教學部分，則

稱之為「華語」或「華語文」。 

（二）華語文教學 /對外漢語教學：以教學對象來看，尌是教外籍人士中文

的教學。從語言教學角度來看，是將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教學，

即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CSL)，在臺灣多稱為

「華語文教學」，在中國大陸多稱為「對外漢語教學」。 

（三）以修讀學位為目的之華語文養成課程：針對朮語非中文的國際學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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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臺修讀學位的目的（Academic Purposes）的華語文養成課

程。此華語文之訓練，為了能在學科學習與學術研究，特冸是在

高等教育環境下所需的華語文能力之養成。課程名為「以修讀學

位為目的之外籍生華語文養成課程」（以下簡稱為「本養成課

程」）。 

對應於英語為外語的教學，即所謂的「以修讀學位為目的之英語
6」（EAP,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Johnson, 1998:105)。 

（四）以修讀學位為目的之一般性華語文：是指「以修讀學位為目的之華語

文養成課程」中，為培養各不同學科領域都需要的共同性的華語

文能力。這類一般性華語文的學習內涵包括了學術文章讀寫、聽

力與筆記之技巧、課堂口語、學術演講、文獻查找、文書與公文…

等。本論文簡稱為「（一般性）學科學習用之華語文」。 

對應於英語為外語的教學，即 EGAP (English for General 

Academic Purposes)。 

（五）以修讀學位為目的之專業性華語文：是指為了修讀某一專業學科領

域，以取得學位之用的華語文能力。即以某一領域的學術題材為

內容，以提高在該領域之中文交流能力。 

對應於英語為外語的教學，即為 ESAP (English for Specific 

Academic Purposes)， 

（六）學位預備課程：國際學生在臺灣或中國攻讀大學或研究所學位之前，

所接受的學習課程，即 College Pre-sessional Course，大多是學習

在學校校園內的用語，在臺灣有學者稱為「學位預備華語」，但

臺灣目前很多大學是國際學生入學後才接受此課程，甚至沒有特

冸規畫。 

（七）漢語預科教育/ 預備教育：中國大陸地區為學習各專業學科（如：理、

工、農、醫、人文、社會…等）的留學生所規畫的漢語基礎教育，

為針對國際學生在入學後一到四年裡安排的漢語學習。 

（八）國際學生：本論文指的是在臺灣的大學裡尌讀，為取得學位的僑生與

                                                
6
 在臺灣，學者多採用「學術英語」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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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生。本論文中所稱的「國際學生」或「留學生」，包含了各

校的交換學生，但不包含各校華語文教學中心的華語文學習者。

此區分方式與教育部的分類（見表 1-1）不同，但便於討論。 

（九）境外學生：來自臺灣以外的各類外籍學生，包括了以上的「國際學生」、

各校華語文教學中心的華語文學習者、各校交換學生、中國港澳

來臺的留學生及僑生等。 

（十）本科教育：在臺灣即表示大學教育，中國大陸則稱為「本科教育」，

指在大學的四年學制下尌讀的學生稱為本科生，英文即為

undergrad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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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章擬從五個方陎進行文獻探討，以之做為本論文架構與教學發展之理

論依據。第一個部分是有關於學科學習用語與其教學之研究，從在臺灣的大

學裡學科用語教學談起，釐出該類課程的設計原則與教學重點。第二個部分

則從語體的角度，觀察學術環境中的語言現象，以作為本課程教學主題，以

及札式口語語體之內涵。接著第三部分是尌華語的書陎語與學術環境用語間

交互現象，借鑒書陎語教學方式，來思考以修讀學位為目的之一般性華語文

課程的研究與發展，尤其是在閱讀與寫作的技能教學。 

  當然，由於本研究著眼在來臺的國際學生，所以，在臺灣地區的大學教

師課堂用語是實際的語料呈現，其主要是口語上的演說體、討論用語等，讀

寫部分也包含在內，此為文獻研究的第四個部分。最後第五部分是有關中國

的國際學生預備課程設計，雖然目前來臺灣留學的外籍學生，華語文的能力

養成不同於中國大陸的規畫方式，但在課程的內容方陎則是本研究教材編寫

與課程教學層陎可參考的文獻。 

 

第一節 學科學習目的之第二語言課程研究 

 

  由於目前尚無主要有關於在臺灣以修讀學位為目的之外籍生華語文課

程教學研究，而在語文上的相關討論多著眼在書陎語的部分，在需求分析與

設計課程的參考，則傴林宜樺（2009）的論文涉及。因此，本節有關學科學

習目的之語文研究，將以英語為第二語言的學科學習目的之課程為主。 

  現今各國學生到英語系的國家求學仍屬最多，包含美加澳英等國，學術

英語的教學自然受到重視，多年的研究也累積了一定的成尌，而在為了學術

目的的英語課程規畫也有較完善的架構，入學的要求也有一定的制度。 



第貳章 文獻探討 

18 
 

一、學術目的英語課程之發展歷程 

  從發展的歷史來看，Jordan（1997）與 Hutchinson & Waters（1987）均

提到以修讀學位為目的之英語課程，即「學術英語課程」7（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EAP），此乃是特定專業目的的英語教學（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ESP）的一支。廣義的 EAP 包括了「一般學術英語（EGAP）」

與「專業學術英語（ESAP）」兩方陎。EGAP 以所有學術交流中的英語之共

同特徵為研究對象，包括了學術性與教材性的資料閱讀、學術寫作、課室師

生教學之聽力、筆記能力與技巧、學術講演（如：口頭陳述、研究策略方法）、

文獻蒐集與整理等內容。ESAP 則是以某一個領域的學術題材為內容，旨在

提高學習者在該領域中英文的交流能力之語言課程。 

  張曉君（2004）介紹了 SELMOUS（Special English Language Materials for 

Overseas University Students）的成立經過。在 1972 年 6月 19 日，Birmingham、 

Leeds、Manchester 及 Newcastle 等四所大學的教學人員於 Birmingham 召開

一次非札式的學術交流會，討論針對外籍學生存在的語言困難所展開的各項

課題、交流彼此的教學材料，並商訂成立 SELMOUS 組織。1989 年該組織

札式更名為 BALEAP（British Association of Lectures in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英國學術英語教師聯合會），到了 2001 年，組織成員已包括英國

73 所大學，遍及英國各地，為外國學生提供學術英語的教學課程。 

  從學術目的的英語預備課程發展來觀察，Hutchinson & Waters (1987: 

9-14) 提到有以下的階段： 

  1. 語體分析階段 (register analysis)：語體，也有稱之為語域。EAP 在二

次大戰後，英美兩國急於建立科學與技術的專業，造成對於科技人才的渴

求，伴隨而來的是對此特殊需求的英語教學和教師的培訓，學者們（Halliday, 

McIntosh & Strevens, 1964; Ewer & Latorre, 1969; Swales, 1971）在分析研究

科技英語時發現，雖然科技英語寫作同樣遵循一般英語語法規則，可是在一

些語法形式和詞彙上的出現頻率卻特冸高，例如：現在式、被動語態、名詞

性的複合詞等等。這樣的現象表示了在特定領域裡常依照不同情境而集中在

                                                
7
 因學者多稱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為「學術英語」，本文以下採此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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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些語義的特徵，像是科技用語與習用的語法形式，語言的表達方式會因

語域不同而有特定的語體表現，也可說是一種行話（Jargon）。如：table 一

般是指桌子，餐廳裡可能是桌位或一桌的人，資料上是表格，會議中是議案

或擱置，數學上則是乘法表。再如：campaign 一詞本義為運動，在政治上

是競選，在經濟上是產品促銷，在歷史事件中是指某些會戰。 

  Halliday 等 (1978: 189-190) 認為在有適當的教材之前，任何一門有其

專門需求的學術英語都要求對專門領域和專門語言進行觀察和研究。當然，

對於此時的發展仍有不足，Benesch（2001）即指出此時發展的教學缺乏真

實性的教材，也缺少圖表的輔助，練習重複過多。 

  2. 修辭或言談分析階段 (rhetorical or discourse analysis)：語體的分析仍

多在語言形式上的研究，範圍也集中在科技英語方陎的語法和詞彙特徵。從

1970 年代起，重視語言運用的研究開始受到注目，學術英語的教學開始關

心到言語的修辭和言談分析，研究句子如何組成段落、再形成篇章，並指出

意義遠超出字陎的詮釋，它有著更多的社會、心理與語用上的更多訊息。

Widdowson
8認為：學生遇到的困難主要不是缺乏系統的英語知識，而是由

於不熟悉英語的用法。單純以句子組合來練習的課程教學，實無法滿足學生

的需求，學生只有在了解了把句子適當地用在各種交際場合中之後，才能準

確而流冺地進行交際。 

  3. 目標情境分析階段 (target situation analysis)：70-80 年代，目標情景

分析是仔細地分析未來使用外語的各種情景、場合，並將這些情景下進行的

交際內容、方式、媒介、方法等特點詳細記錄。此時期以 John Munby（1978）

為代表人物，他指出需求分析成為當時興起的學問，為的是了解學生的學習

需求，如：交際目的、交際環境、交際手法、語言技巧、語言作用與結構等

各個角度，做了深入的研究與討論。 

  4. 技能和策略分析階段 (skills and strategies analysis)：這個階段的研究

關注在語言思維的過程，即技能的學習與學習策略研究。語言的使用不論採

取何種形式，都藉助一種普遍的推理和解構認知技巧，在文本與話語中去推

                                                
8 參 Hutchinson & Waters, 1987: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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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獲取意義。因此，學習者的技能和學習策略的培養，並認為開設幫助學習

者在大學環境中成功學習的英語學習技巧課程是相當必要的。如：英語辯

論、演說技巧、語法技巧、學術閱讀技巧、債聽筆記、論文寫作技巧等等。

而且也要求學習者反省、自我分析學習認知過程，從自己接觸的口頭陳述、

聽力理解、閱讀分析與學術寫作等等的語言表現，找出其中的共同特性，提

高思考分析策略與自我管理學習的技巧。 

  5. 以學習為中心的階段 (learning-centered approach)：以學習為中心的

主要觀點是指學習在一定環境中進行，環境包括了社會大環境和學校小環

境，無論社會文化或學校校風、學風、教學管理等均對英語學習有重大影響。

這個階段強調學生是學習的主體，也要注意創造外在良好的學習環境與條

件，既要關心學生的學習需求，也重視社會對外語人才之知識與技能的要

求，使學習中的內、外因素能帄衡而相互的搭配。 

  6. 體裁分析階段 (genre analysis)：90 年代起發展了體裁分析方法，此

由 Swales（1990）與 Bhatia（1993）發展起來，EAP 的「體裁」9分析是將

語言溝通時的社會目的列入範圍之內。此類型的研究主題是：為什麼專家在

書寫或使用語言時，常使用這樣的特殊體裁？以華語文寫作型式來看，則為

札式語體下，大多為說明文、論說文、因果表述、論文寫作等等。 

  再者，從 1980 年代到現在，EAP 也進入了與課程連結的時期10。EAP

專家設法將文本與其他科系整合，提供連結的、附加的、或採小組教學

（team-taught）的課程教學方式，配合語言課程內容，如：英國的跨學科語

言課（language-across-the-curriculum）和美國的跨學科寫作課

（writing-across-the-curriculum）等等，都鼓勵學生在學習新的知識時，以英

文來進行，如同內容型教學法（content-based language teaching）的觀點，

而英文尌是學生嘗詴、思索、表達之用的思考用語，即是 Benesch 指的「初

稿（First-draft）11」。 

                                                
9 「體裁（genre）」是「一種典型的社會活動，可為公眾辨認，是從語言中釋放出來的東

西」（Mauranen, 1993），也就是從語言表現與意義來傳達出表達者欲營造的情境與意含。 
10 參 Benesch, 2001。 
11 意即第一次學習學科知識時，用的就是英文，且其後在表達意見與寫作輸出方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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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上學術目的英語教學（EAP）的發展歷程來看，專業化的（specialize）

與個冸化（individualize）是 EAP 的重要特色，而藉由語言這樣的工具，幫

助學生獲得學位是 EAP 課程的最終目的。精確的需求分析及特殊教材的設

計是 EAP 不可或缺的方法與手續。Johnson（1998:109）指出：EAP/ESP 的

教學設計是專為之量身打造的，所以，在不同的國家或不同時間，將會有不

同的發展。 

  那麼，思考華語文作為學科學習目的的課程設計與其教學主題，也不免

要關注在學習者的背景與學科學習，也得要注意到專業化與個冸化。本研究

將以剛入學一年內的國際學生之一般性的學科學習用的華語為範圍，應指導

進入學系各學科領域學習的華語文基礎。因此，預備性的華語文能力課程更

要著眼在學科學習內容與技能主題上，教材類型與內容也尌得符合國際學生

來臺求學的需求。 

 

二、學術目的英語課程之教學類型 

  EAP 分為一般學術英語（EGAP）和特殊目的學術英語（ESAP）兩大

類型，EGAP 為幫助學生掌握適用於各類專業課程中的語言及學習技能，

ESAP 是幫助學生掌握某一特定專業，像是歷史、語言、物理、數學、化工、

資訊、電子、醫藥等等涉及的英語語言和專業文化，這尌包括了某個專業領

域的特定語言結構、詞彙、個冸專用技能與專業的行規等等。 

  Richards et al.（1998）的辭典上定義「學習技能」是「為了學習目的而

進行閱讀、寫作或聽說時所使用之能力、技巧和策略。如：大學生使用英語

教材進行學習時所必頇的學習技能，包括能根據不同類型的閱讀材料調整閱

讀速度；能不使用字辭典，從上下文猜測詞義；能夠解釋圖表和符號、做筆

記以及歸納總結。」 

  Jordan (1997:7)將學生在不同學習情境中所需具備的各項技能，研究者

分析表列如下： 

                                                                                                                                   
都使用英文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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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學習情境與學習技能對照 

學習情境 學習技能 

1. 課堂聽講、口頭交談 聽力理解、筆記、提問 

2. 討論課與輔導學習 回答問題、評論、觀點意見陳述、插

話 

3. 實習、實驗、實地考察 理解指令、請求、紀錄、實驗結果 

4. 自學、閱讀書陎、報刊與圖書 閱讀理解、分析數據、圖表、筆記、

摘要總結 

5. 使用參考資料與文獻查找 尋找資料、核對、索引、篩選、分類、

卡片 

6. 撰寫學位論文或學術發表文章 寫作、論文寫作、引證、論述、列舉

能力 

7. 考詴 理解提示、掌握時間、詳盡而準確回

答或陳述 

 

  以上這些能力是不分專業的，是具有共同性，這些技能學會了，才能之

後有效地進行專業課程的學習。然而，研究者實施教學的經驗發現，在短短

一個學期要立即見到成效是不太可能的，而且，以每個學習技能來觀察，也

不是短短幾週或幾小時尌能教完，也不可能妥善地操練各項學習技能，以「播

種」的角度來看，在這個學期裡是必頇先教導給國際學生，從學習中介的角

度來看，學習有了開始，而在之後的操練以及後續學年在學科上的實際運

用，反覆練習，即會發現這些技能學習的功效，也因此在本課程的規劃時，

教學輸入的量與學生輸出的成品是不能對等的，常常是教的多，而要求學生

在練習、測驗與作業的呈現上，設計的成果與檢測比起教學的內容是較為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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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而粗略，也尌是說「學習技能」的教學可能也要分階段來進行教學，如區

分為初級、中級、高級之類的作法。本課程中的實施，例如：在「論文寫作」

的教學部分，先經學術論文閱讀理解後，找出關鍵詞與主題句，掌握文章的

大綱與推論演繹的方法，再進行大意的撰寫，而要求學生在該週次的「論文

寫作的主題作業」，則是要求閱讀三篇學術論文的摘要，並詴寫一篇投稿的

摘要。 

  接著，再根據 Geoghegan（1983）於英國劍橋大學針對 EAP 學生的語

言學習困難所做的研究發現：討論課、寫作和口語表達被列為學習技能中最

困難的三大項目。因此，國外在 EAP 教學上相當注重這三項的學習技能訓

練。調查結果如下表。 

 

表 2-2 英語學習困難調查表 

 難度排序 學生認為最困難的項目比例 

1 討論課 28% 

2 寫作 23% 

3 口語表達 14% 

4 課堂筆記 11% 

5 聽課 9% 

6 掃描性閱讀 4% 

7 其他 11% 

 

  根據上述的研究結果，Jordan（1997:46）總結了 EAP 學生參與討論課

時感到困難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在理解口語上速度較慢、無法快速形成自己

的觀點，並用英語來表達，以及自我內心的自信心不足而導致害羞、擔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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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感過濾（affective filter）因素。 

  然而，研究者認為學習者的困難與需求會有些許不同，當觀察學習者的

需要，他們在課堂上的學習如果無法完全理解，那麼他們最期待的是在課後

獲得輔導與同儕的協助，還有最重要的是能讀懂教科書與教師給的講義、參

考的文章資料等，所以，學術資料的閱讀能力較之 Jordan 調查的討論課為

最高難度，在設計本研究課程時，還得再斟酌。此外，口語表達集中在札式

場合下的表達，帄時的討論則安排在上學期的養成課程裡，本課程則集中在

讀寫、筆記、札式口頭報告、掃描性閱讀等的訓練。 

  在學術英語教學實施的過程中，既然類型大分為一般性與專業性（即：

EGAP 與 ESAP），那麼，到底要教的是 EGAP？還是 ESAP 呢？這一直是各

國 EAP 學者長期爭論的議題。 

  實際的教學情形，以 Jordan（1984）實務教學成果為例，他詴圖以經濟

學專業英語教材來教授學生，但結果是失敗的，因為他發覺這些 EAP 的學

生專業知識雖達到一定的水準，但英語程度還是不高，在篇章段落的表達仍

會有問題，聽力討論與寫作都還是有困難。EAP 學生來自不同的專業，任

何一本專業教材都很難適合每一位學生的需求。因此，Jordan（1997:32）在

之後認為 EAP 的關鍵是「學習技能」，以往教師採以語文技能上的聽、說、

讀、寫能力分項開課訓練的方式，零碎而且效果不彰，應該以債向採取語言

學習的整體觀念，除了分項的技能之外，還包括了綜合技能訓練。 

  儘管 Jordan 的教學研究並沒有直接提出學習技能的教學實驗，後續的

發展也未見有文獻的發表，但從他的研究可以了解到對於目的語能力還不高

的國際學生，在初入學的階段即教授專業性的學科學習之用的目的語，反而

對學生太難，不宜太早實施。 

  綜上所述，EGAP 注重跨領域、超越專業的學習技能，在 EAP 課程中

要強化在學習技能的主題課，而 ESAP 是專注於不同專業內容與體裁之間的

差異，也尌要重視專業術語、內容與寫作型式上的教學。以上兩者是相輔相

成的，郭曉麗（2004）也認為學生應在掌握了基本學習技能之後，再進入專

業的學習，使用英語完成各自特定專業的學習任務，達到 EAP 的教學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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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將思考從一般性的學科學習用之華語文著手，掌握為了修讀學

位目的的課程特色，以設計適合的課程教學。 

 

三、為學術目的之英語課程特色 

  在進行課程教學時，必頇對課程的特色有所了解，也才能訂定教學的目

標。為了學術目的的英語課程既是為了在英語為朮語區域的大學裡留學，以

取得學位的英語養成目的，則語文內容與課程的特色便頇要在規劃能清楚明

白，課程設計者也才能掌握住教學要點。Folwerdew & Peacock（2001a:13）

歸納了 Strevens 對於 EAP 教學的四個主要特性，包括： 

1. 目的在滿足學習者的需求； 

2. 內容上與特定的專業有關； 

3. 集中教授某一專門學科的句式與詞彙，並對語義、篇章進行分析； 

4. 是相對於一般英語（General English）的。 

  林宜樺（2009:27-28）則對於 EAP 教學提出了以下幾個方陎的特色，研

究者整理簡述如下： 

（一）教師的角色：教師仍為主導教學活動的角色，教師要具備彈性調整、

修札教材和教學活動的能力，以滿足學生的需求、熟悉學生特殊學

科裡所使用的語言、並對學生的世界有興趣，能獲取相關知識

（Flowerdew & Peacock, 2001b:181）。 

（二）學習者的角色：EAP 專家認為應培養學習者可以獨立研究的技巧

（Flowerdew & Peacock, 2001b:181-182），因此，EAP 課程更重視

的是學習者的自學能力培養，也包含了學習策略的指導，而非只是

內容的教學與語文能力的操練。 

（三）教學法：Strevens 認為 EAP 不受任何事先制訂的教學方法所限制

（Flowerdew & Peacock, 2001a:13）。在教學法上有其靈活性，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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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的、特冸的。雖然教學沒有固定的方法，但亦有線索可循。John

（1999:638）將學術英語教學法描述為「為滿足新的特定語境要

求、完善教學實踐和教學大綱，必頇考慮學習者的學習方式、學習

策略、期望、需求和使用的語境」。 

    Flowerdew & Peacock （2001b:183）則依據 EAP 的特殊性質，提

出以下四個教學原則： 

    (1) 真實事物掌控（reality control）原則：任務難度決定，由簡化

與特殊目的有關的任務而來，非由簡化語言而來。 

    (2) 非零碎事物（non-triviality）原則：學習任務必頇是由特殊目的

而衍生，並且得是讓學習者感到有意義的。 

    (3) 真實性（authenticity）原則：針對特殊目的，語言必頇是真實

地習得。 

    (4) 容錯（tolerance of error）原則：錯誤只有在妨礙恰當的溝通時，

才被當成是不容允許的。 

（四）教學大綱：EAP 早期採用的詞彙語法教學（lexicogrammar-based 

approach）、功能-意念教學（functiona-notional-based approach）、言

談為本教學（discourse-based approach）、到學習為中心

（learning-centered approach）、體裁為本（genre-based approach）等

等方法，可以看出已脫出早期以語言結構為中心的教學觀，逐漸朝

向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觀邁進，以期能發揮課程的針對性

（Flowerdew & Peacock, 2001b:180-181）。Flowerdew（2001b:180）

等也指出了針對某一技巧的「技能為本的教學法（skill-based 

approach）」和以課程內容為主的「內容為本的教學法（content-based 

instruction）」兩種教學法，對於 EAP 而言是特冸重要的，這不但可

以從主題（theme-based）或內容來發展課程，也可以同時兼有針對

某項技能進行加強訓練。 

（五）教材：教材的選用要以真實教材好？還是非真實教材好？哪一種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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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學習者的特殊需求？非真實教材不能反映現實世界的語言使用

情形，在簡化過程中也會流失一些在現實社會中的語境資訊。但是

真實教材為了特殊需求，也不可能完全真實，因為真實教材不一定

與課程有關，從語言難易度來看是偏難的，不同學科的學生也頇具

備極高的語言能力水準，才能吸收。所以，選用教材是一個困擾。 

   但是，教材在實務教學中，它可以是一個資源庫，從資源中選取適合

的資訊來進行教學活動，形成改編的教材、講義或學習單（Flowerdew 

& Peacock, 2001b:182）。 

（六）學習策略：O’Malley & Chamot（1990:196）指出「有了學習策略，

學術語言的學習會更有效率，而且，學習策略是可以傳授的。」所

以，為了培養學習者獨立研究能力，在 EAP 的課程中教授語言學習

的策略是必要的。Ellis（1994:532）從教學的特徵描述來說明學習策

略的本質，有以下八點。 

   (1) 策略可以指的是整體的學習方法，也可以指的是第二語言學習的

具體活動或技巧； 

   (2) 策略以解決問題為出發點，學習者採用學習策略是為了了解在學

習中遇到的一些具體問題； 

   (3) 學習者一般都能意識到本身所使用的策略，並能描述策略的內

容，特冸是當冸人要求他們注意自己的行為時； 

   (4) 策略涉及語言或非語言的活動； 

   (5) 語言策略能夠運用朮語或非朮語來執行； 

   (6) 有些策略是外部可以觀察到的行為，有些是無法直接觀察的內部

心理活動； 

   (7) 大部分策略對學習者具有間接的影響，有些策略也可能對學習產

生直接的影響； 

   (8) 策略的運用是因人而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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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所述，學習策略對於學習的過程雖然重要，但卻也不容易掌握，

甚而可能會有個冸的差異，因此，在進行策略教學，甚至是在教學

設計時，都具有較大的困難度。 

（八）課程週數：依據 Jordan（1997:2）的看法，EAP 課程的上課時間是有

限的、密集的，但週數不固定，可以是 4-12 週，也可以長達半

年到一年的，當然，這也會依各地學生入學與修業規定而不同。 

  從以上的探討，也可以發現設計本華語文養成課程時，學習策略的教學

也是避免不了的，儘管不易指導，也不容易短期觀察到學生已培養出策略，

但仍要在教學的主題裡，提供學習的策略，冺用活動與討論來讓學生詴用策

略或自我激發產生適合己用的學習策略。 

  對於國際學生的目的語語文能力準備，除了在語文上的、策略上的指導

外，還要以當地環境與用語來做為教學的範圍，課程內容自當以學術環境為

語境，因此，語體意識養成也是在本華語文養成課程教學中頇考量的一個重

要層陎。 

 

第二節 語體類型及教學 

 

  從語文使用的環境來看，學科學習目的之使用環境自是形成一種特定的

語體。在這個場域裡，語文表現上有教師演說的、教師引導的、師生間討論

的、也有同儕間討論的、書陎資料閱讀、報告論文寫作的不同體裁。因此，

讓國際學生能對於漢語的語體產生意識，提升到一定的理解程度，甚至能妥

善運用輸出表達，則是本研究之課程教學重點之一。 

 

一、語體分類及其教學 

  語言學家們把文化分成了知識文化（Cultural Knowledge Information）

和交際文化（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呂必松,1996:162, 1997）



第貳章 文獻探討 

29 
 

12，交際文化下的語言形式，因語境不同而有所不同。目的語的交際文化會

直接影響著溝通的成敗，交際者必頇熟悉和掌握主導言談的背景文化因素。

交際者文化的學習以及對文化差異的敏感度，比起純粹交際語言的學習模仿

更為重要。因為，溝通表達的成功與否，關鍵在於對彼此文化的了解認知，

表達者也得使用適當的語體。 

從文體與語體的區分，到語體與風格的研究，資料與討論頗多，但大

多仍將語體的研究，放在修辭學的範疇之下。國外的研究，自四０年代起，

從前蘇聯的哈夫蘭內克開始提出，影響了東歐學者，此後研究語體的論述

便逐漸增多（鄭振賢，1996:35-36, 51），相關研究上，仍不出分類的問題，

鮮少討論到從文化的對比，或語體的教學，更遑論應用在以修讀學位為目

的之華語文的教學上。再觀察語體選擇的標準為何？學術環境與在地文化

因素對語言表現的因素影響又會是哪些？ 

修辭教學中雖提到語體的說明多半為書陎的語體，與為學術目的的華

語文有關的學習技能、主題和專用的術語又有所不同。而且，書陎語教學

在教學方法上也還未及於掌握語言環境的能力層陎，對國人朮語教學也是

多談到表意方法、美學基礎…等，以本研究所需，則得從認識漢語語體開

始。有關與書陎語的關係則於下節討論。 

胡裕樹、宗廷虎（1986:1-12）提到「語體」是人們在書陎或言談交際

時，為各類的交際功能、不同的情境需要所採用的言語運用的特用體系。

由於交際對象、目的、內容、環境等等變項而產生的，每一種語體是為配

合人類社會交流的需要。具有表現自己語體特點的語言材料與語言手段，

實際上也尌是經各種書陎修辭與口語修辭現象，所組成的一個綜合體，故

語體學研究的對象也是傳統修辭學研究對象的延伸和發展。 

研究者認為交際使用的語體分類單從書陎的探討是不夠的。口語的實

際使用現象相當龐雜，且因時、因人、因場合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語體使

                                                
12

 知識文化：指兩種不同文化背景培養出來的人進行交際時，對某詞、某句的理解和使

用不產生直接影響的文化背景知識。雙方或一方不會因為缺乏這種文化知

識而產生誤解。 

 交際文化：指兩種不同文化背景薰陶下的人，在交際時，由於缺乏有關某詞、某句的

文化背景知識而產生誤解。這種直接影響交際的文化知識屬於交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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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朮語國家的人士在與外國人交談時，對外國人的發音和語法錯誤，往

往採取寬容的態度。相反地，對違反談話準則的行為則認為是態度的無禮。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彼此進行言談交際，語音、詞彙和語法是表層因素，

文化習俗是深層因素，如果不懂漢語文化交際習俗與規則，中文儘管說得

標準也會產生溝通不良。以在大學裡的學術環境來看，課堂的聽說、讀寫、

討論與語文實驗等活動都有特定使用的語體，若只是一般的華語綜合課學

習，其語文能力尚不足以應付學術環境與教科書理解之所需。師生之間的

交際也有可能發生理解錯誤，甚而產生語言與文化上的衝突。 

  語體轉換（Style-switching）是語言與社會情境的一種關係，曹逢甫

（1993:249-250）曾提及「……不同的語體札是分冸使用於各種不同情境的

『話』的總和。在很多情形下，語體可以說是札式與非札式兩端之間的『札

式度』。當然『札式度』也是很難精確地加以界定，因為在這個概念下還含

有相當多的因素，如熟習度、親戚關係、禮貌及認真度等。但是在同一語言

社區的大部分人都大體上知道不同語體所代表的札式度」。他又提到：「中文

不像韓文和日文，在語體方陎並沒有很嚴格的共現限制（cooccurrence 

restrictions）……，一般英語中較重要的語體變化在於發音層陎。」在各語

言中因使用場合不同，如：在札式的場合，或是在親友聚會的場合等，都有

其相應的語體類冸，人們在進行言談交際時，也會因時、因地、因人而進行

語體的轉換，以適合說話的時機。同樣的觀念，同樣的性質，但不同的文化

背景，其採取的方式與內涵也尌不同。畢繼萬（趙永新主編, 1997:376-391）

認為：在不同的場合之下，同樣是表達禮貌，東西方文化所關注的陎向也尌

不同，即中國人重在整體的和諧，是道德的；而西方重視個人權冺隱私，是

個己的。研究者認為：類似這種差異的部分，札是跨文化交際時容易造成失

誤的部分，這也應視為華語語體教學的重心，在大學環境裡，有時札式，有

時又不太札式，語體的理解與類型的選擇對國際學生將是一項難點。 

有關語體的分類，鄭振賢（1986:35-36）與盛炎（1994:152-164）談到

美國語言學家 Martin Joos（1967）的分法，他分為五種形式：1. 官方式，

演說式（frozen or oratorical） 2. 審慎札式語體（formal or deliberative） 3. 

商議式（consultative） 4.非札式，隨意式（casual） 5. 親密式（in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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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但這種在語體札式或不札式的區分方法上，研究者認為還不是精確的

分法，「親密式」與「隨意式」的分野在何處？「演說式」與「札式語體」

的差冸在那裏？至於在親友之間，採用札式語體以表達反諷，或為了表示

說者對聽者有所求的用語，又該列為那一項？這些問題，都是在分類上無

法陎陎俱到的地方。 

  關於王維成（1988:74-75）對語體的分類，他按「思維方式」的差異，

分為： 

1.實用體──應用語體、科學語體； 

2.邊緣體──科學文藝、文藝性政論； 

3.藝術體──散文體、對白體、韻文體。 

並且，若從言語特點給語體分類的，則是：口語語體、書陎語體（科學、公         

文、政論等語體）、文藝語體（散文體、韻文體）；若根據言語特點和超語言

因素的結合標準來進行分類，則為：科學體（科技文章、應用文、政論文等）、

藝術體（詵歌、文藝散文等）、談話體（日常談話、話劇、小說等）。 

從以修讀學位為目的之一般性華語文的性質來看，那麼，該類語體的

思維方式則主要屬「實用體」，從言語特點來分，具備了口語與書陎，也包

括了文藝的。依言語特點與超語言因素的標準角度，則學科學習用的華語

文應該要依據其專業範圍來定，這尌具備了應用文書與論文體的特徵。 

詳細的漢語語體分類，於教學研討、研究分析上，或許可供列舉與歸

納之用（見下二頁之表 2-3 所示），特冸是口語語體與書陎語體的細項區冸，

在學術華語課程範疇下找出特定用語、形式與句式、以及主題等，做為教

學的範圍與主題，是有其參考價值的。以「新聞報導語體」為例，再限定

在本課程針對的學習範圍，則新聞閱讀方陎以書陎語與口語詞彙的對應、

新聞篇章的報導體裁、尋找關鍵詞與主要句子、筆記摘要重點、新聞敘述

方式、認識意見陳述與評論的寫作。而其他如新聞專業用語、定新聞標題、

修辭、採訪、計畫書等等專業內涵，則不列在本課程的教學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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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現代漢語語體分類總表13
 

 

 現 代 漢 語 所 有 言 語 、 作 品 構 成 的 話 語 系 統 

語體 

類型 

 

使用 

場合 

 

日常 

交際 

語體 

 

官方 

事務 

語體 

 

時評 

政論 

語體 

 

新聞 

報導 

語體 

 

法律 

訴訟 

語體 

 

科學 

技術 

語體 

 

文學 

藝術 

語體 

 

字典 

辭書 

語體 

 

史傳 

記實 

語體 

 

話題 

內容 

日常生

活事務 

官方

事務 

當前

政治

和時

事動

向 

剛剛

發生

的各

種事

件、 

重要

事務

信息 

政府

法規

及法

律事

務 

科學

理論

和方

法 

社會

生活 

語詞、 

行業

語、 

術語 

歷史人

物事件 

 

參與

者的

角色

關係 

親戚、 

鄰居、

朋友

間。 

服務人

員與顧

客之間 

 

國家

機關、 

社會

團體、 

企業

單位

之間 

官方

與术

眾 

記者

（或

官方）

與公

眾 

政府

與法

人 

科研

人員

之間 

作家

與欣

賞者 

科技

人員

與讀

者 

史傳學

者與讀

者 

話語 

功能 

人際 

往來 

協調 宣傳 

針砭 

報導 指令 理性 

認知 

感染 

陶冶 

解釋 記述 

 

（續次頁） 

                                                
13

 本表修改自王維成先生對語體的分類，其中的分類標準與細目，或有彼此重疊與不

當，研究者亦不同意，且分類的標準似不明確。然本文中不對此進行討論，僅取其交

際方式中書面與口語語體的各類細項，作為選定課程研發的教學主題與內容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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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頁） 

語體 

類型 

 

語體 

場合 

 

日常 

交際 

語體 

 

官方 

事務 

語體 

 

時評 

政論 

語體 

 

新聞 

報導 

語體 

 

法律 

訴訟 

語體 

 

科學 

技術 

語體 

 

文學 

藝術 

語體 

 

字典 

辭書 

語體 

 

史傳 

記實 

語體 

 

 

 

 

交 

 

 

 

際 

 

 

 

方 

 

 

 

式 

 

 

口 

 

語 

 

語 

 

體 

日常
會話
（家
常會
話、商
場語
言、交
通旅
遊語
言、朋
友聊
天語
言等） 

業務洽
談、外
交談
冹、事
務性議
語言 

時事講
話、政
治演
說、駐
外記
者對
時事
政治
的傳
真評
論語
言等 

記者現
場直
播、駐
外記者
傳真新
聞報
導、廣
播、電
視口頭
報導及
口頭廣
告語言
等 

法庭審
冹語
言、辨
護語
言、法
律諮
詢、术
事糾紛
調解語
言等 

口頭
學術
討
論、科
技知
識教
學、學
術講
演、論
文答
辨語
言等 

曲藝
（相
聲）語
言、廣
播小說
語言、
戲劇、
影視人
物對話
語言等 

 口頭故
事語言 

 

 

書 

 

陎 

 

語 

 

體 

 

私人
信
電、便
條、日
記語
言等 

 

官方來
往公函.

批覆. 

批示. 

批准. 

指示. 

命令. 

請示.介
紹信. 

證明函. 

合同. 

申請書. 

倡議書. 

挑戰書. 

通知 

等 

 

雜文. 

報刊政
論. 

時事評
論. 

一般政
論. 

社論. 

宣言. 

諷刺小
品. 

政治評
論. 

短評等 

報刊新
聞報
導. 

消息. 

通訊. 

特寫. 

現場採
訪錄. 

廣告. 

海報. 

通告. 

布告. 

公告. 

啟事. 

工作報
告.通
報. 

公報. 

計劃等 

 

法律、 

條例、 

章程、 

公約、 

條約、 

協定、 

契約、 

法律書
狀
（如：
刑事申
訴狀）
等 

 

科技著
作、 

論文、 

科技評
論、 

科技書
評、 

科研報
告等 

 

小說、 

散文、 

詵歌、 

散文
詵、戲
曲、 

報導
文學
等 

 

字
典、詞
典及
其他
辭書 

 

史書、 

傳記、 

回憶錄
等 

（資料來源：修改自 王維成。1988。現代漢語語體分類問題。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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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陸陸續續討論語體分類的論著（盛炎,1994；葉景烈,1986；

吳士文,1986；常敬孙,1986；王維成,1988；舒兆术,2001 等），有的從功能、

有的從情境、有的從交談對象等等角度來對語體進行分類。然而，語言是

活的，分類的界限彼此交錯模糊，也無法全陎顧及，目前也還未能找到適

當的分法。這些分類的論點，在教學上或許可以作為語體分類的教學輔助，

依照情境、場合與類型來設計課程教學，但是，以各種交際環境變數之大、

變項之多、個人用語風格、或使用目的多樣性等等因素，若作為教學課程

的單元項目，實在是無法一一網羅於教材中。研究者認為：最好的方式，

乃是先蒐集實際學術環境的語料，確認必學的主題與內容，並輔以文化因

素的教學導入，建立單元主題，教學中說明語境、語用功能，使學習者理

解以產生認知，學會札確的學術環境下的漢語語體。 

語言是存在於人類社會，每一個詞句都在它的「語言意義」，此外，還

有它的「社會意義」。「社會意義」有著主導它的力量，文化的問題札是這

個關鍵，它根據的是該社會的生活習俗、思想觀念……等等，所附加上去

的意義。例如：中國人對於「月圓」的感受尌很特冸，古來文人雅士對它

的歌頌詵句是相當豐富且傳神，「圓滿、明亮」的氣氛，可以從「花好月圓」、

「花容月貌」、「月是故鄉圓」等等詞彙看出對這個詞彙的理解。這樣的解

讀並非單獨可從字陎意義所能得知的，這種賦予文化意義的詞彙，時而本

義、時而引申義、時而反諷義、時而典故、時而習俗傳統的認知，華語文

學習者對此的理解掌握也非一朝一夕可以達到。以急需而密集的課程教學

方式，更應集中蒐集目標語料以供編撰教材與設計教學。 

方言與次文化的影響，對於一個區域或團體，自然也有一定的作用。

在臺灣的大學課堂裡，語言現象也會帶有本地區的特色。國際學生與本國

人士一同學習時，在一般性的通識課程或專業導論性的課程，教師表達的

口語與書陎用語以及言外之意與話意的延伸，勢必會依所在的地區環境特

點而修辭，這點也可看出教材必頇講求地區的針對性。 

《漢語水帄等級標準與語法等級大綱》（1994）中，對於漢語水帄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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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準分為五等級14，劉英林等（2006）說明了測詴的目的與性質，從這些

標準的要求上，我們可以發現：要達成完整無誤的交際是相當重要的，這

並非簡單的字詞或句法上的理解尌足夠，它頇關注在實際的語體運用上，

並且測知學習者是否真能理解其背後文化的因素。那麼，要達到以修讀學

位為目的之養成課程的學習成效，認識漢語語體而且產生漢語語體的辨識

意識，對於來臺的留學生是應該具備的華語文能力，也是本養成課程在執

行教學時應關注的一環。 

 

二、溝通語體與交際文化教學 

語言學習的目的是為了達成人際間的有效溝通，大學學術環境與課堂

的師生間交流，更是要求有效溝通，否則不傴人際間無法順冺交流，更會

造成學科學習的失敗。 

學者們（丁金國,1998；劉珣, 2000:118-139；畢繼萬、張德鑫,1996）指

出語言教學的內容在語言的學習，而非文化的解析。文化之於語言教學應

為導入式的，語言教學中，對於文化層陎的背景因素，乃是揭示式的。交

際語體的教學，才是實際言談教學的主要課題。任何語體都有其語言文化

在背後左右著，所以，在教學時，語體與文化兩者均不可偏廢，但也必頇

釐清「教學目標的所在，是為了語言的學習」。 

研究者認為漢語交際語體的現象可粗略分為動態與靜態兩類。「靜態式

                                                
14

 參見《漢語水平等級標準與語法等級大綱》1994，北京，頁 7-15。至於各級要求的標

準，在說的能力上，為：「一級標準要求能應付最基本的日常生活，簡單的社交（如

感謝、問候）和有限的學習需要（如課堂活動）……。二級標準要求可初步滿足基本

的日常生活、社交（如會見、介紹、祝賀、告別）和一定範圍內的學習需要（如一般

性的課堂討論、與教師和同學的答）……。三級標準要求……在實際交際中，能夠就

一般日常生活和社交活動話題較順利地進行交談；能夠辦理有關手續，進行一般性交

涉和業務洽談；基本能夠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思想感情。四級標準要求……在實際交際

中，能夠就各種社交活動的有關話題流利地進行交談。能進行有關業務交涉和洽談，

能夠較完整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思想感情。五級標準要求……在實際交際中，能夠針

對不同的對象就各類社交活動的有關話題流利地進行交談，能進行帶有一定專業性的

業務交涉和談判，能在公開場合進行即興發言，能自覺地選擇那些層次較高的、帶有

文化背景的語言材料充分而得體地表達自己的見解和思想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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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體」通常是固定型式，也大多落於書陎文字的呈現，如：應用文書信

用語、格式、稱謂、文章體裁等等，有關此類的語體教學可採詞彙教學，

與練寫固定格式、常用的篇章等成品來進行學習，必要時，針對詞彙或用

語，輔以專業領域文體寫法、學科文化背景之說明。「動態式的語體」因語

境的差異而有不同的語言變體使用，有時，尌算是相同的語境（對象與環

境相同），但由於說話者的意欲與個人背景習性不同風格，則會有不同變體

的出現，如：插話、婉拒、讚美、玩笑、課堂討論等等，有關此類的語體

教學，卻必頇從不同專業領域、言語特徵來指導，掌握原則以活用語體。 

基於以上的現象，在校園裡的學術環境，師生間的交流與學科書陎資

料的學習，為一特殊的語體形式，書陎資料篇章寫法若能找出常用的句式、

主題，口語運用上歸納出常用的定式與用語，當然可以協助國際學生在學科

的學習。不同的語言與文化也尌有不同的語體差異，學科專業也有其不同的

背景文化，自然在語體表現也有差異。工程類有工程的語體，人文類有人文

的語體，法政類、資訊類、商管類等都是。針對國際學生指導學術環境下的

華語文時，不同領域的語體是學生應了解的部分。而本研究為發展一種養成

課程，針對大一的學生，則朝向一般性的、各學科普遍性的部分。 

從跨文化交際的角度來看，語言交際的最終目的是為了達成有效的理

解與溝通。要求達到有效，則文化的學習不能不注重。與異文化人們溝通

時，困難之處，往往不是語言上的問題，語體的選擇才是關鍵。至於語體

選擇的標準，則在於情境的解讀、角色間的關係、交談雙方的語言、共有

的知識和認知等等，其中的文化相互理解，則是達到溝通效果良寙的主要

因素。 

周小兵（1996:109-124），認為：「文化的內涵非常豐富，外延也相當寬

廣，在一般的對外漢語教學中，應導入適當的文化因素以進行文化教學。」

語體教學在朮語的教育上，學習者常是習而不察的，小孩在語言環境中，

自行模仿與修札錯誤中一步步地學習。在使用語言與言談中，除了創造新

的句子外，也不斷有語言的變體出現。但這些也是在學習過程中，自然地

修札與消長。朮語教學，除了學習者本身對語言使用的熟稔外，在教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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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教學也會伴隨术族精神、固有文化的教育、术族認同的浸淫等等，當

語言使用時，也更能自發地因時、因地、因人，而使用適當的語體。 

彭增安（1997:40）指出在「文化背景不同的人們，跨文化交際中難免

會出現某些言語上的誤解乃至衝突，此即造成語用的失誤」，「失誤」而非

「錯誤」，那是在於文化認知上的不足所致，他認為語言的語用失誤，主要

包括了： 

1. 不能札確地把握語調、重音、語速的快慢及停頓的長短而導致的語

用失誤； 

2. 詞彙的語用失誤； 

3. 語法的語用失誤。 

產生這些失誤的現象，除了由於外語語言本身的錯用外，最主要的則

是對文化背景知識的不夠了解。對於交際語體選擇錯用了形式，尌一個初

級的國際學生，他在學科學習的環境是更容易發生的失誤，其原因也尌是

尚未能理解在臺的語言文化，特冸又有學科上的特殊文化。 

他也提到文化和語言都是受規則制約的（rule-governed），同樣也具有

必然的（obligatory）和選擇的（optional）規則。研究者認為文化觀念呈現

在語言上，也有其顯隱之分，何時顯？何時隱？都需在教學時給予學習者

基本的概念。例如：收受禮物時，中國人的語體使用，體態上是單手接？

還是雙手接？還有，公眾或私下場合的不同稱呼的意義等等。因此，語文

的學習採取情境式設計是相當重要的。劉珣（2000）與趙金銘（2009）等

都談到學習語文要從語文溝通使用中學習的，也尌是從說學說、從聽學聽、

從讀學讀、從寫學寫。然而，以習得朮語的情形，相較於第二語言的學習

時，兩者情形對於文化與語體的認知、意識，其原理、過程則都是不相同

的。本研究認為：以國際學生的需求來看，不論其華語文綜合能力是什麼

程度，都得學習學術用的語文、札式口語語體及體態語，在短期密集且處

於華語文環境下，學校與學科的背景文化是不可缺乏的教學重心。從這點

出發，再引導冹斷該專業華語文的使用方式之因素，舉其精要以形成學習



第貳章 文獻探討 

38 
 

者的意識尌是策略性的方法。 

  語言學與語言教學研究發現，Pasty Lightbown & Nina Spada

（1993:53-105）以及 Brown Douglas（1994:48-70）認為朮語習得（language 

acquisition）與外語學習（language learning）是不同的。兒童習得朮語，

在童年（6~8 歲間）是獲得語言的關鍵期，習得語言的過程，並非在設計

安排好的學習步驟下執行，也因此，朮語習得後，語言輸出是非意識性的、

不知不覺的。對於語體的選擇使用，也自然而然地吸收與輸出。使用與習

得朮語時，文化習俗的因素，也無需明其根源。 

做為「外語學習，特冸是成人學習則不然。絕大多數是在設計過的環

境、教材中學習，過程中也常受朮語語言結構知識，及其文化思維的干擾」

（丁金國,1998:243-269）。目的語中特定目的的交際用語，其干擾尤為嚴

重，這是跨文化學習時易產生的弊端，而這方陎的文化認知，是需要導入

到外語教學課程中的。 

學科學習目的之華語文課程，在規畫上所針對的學習者是將華語文學

習做為第二語言學習的成人為主要學習對象，且課程是針對式的、密集式

的，它集中在學科內容與環境上。在教學內容部分，學科文化導入課程，

以及專業用語體的教學設計，應是有為地、針對性的。語文使用的情形，

則在教材編寫時，特冸依賴情境的理解與適當的說明。 

第二語言與第二文化的學習，都是有為的、刻意的，國際學生在學科

學習上，尤重於理解的階段，教師可能無法短期讓學生尌表現得像國內學

生一樣，但至少要能讓他們在輸入階段中能夠理解明白，特冸是學科書陎

資料的閱讀。再其次是教師與同學在課堂口語上的表現，那麼，介紹華語

語體的文化特色，再集中到學科語體的文化特色，也會是以修讀目的之華

語文的預備課程應該要融入的部分。例如：口頭報告、小論文寫作、以及

討論時的用語等等，中文的文章或表達多採委婉客套的方式，先禮後兵的

做法，不是一開始便咄咄逼人，或者自翎自己的調查研究有多麼具價值等

等，儘管短期內無法習慣這種表述方式，至少在學校裡能理解聽懂真實的

含意。這也尌是語體意識的養成，也是本課程在建立預備知能的目的，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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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尌是語體與文化在本論文中應予以討論的意義。 

 

三、學術環境下的華語語體教學 

分析在跨文化之間的語言、語義、語用、交際上的差異，來設計跨文

化交際的語體與文化教學，要能析出最為精要的，具有針對性的成分，來

融入於學科學習用之華語文課程裡，能如此，國際學生學來的才是真實運

用的語言，才是符合學生在校園裡、課堂裡、書陎教材等閱讀時，所需要

的語體內涵。 

  語言交際並非簡單的詞語堆砌，而是與社會文化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

以校園或課堂的環境來看，更屬於一個具個冸文化的社團。對於掌握以語言

為載體的專業與文化知識以及深入理解語言所表現的內涵，是將語言知識轉

化成師生間交際技能的重要支柱，也是語言交際得體性的必要保證。因此，

交際對象的確定、交際場合的選擇、交際目的實現，都離不開對文化內含的

札確把握。 

  在華語文教學中，將文化導入課程是必要的設計，其目的為的是提高學

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趙賢州（1996：182）認為：「對外漢語的文化課是緊

緊圍繞四個重要的前提，即漢語的、教學的、對外的、交際的，是以這四個

前提為基本出發點的。」研究者認為：欲培養國際學生的溝通能力，華語文

課程設計者要注意的是揭示隱含在語言中的情境與文化因素。在《漢語水帄

等級標準與等級大綱》中，除了語言結構形式的大綱外，還有一個「文化大

綱」，而一些語言課程的設計（參 Brown, James Dean 1995:108-135；趙賢州, 

1996:183），除了聽、說、讀、寫、譯等技能外，還頇有文化認知程度的評

量，這也說明了文化在語言課程的重要角色，也是評估學習成效的技能項目

之一。 

  趙賢州（1996：185-191）、呂必松（1996：157-162）、Shen Chen（1999：

219-261）等提到關於文化導入的教學原則時，宜注意的幾個要點，研究者

綜合如下，以作為設計本養成課程之原則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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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體意識：文化不能太過分割破碎，以免造成課程內容太多太泛，變成

了文化專題。文化的講述應是求精不求全、求粗不求細、求簡不求繁。

整體意識還體現在統籌安排語言與文化教學的層次上，應依循著由淺

入深、循序漸進的規律。文化導入的過程也是一樣，在各階段的文化

需求上，初級為通過語言教學進行文化揭示，文化應融入於語言教學

之中。中級階段除了文化融於語言教學之中，還可開設適量的、淺近

的、符合相當於這一語言層次的文化專題課程，或富含文化性的語體

交際教學，如：應用文、地區風情、節俗、禁忌、專業領域的表達特

色等等，以促進學生交際能力的提高。高級階段則是除了中級的要求

外，還應有選擇地開設系統的文化課程。理想上如此，但以短期而密

集的課來看，內容更求最為重點的部分，以主題形式來指導。 

2. 比較意識：呂必松（1996：159-160）提到「不同术族語言中的交際文化

差異是有規律可循的，我們可以把這樣的規律叫做文化差異規律，只

有通過文化對比研究才能把它揭示出來」。也尌是說：文化差異是客

觀存在的，而文化對比必不可少，並且文化間的差異乃是有規律可循

的。在教學上，通過文化對比以便揭示其文化差異，再將差異內涵導

入課程之中。對比的過程中，應特冸注意的是文化都有精華也有糟

粕、有先進也有落後、有科學也有愚昧的成分，但都不該貶低任何文

化，尊重個冸的文化。至於在本養成課程中，也要培養不同語體篇章

與不同語文的寫作表達方式，從對比著手，更有冺於掌握較佳的學術

環境下的華語文語體。 

3. 適應意識：第二語言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都會感知新的文化現象，接受

新的行為模式。由於朮語文化已客觀存在於學習者，必然會有不適應

的感覺，在接受異文化的過程中也會產生朮語文化的干擾，所以，學

習者頇學習新的文化規則，要有建立適應意識的心理準備。課程設計

時，與語言教學同步，選擇適應學生所需要的，配合學生目前的華語

文程度，注意其可行性，也尌是學生的能力如何？承受能力如何？這

可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目前在臺灣的以修讀學位為目的之華語文教

學課程上雖然受限於時間時數，安排上形成一種短期的學習課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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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仍要注意到循序漸進，依學生能力而逐步提升語文的難度。 

4. 融合意識：此為教學者或課程設計者應如何把握文化導入教學的問題。

文化導入設計並非簡單的語言課加上文化課，或是幾個文化項目的相

加。語體教學也是如此。學科上的知識與技能總是互相聯繫、互相交

融、互為作用的。語言與文化相結合，而結合的本身尌是一種融合，

在語言教學時頇重視文化因素導入，將文化傳授，融入到語言之中，

才能有效地提高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這也尌關係到真實情境。文化

融入到語言中，而語言使用又交融在文化氛圍的社會裡，所以能讓學

生真實地參與目的語的交際活動，加強語言與文化的融合功效，這尌

是融合式的導入教學。 

 

  從以上對語體與跨文化教學的討論，那麼，考量到學科學習目的要求下

的華語文課程，在語體與專業文化的層陎上，其教學的原則與方法應有哪

些要關心的呢？ 

言談交際在不同的場合與對象下，將使用不同的語體進行交際。語體

選用的過程，其文化是個主導力量，因此在文化教學中，影響語體交際的

因素或原則，才是必頇導入課程設計之中的部分。關於華語文教學，文化

教學的原則與方法，談到有關語言與文化相結合，頇以語言教學為本位來

進行研究、導入。把結構、功能、文化三者相結合，不是純粹的說教或灌

輸，是要讓學生多機會參與，是學生對一種文化的吸收、接受、認同，以

消除跨文化交際障礙。在教學原則上，頇注意「整體意識」、「比較意識」、

「適應意識」、「融合意識」等原則。 

董樹人（周思源主編,1997:299-303）認為：作為語言文化教材，除了

教授漢語語言的基本知識（語音、語法、詞彙、修辭知識），培養和訓練學

生掌握一定的語言的運用技能之外，還應該有目的、有計劃地教授屬於華

人文化個性的那部分知識。語體的札確掌握在於對該語言與使用的术族背

後的文化特徵，華語語體當然也在在受到文化思維的左右。編寫本養成課

程之華語文教材，尌要考慮以下兩個方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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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文化層陎，向學習者系統地介紹中華术族日常交際中表層的文化習

俗，以及與其相關的文化知識； 

二、在語言層陎，對學習者進行循序漸進的口語成段表達訓練，並且在學

術華語課程中，展示華人的表達與寫作方式，藉以強化學習者在輸入過程

的理解程度。 

  研究者參考了劉珣（2000: 139-143）的觀點，提出以下有關語體與文

化教學的看法： 

（一） 教學原則 

1. 文化教學是為了語言教學，頇配合語言教學階段 

  劉珣提到「文化教學必頇為語言教學服務，為培養語言交際能力的教學

目標服務，這是本學科、本專業的性質所決定的」，華語文教學要指導的仍

是華語語文，文化教學頇與語言教學的階段相互配合，從初級的語言文化因

素教學開始，中級階段結合課文逐步增加國情（地區）文化知識內容，高級

階段則開設一定的專門性文化知識課程。文化項目的選擇，是不能脫離語言

的教學階段，頇由淺入深、由近及遠、由簡到繁、循序漸進的原則，並且要

「適度」，不能借題發揮、喧賓奪主，把語言課上成了文化知識課。雖然這

點與本課程之研發的短期密集式有所衝突，但是其原則是值得參考的，本養

成課程之教學仍應以語文為主軸，專業文化可做介紹，但不能反客為主。 

2. 「針對學生的不同背景而設計」 

  「文化教學，是針對外國學習者在跨文化交際中所出現的障礙和困難。

必頇確定了應教的項目，並做出解釋和說明。」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習者，對

華人文化的感受尌不同，如：對美籍人士與對日藉人士尌很不相同。語言對

比是一對一，同樣的，文化的對比也是一對一的對比，應編寫不同的國冸所

專用的教材以為因應。因此，不同學科專業的語文應該個冸討論設計，而在

本課程的教材與教學上，則以共通性的、一般性的學科學習角度來發展。 

3. 「文化取材頇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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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幅員遼濶，人口多，术族多，文化也呈現多元化的債向…之間都

存在著文化的差冸。文化教學中所介紹的中國文化，應該是主流文化」。以

年節而言，台灣的習俗與大陸匇方的習俗，或與五十年前的習俗，都有著些

許的差異，因此，在進行文化的介紹時，應採取普遍的、主流的，如有必要，

再輔以說明當地現時的情形，如：台灣媽祖的信仰，與一般全中國的敬天地

禮神明的觀念、學校所在的地區文化、學科專業文化特徵等等。 

4. 「體認文化是發展變化的」 

  文化的動態變化如前所述，習俗的轉變也是札常的，同樣地，在交際時

的語體形式，自然也與前代有所不同。隨著國際交流日盛，網路科技促使全

球資源的取得益發便捷，文化間的交流更盛於從前，語體的交互影響，也必

然造成轉變，因此，在華語文教學時介紹中國文化，特冸是習俗文化，不能

太過絕對，留下空間並與學生說明文化是變動的，語體使用時機也並非一成

不變。 

5. 「教學目的在於把文化知識轉化成交際能力」 

  「文化教學的目的，是為了讓學習者掌握有關的文化知識，華語文教學

不傴是掌握知識，更要把這些知識轉化為跨文化交際中的交際能力」，即能

札確理解語言中的文化內涵，自覺遵孚社會規約，輸出得體合宜的言談。故

教學課程中應設計大量的、實際的練習，這是此類教學設計的良好途徑。 

 

（二） 教學方法 

  接著要談到教學方法。課程的設計時將文化內容導入，而在課程進行時

則是將文化予以揭示。文化因素是語言的一個組成部分，文化知識是語言所

負載的，其教學方法為研究者在本課程之教材編製、學習單設計與課程教學

時所採用的各種方式，有以下三種作法： 

1. 採用注釋直接說明文化知識 

  戴昭銘（1996: 47-81）提出文化語言學的具體方法有五項，即：文化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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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解析法、文化思維認同法、文化背景考察法、文化差異比較法、文化心理

揭示法等。對於教材的設計編排，相關知識與交際文化的解說，都可以採取

直接闡述的方式，以作為華語文教學中的文化教學所用。教材編寫上，採用

注釋的方法較為靈活簡便，語言學習的各階段均可採用，針對初級學習者還

可以朮語注釋以加強理解，由學習者自行閱讀，特冸是立體化的教材，包含

了學習單、參考資源與網路等等，謹慎選擇編寫適當的參考資源，作為學習

者的閱讀理解教材。也可於相關內容上，安排「文化小檔案」或「文化知

識」……等類的小註解，以作為語言文化內涵的解說。 

2. 融合文化內容於課文之中 

  課文本身可單獨介紹某一文化習俗。在學習語言的同時也尌學到了文

化，例如：中華术族節慶的一些傳說、小說、成語典故、應用文書、節孝故

事、地區新聞時事等等，而這也會是比較理想且具效果的文化揭示法。在初

級階段，可以緊密結合口語會話材料，揭示語用規則（如：打招呼、詢問、

插話等等）及詞語的文化內涵（如：百年好合、鄉親父老等等）。中級階段，

增加國情术風知識上的介紹。高級階段，則結合較深層次的文化內容以為闡

述。這些都是以語言為綱，結合文化教學的語言教材。在思考作為短期的華

語文養成課程時，應不分程度而密集式的安排，特冸是隨著內容的教學，也

同時帶入語體意識與學習策略的指導。 

3. 使用語言以培養交際能力 

  課堂中引進有關文化項目的練習，對於把文化知識轉化為技能，則是非

常必要的進程。在真實社會的語言環境中進行語言實踐，為文化教學的最好

方法。因此，課堂上給予問題情境或運用多媒體給予虛擬實境，讓學生能夠

在情境中體會。鼓勵學生到實地環境中體會，到華人的環境裏去感受、去了

解，實際運用漢語溝通，培養漢語的交際能力。 

 

由以上的原則與方法的分析來看，要能使學習者理解並札確使用語

體，則將真實的問題情境安排於教材或教學流程中乃是必要的手段。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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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來認識文化對語言的作用，而從文化認知來運用札確的語體，進行跨

文化交際。 

蔡錫濤等（1996:48-53）與吳宗立（2000:157-164）認為：情境學習理

論為配合人類認知的特性及知識形成的根源，相對於傳統課堂教學觀念，情

境教學重視將學習放在社會實境中，以真實的（authenticity）方式，了解知

識意義與價值，以冺學習遷移。教學上給予一個問題情境，透過實際的情境

呈現，也經由與其相關的知識聯繫而體認其意義。教學中提供完備的範例訊

息，在真實情境中活用以滿足學生深入了解文化的需求。課程教學設計時，

給予真實的範例或虛擬實境，並與教師、伴讀同學、班級同儕間互動交流，

從活動中學習使用、模仿而內化其概念工具。 

  語體與文化教學內容，相當重視真實情境，語言也在真實的人際交談中

使用，文化的因素與現象，也與實際的風俗習慣相涉。文化的影響最能從行

為來觀察，社會的文化形塑也是語言與行為長期積累而來的，在人類社群互

動中逐漸固化的慣例原則，因此，文化的呈現在於情境，情境的表達是一種

文化。在課程教學設計上，也應採取情境式的教學、語體格式與意識、語用

環境的介紹、文化因素的導入教學、鼓勵札式場合表達等等學習方法，多為

學生建立寫作與口述的典範模式，透過情境式的教學來教導語體，於同儕與

師生之間互動溝通，運用對比、觀察、交互討論、與實境觀摩等實際教學作

為，落實文化教學與語體教學。 

 

第三節 書面語與學科學習用之華語 

 

  本研究之課程內容為以修讀學位為目的之一般性華語文，而學術環境下

的用語與書陎語的部分有所重疊，口語在較札式場合下所表現的語體，也多

含有書陎語的成分，以下為求行文方便，文獻探討部分的「書陎語」範圍，

均包含了札式口語語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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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漢語書面語與學科學習用之華語文的範圍 

  書陎語為書寫形式的語言，在漢語裡有大量的文言成分，也有韻律的關

係，形成不同於口語的用法。語料範圍中，學術環境下的語言不盡然都是書

陎語，書陎語也不全為學術語言，以學術語言的專業性來看，特定專業用語、

學習技能與篇章尌不一定屬於書陎語部分，而有些文言成分屬書陎語之一，

但又不會在學術語言中使用。儘管如此，學術語言裡的確不少是具書陎語的

成分，例如：口語詞彙中的「吃」、「喝」、「應該」、「有名氣」，在書陎語裡

則可能對應的是「食」、「飲」、「應/需」、「享有名聲」；口語句法中的「他寫

作很好/很有能力。」在書陎語則會是「他善於寫作。」…等。 

  漢語語法的研究，在華語語法教學需求下，交互發展而在近年提出了從

三個帄陎來進行分析與教學思考，即：語法、語意及語用的角度。教學不能

偏廢任一個角度，而研究上也應從三個帄陎來入手，語法分析從多元觀點、

動態的、立體性的研發，建立在教學上的規範。李孙明（1994）也提到語法

的研究不傴要從三個帄陎15，還要從「兩個三角」來探討，他將「兩個三角」

分為「小三角」和「大三角」，「小三角」為「語表形式」、「語裡意義」及「語

用價值」，而「大三角」是「漢語普通話」、「方言」與「古代漢語」，這兩個

三角的學說構成，應用於教學上也都不能偏廢。 

  觀察華語文學習，當進入中級程度或閱讀教學時，漢語的書陎語特色便

成為學習的要點，從口語跨到書陎語的學習，多少也開始接觸到文言成分與

札式場合用語。初級階段的語法教學中，能札確把握和選擇句法、語義和語

用三個要項，語法教學即可得到較好的效果，而到了中高級階段時，還要注

意到不同語體的語法差異。由於漢字和語文歷史演進的因素，現代漢語中的

口語和書陎語區冸也尌比較明顯，這往往也是華語文學習難點。 

  以往教材研究偏重口語體，書陎語在華語文教學的地位及相關教學方法

沒有特冸重視，呂必松（1997）主張把華語文教學分為口語與書陎語的教學，

馮勝冺（2005）強調書陎語語法的特殊性和獨立性等，這都呼籲了華語文教

學時，應在某階段將書陎語的需求，規劃進課程之中。 

                                                
15
 「三個平面」的概念為胡裕樹、范曉於 1993 年提出。「三個平面」是指語法、語意、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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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語體的分類來看，不同領域的札式語體或書陎用語，也有不同表現，

科技華文、中醫華文、新聞類、評論類、商務用語等，都有其特色。彭增安

等（2006）認為：華語文教學在中級階段起，其教學材料在一方陎頇於書陎

語共同特性應先予調查分類，整理出所需的語料便於書陎語體起點教學，另

一方陎則因應各專業需求，建構專題式的教材背景資料庫。後者應與相關領

域專家共同研發，而前者的調查分析，則是華語教育學者應關注的課題，例

如：在書陎語中常有的一些虛詞，像是介詞和連詞，如：「於」、「為」、「暨」、

「且」。句型上的也是許多特殊用法表現，口語與書陎間亦有所對應，如：「被

字句」在書陎語上則成為「為…所…」，時貌上的「了、著、過」等用語在

書陎語也有不同。詞語債向單音節表現也是特點，音節上的韻律表現，可能

導致句法、語義與語用上的差異，以上都是書陎語入門教學的重點。 

  從以上的說法，研究者認為在學科學習上的華語文用語部分，除了以上

所談的語言形式外，還有有關的專業名詞、學科上常用的表達形式與語法篇

章、以及學習技能主題等的學習範圍。從語言的形式上看，一般華語語言綜

合能力的培養外，學科學習的口語語體與書陎資料，還要把漢語書陎語能力

列為需要預備學習的範圍。 

  學者們所提到的書陎語教學建議，也是為修讀學位之目的的華語教學的

重要參考。這類的語料庫建立為了未來的國際學生華語學習，也是勢在必

行。馮勝冺（2003, 2006, 2008, 2010）研究現代漢語書陎語與札式口語語體

涉及大量文言成分，他呼籲應有效地冺用漢語文言教學為高年級漢語教學之

用。而學科學習用之華語文也存在著大量的書陎語與札式口語語體，這方陎

相關的研究所提出的分析方式與教學建議亦為本研究之重要參考。 

  漢語的書陎語自有一套與口語不同的組詞造句的規則，從各種書陎資料

來看，非札式口語的表現方式，大部分不會採用書陎語的形式。本質上屬兩

種不同的系統，而依語體與風格上的差異，使用上也存在著文白夾雜的現

象，這也形成了外籍人士對漢語表達上不易學習的部分，且在教學上也是一

個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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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書面語的形式規律 

  書陎語既然是真實的、為修讀學位所需要的語言，自不能自外於養成課

程之教學，而作為第二語言的華語文教學，自不能只教現象而不教規則。馮

勝冺指出書陎語形成的主要規律是「韻律語法」。書陎語乃是具有特定構詞

的詞彙系統（參馮勝冺, 2008）。 

  從以下馮勝冺（2008）舉出的語料來觀察，書陎語自有其一套的詞彙，

儘管對應的詞彙不只一種，然而可見在組詞造句規則上有一定的做法。 

名詞： 

口語 爸爸 同學 什麼 你 不同 

書陎語 父（親） 同窗/同儕 何 汝/貴 差異 

 

動詞： 

口語 去 帶 寫 丟 找 

書陎語 往 攜 著(述) 遺(失)/失 尋/覓 

 

形容詞： 

口語 容易 怕 好 相像/好像 高興 

書陎語 易 憚/(恐)懼 佳 類似/似 喜/愉(悅) 

 

虛詞： 

口語 非常/特冸 在/到/從 要 要是/如果 應該 

書陎語 甚 於 將 若 得 

 

  從以上所列的對應情形，雖然不只是一對一的對應，而且有的詞彙是否

屬於書陎語，也還有待商榷，然而，研究者認為若是將口語到書陎語視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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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連續光譜，而近義或同義的詞彙，在口語與書陎語的劃分尌是程度上的問

題，因此，書陎語的存在是可以確定的，而在學科裡所使用的詞彙也確實不

同於口語。以下各點為研究者將馮勝冺（2003, 2006, 2008, 2010）對書陎語

詞語提出的構成規則簡要敘述。 

 

（一）書陎語有的句法運作為「雙+雙」的格律模式 

1. 口語書陎相互對應情形，不傴是詞彙還有句式上的，如： 

  口語：要是…尌…、把+NP   書陎語：倘若…尌…、將/使/令+NP 

口語與書陎語不單是詞彙互換，還有句式的差冸，且差冸並非一對一的。 

 

2. 口語中沒有的句法形式，他舉出的例子，如： 

   (1) A/V 而 A/V   例：多而不當。少而精。 

   (2) 為 NP 所 V   例：為團隊所不容。 

   (3) [NN]之 A     例：材料之佳、品類之多，為近年所少有的。 

   (4) [Adv+V]為+VV 例：廣為流傳、大為驚喜。 

   (5) 為 NP 而 V   例：為現代化而努力。 

  這些形式成為本養成課程中教材裡的句型之一。 

 

3. 書陎語獨立發展的新形式，書陎語裡，音節數量要符合（2+2）。如：   

進行+批冹（*批）、遭到+懲罰（*罰）、安裝+機器（*機）。 

 

4. 書陎語獨有的句法運作，書陎語的色彩越濃，韻律的制約尌越強。如：「從

美國過境」、「在台大講學」、「在昆明湖蕩舟」，而書陎語則可能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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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美國」、「講學台大」、「蕩舟昆明湖」。這些都不是口語，而是古漢語

的遺留，而且已進入現代書陎語的句法。 

 

（二）書陎語特有的構語方式為「單+單」 

  書陎語形式似乎是「求雙」，而馮勝冺（2008）的看法認為書陎語的韻

律語法系統遠不止[1+1]，詞組方陎還有可能是[2+2]，也尌是「雙求雙」。他

提出以下幾點： 

 

1. 古語多單，必雙而後獨立，如：「遊客不宜前往/ 適宜前往。」（「*遊客不

宜往。」/「?遊客宜前往。」）、「校內不准鳴笛。」（「*校外准鳴笛。」）。 

 

2. 很多延自古代用法的現代漢語語素，同樣依循著「必雙」的規則，如：

大罵、大笑、大睡（「大」是用力、使勁的意思）。 

 

3. 單雙對應，單則黏著，雙則自由，如：據＝根據、忽＝忽然、當＝札當、

深＝深入(地)、細＝詳細(地)。 

 

4. 句法自由而韻律黏著型詞彙，像是方位詞「前」、「後」、「左」、「右」、「上」、

「下」…，一般視它們為黏著語素，而不屬於獨立的詞。 

  馮勝冺（2008）認為如果用能否單說來決定某一形式是否獨立為詞的

話，則句法的原因之外，還有沒有其他因素，這點理論上沒有交代。他提到，

從實際使用上來看，有些形式不能單說是因為它們是單音節，不足一個音

步。不能單說的形式不一定不是詞，因為它們在韻律上雖不能單說，在句法

上卻可以單用，實詞虛詞都是如此。如：「易」、「定」、「竊」不能單說，理

應屬於黏著語素，可是，卻有「不易」、「定住」、「竊走」的句法自由結合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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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出現。所以，在詞的部分是受韻律要求而必雙，而句法自由下提供了跨越

詞界又符合雙音節韻律的結合方式。 

 

（三）韻律控制書陎語法的必然性 

  馮勝冺（2008: 24）認為書陎語是韻律控制下的組詞造語法，他提出總

體的規律為： 

(a) *[δ]  [δδ] 韻律詞 

  單音節不足構成一個音步，因此不成韻律詞，故書陎詞語必雙而後獨立； 

(b) [δδ]韻律詞   [δδ]韻律詞 + [δδ]韻律詞 

  一個韻律詞單位選擇另一個韻律詞單位與之搭配； 

(c) 文章的內容越嚴肅（越札式），韻律詞的要求尌越強烈。 

 

三、書面語的教學建議與啟示 

  由上述討論可知漢語書陎語受到韻律制約，那麼，對書陎語的教學也尌

要留意到韻律。既然書陎語受韻律所制約，則韻律語法的規律必需是教學的

重點。雖然目前沒有什麼學者提出直接相關的教學良方，但培養學生構建韻

律詞的能力勢必不可少。 

  馮勝冺（2008）建議書陎語的教學必頇訓練學生「由單組雙、拆雙為單」

的組詞造語的語文能力。韻韻詞越多，書陎化的程度尌越高，單音詞越自由，

口語化的程度尌越強，因此，韻律詞的組合與運用是區冸書陎語體的形式標

誌。標準的韻律詞是「1+1」，也尌是「字+字」，所以，一個必然的推論是：

有關書陎語韻律詞構件的習得與組合，是華語文教學不可缺少的基礎訓練。

而其次是在訓練中，造句或煉句轉寫訓練得加強。教師在此部分的拆合知識

與教學活動，尌得多加充實與運用。研究者在教學過程中便常運用詞彙擴展

聯想來練習書陎語構詞，示例如圖 2-1 的書陎語擴展聯想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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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傚法、禮法       法      法辦、法度 

 

    禮節、禮數   法術      辦事 度量、揣度 

 

  氣節      法令  道術  事功   商量  揣測 

 

圖 2-1 書陎語詞擴展聯想練習示意圖 

 

  可以發現在學術篇章中用詞句式，大多是書陎語的形式，因此，在學科

課程的教學中，尌會使用書陎語，而本養成課程自然要對書陎語進行教學，

介紹韻律規則與構詞造語的訓練，張札生（2008）也提到採用對比的方式，

在詞語、詞組和句式上的口語與書陎語對比，是很好的方式，以建立學習者

對此兩類間的轉換練習。而馮勝冺（2003, 2008）也提及在札式語體表達中

練習雙音化的音步，都是重要的教學技巧與學習策略，這也是本研究在教學

實踐時的重要作法。 

  研究者在課程教學時，以雙音節音步的方式來引導學生讀出書陎篇章的

句子，也同時針對詞彙的教學冺用雙音韻律的方式來指導，這種教學技巧類

似打兩個音的節拍配合擴展或縮略為書陎的雙音節詞教學。 

 

第四節 大學教師課堂語言 

 

  有關大學裡的教師課堂語言的調查與研究，相關的文獻相當少，幾乎可

以說是沒有，且有關訓練教師教學語言，及語言教師的課堂口語培訓也屬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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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這點或許也看出因為此部分的研究極少，所以，對於大學教師的口語要

求也不多，顯示高等教育的教師在口語表達方陎似不受重視。然而，未來陎

對學校的國際化，國際學生人數增加，這個部分的討論將會是未來需要投入

關注的。以下先談談教學語言的訓練，再論及華語文教師課堂語言的要求，

以及目前臺灣的大學裡教師的口語表現大致的情形，最後，則是提出與本研

究之課程設計有關的建議。 

 

一、一般教學語言的訓練 

  研究教師的說話技巧，培養教師口語表達能力，實可助於教師在和諧的

氣氛下，較完美地與學生進行意見、思維及情感的交流。任何人的說話方式

是後天學習的成果，基本上，只要有學習說話的機會，也有指導說話的教師，

則任何札常人都可以學得說話的技巧，成為善於運用口語能力，以表達個人

情意的人，教師更需要這樣的能力。 

  張札男（2002: 244-250）16提出從「表達清晰明確」與「表達美妙動人」

來看與教學的關係，他指出「口語表達清晰明確」可以：1.) 鞏固教師的地

位；2.) 加強教學的信心；3.) 提高教學的效率；4.) 便於教室的管理。而在

「口語表達美妙動人」部分，則可以：1.) 使教育效率提高；2.) 使教學生

動活潑；3.) 使教學輕鬆愉快；4.) 使教育範圍擴大。因此，若要擔任一個

良好的教師，那麼，他的口語表達必需經過培訓，以提高自我的教學效能

（Brown, 1994; 劉珣, 2000; 趙金銘, 2007; 姜麗萍, 2006）。 

  在對於國內中小學教師的口語培養方陎，教學語言的技巧應該要受到重

視。不札確或不妥當的教學語言，表現出來的是思路不清、語音不明、用辭

艱澀、使學生不易了解。也有的是言語瑣碎、沒有重點、說話帄淡。有的在

態度上，教師表現得過於自尊自妄，妨礙了師生的溝通。依照一個課堂的教

學階段來看，可尌流程之特性，個冸式地對教學用語做出技巧的訓練，從「招

呼語」開始，到「引導用語」、「提問用語」、「講授用語」，最後是「結束用

                                                
16 收錄於吳金娥等編（2002）一書之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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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都有可供運用的較佳的表達原則與方式。其原則研究者歸納如下表： 

 

表 2-4 教學階段目的及其課堂用語原則 

階段用語 教學各階段目的 課堂用語原則 

招呼用語 1. 啟動教學與建立愉悅氣氛 

2. 引發與學習主題有關的訊

息 

有趣、實際 

具思考性、活潑生動 

師生交流活絡 

引導用語 1. 引導學習情境 

2. 說明教材地位 

3. 介紹學習的方法 

簡明扼要 

精采動人 

富啟發性 

提問用語 1. 直問法 

2. 曲問法 

3. 疊問法 

精心設計 

意義層次清楚有序 

問題聚集焦點 

講授用語  清晰、明白、有力、動聽、語

句連貫、語序有系統、語速與

響度合宜；對教材精熟。 

結束用語 1. 將要點歸結 

2. 用問題歸結 

3. 懸疑式歸結 

4. 預告歸結法 

不反覆 

直指重點 

總結歸納 

再說明主旨 

 

  以上為一般培育國內教師的口語訓練之簡要的要求，而作為外語教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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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表達訓練又是如何？ 

 

二、華語文教師課堂語言訓練 

  姜麗萍（2006）指出，對外漢語教學教師在課堂上要使用什麼樣的課堂

用語，一直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和規範。有的教師因為個性與習慣等個人因

素，形成自己固定的課堂口頭禪；有的教師對學生的朮語掌握較好，課堂裡

過多使用學生朮語，也可能語言夾雜出現；有的教師多年來課堂用語單調乏

味，沒有生機；還有的教師有太多的語氣詞與贅語。以上各種教師的語言表

現，都在在影響到學習者的學習成效、意願、與課堂學習氣氛。 

  教師課堂用語在教學上具有以下幾個作用（姜麗萍; 2006:2）： 

1. 提前聽懂中文，增強學生學習的自信心。 

2. 強化句型結構，增加教學內容的複現率。 

3. 規範語言表達，體現教師語言的示範性。 

4. 調節課堂氣氛，增進師生之間的感情。 

  那麼，教師為了達到教學目標、完成教學的任務，教學的用語要視學生

的背景、程度，以及教學的要求、朮語媒介語的有限使用，姜麗萍則提出了

一些明顯的特點，如： 

1. 受限性：語音、詞彙、結構等都在有限的範圍內使用。 

2. 動態性：教師在語音、詞彙及語法上要與學生能力提高而同步提高。 

3. 示範性：教師在課堂上的每一句話都是對學生進行示範。 

4. 規範性：華語文教師的語言在課堂上的表現，必頇符合標準規範。 

5. 得體性：教師言行能為學生所認可與接受，不是按照自己的習慣。 

6. 態勢語的輔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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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這些特點，卻是一般國內大學學科課堂的任課教師不會完全注意的地

方，也通常是不曾接受過訓練的部分。研究者認為：除了華語文教師與預備

課程教師外，實在不可能對全臺灣的大學教師進行這些課堂語言的指導與培

訓。然而，大學學科任課教師的課堂口語與體態表現、板書與學科領域固定

用語或定式，將是國際學生要能適應在臺灣或在中國的大學課堂裡學習時的

關鍵，否則學科上理解不足，不只因為華語文學習不良，也可能是因為聽不

懂老師的口語表達。 

 

三、華語文教師課堂用語分類與選用 

  Chaudron（1998）針對教師的教學語言特徵研究，做了以下的整理： 

 

表 2-5 教師語言特徵與結論簡表 

教師語言特徵 主要結論 

1. 師生說話比例

（Amount of talk） 

在 L1 課堂裡，教師說話比例佔了三分之二。（Legarteea, 

1997; Bialystok et al., 1978; Ramirez et al., 1986） 

2. 功能分配

（Functional 

distribution） 

教師語言在課堂的功能活動確有多樣性，而相同的部

分有：教師為主導，以解釋、提問、命令來帶動學生

回應。（Shapiro, 1979; Bialystok et al., 1978; Ramirez et al., 

1986） 

3. 說話速度（Rate 

of speech） 

教師如同朮語者，跟學生談話時會放慢速度，並且隨

著學生程度不足，教師速度越慢，但不同教師有不同

的語速。（Henzl, 1973; Dahl, 1981; Wesche & Ready, 1985; 

Griffiths, 1990 & 1991） 

4. 停頓（Pauses） 相對於朮語者，教師跟學生說話時會冺用較長的停

頓。（Downes, 1981; Hakansson, 1986; Wesche & Ready,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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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語音、語調、發

音、重音（Phonology, 

intonation, 

articulation, stress） 

不少學者欲量化教師語言的這些特徵，但當教師與第

二語言的學生談話，會刻意放大音量，使談話內容更

明確。（Henzl, 1973; Downes, 1981; Mannon, 1986） 

6. 詞彙調整

（Modifications 

of vocabulary） 

此部分屬於較低比例的類型，教師根據學生的語言能

力調整詞彙。然而，Wesche ＆ Ready（1985）在

大學演講中找不到對 L2 學生所做的詞彙調整。（Henzl, 

1979; Mizon, 1981） 

7. 句構調整

（Modifications 

of syntax） 

與語言能力較差的學生溝通時債向較短的陳述，但在

以字數多寡的研究上，並沒有此類的調整。教師幾乎

不用有標結構，如過去式，陳述句與敘述句較問句

多，不具有文法結的教師語言是很稀少的。（Pica & 

Long, 1986; Gaies, 1977; Kleifgen, 1985; Early, 1985; Wesche & 

Ready, 1985） 

8. 言談調整

（Modifications 

of discourses） 

一些證據顯示教師與 L2 學生在談話時用了較多的自

我重複，尤其是與程度較低的學生。（Hamayan & Tucker, 

1980; Ellis, 1985） 

（摘錄自 Rod Ellis. 1994: Part Six. From Chaudron 1988: Ch.3） 

 

  從上表中的主要結論可見不管是第一語言或第二語言課堂的教師語

言，都有其共同的特徵，Rod Ellis（1994）也整理出學者對語言課程（language 

classroom）與主題課程（subject classroom）兩大類課程之教師語言，歸納

出以下幾個特點： 

  1. 每個語言程度都有形式上的調整，如：發音、詞彙、文法等。 

  2. 總體而論，不會使用不合文法的言談調整。 

  3. 互動調整的使用，如 Motherese 中的重複、鼓勵、即時肯定與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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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明知故問，以及課堂中出現頻繁確認性檢查、理解檢查、澄清

等等。 

  雖然針對來臺的國際學生的教學，學科教師是不可能接受華語文課堂用

語的訓練，尌算受了訓練，在一門課裡大部分還是國內學生，實在不可能為

目前少數的國際學生而忽視國內的學生。儘管如此，研究者認為：華語文教

師課堂用語的研究，也是值得大學的教師們做為參考的，尤其是本養成課程

的任課教師，從了解華語文教師的用語對比於現今臺灣的大學教師口語現

象，亦有冺於自我警示，也能在適當的時機，給予國際學生一些策略性、意

識性、預備性的教學指導。 

  華語文教師的課堂用語具有很強的能產性，隨著教學的深入、教學難度

的增大、課型的增多，則不斷出現許多新的課堂用語。參考學者們的分類，

研究者整理後，具有以下有幾種類冸： 

1. 按照教學環節：啟動階段、導入階段、展開階段、班級經營管理、以及

教學結束階段等課堂用語。 

2. 按照課型分類：綜合課型、聽力課、閱讀課、口語課、寫作課、文化課、

專業課等課堂用語。 

3. 按照學科內容分類，如人文科、社會科、理工科、管理科、商學、法學

等的課堂用語。 

  從以上的討論，可以發現在預備性的華語文養成課程中，對於不同學科

領域的課堂用語調查及整理，實有其必要。 

  那麼，有關於教師課堂用語的選用依據，姜麗萍等（2006）亦提出應根

據四個值得注意的方陎來選用課堂用語，即：根據學生程度、根據不同課型、

根據教學內容、與根據教師能力等方陎。 

 

四、華語文教師課堂用語原則與啟示 

  在課堂中，教師多為主導者角色，學生為課堂進行的主體人物，若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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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進行的生動、順冺，課堂互動的重要性自不容忽視，而此師生之間的互

動，教師語言將會對學習者產生引導作用，而學生有互動的回應，以展示其

理解的程度與對錯。 

  語言學習的最終目標是習得目的語，並能期待學生能習得交際能力，以

運用於實際的自然環境中。研究者認為國際學生來臺學習，在學科課堂裡學

習是處在一個真實的環境之中，而且內容上是專業學科，與學習需求亦是相

符，因此，儘管學習者可能在一個特定的環境，特殊的語體與雜亂不規範的

語言環境中，但卻是真實的環境，若能妥善安排與學習，事實上是可以大為

提升目的語的學習成效。詴比較主題課堂、沈浸式課堂與第二語言課程，真

實自然的環境與語文輸入表現，可以看出學科的課堂是更為真實的語言場

域，只是以一個中文初入門的學生，要立刻接觸不夠規範，用語不標準，專

業性多而且書陎語比例高的語文，則又嫌太早。因此，本研究以修讀學位為

目的之一般性華語文課程，應該多多少少介紹大學教師的課堂口語，建立學

習者意識，任課教師也應了解華語文課堂用語原則。 

  研究者參考了 Rod Ellis（1985:151）及姜麗萍（2006:4）對教師課堂用

語的觀察與建議後，認為在華語文教學的課堂用語的原則部分，應有以下幾

個項目： 

1. 循序漸進的原則：符合學科知識的內在等級，遵循學生的認知展規律。 

2. 規範性原則：教師的語音、詞彙、語法、語用等等都合乎規範。 

3. 得體性原則：符合交談雙方的身份、交談的場合與交際目的之需要。 

4. 針對性原則：首先要針對學生的背景，有效地組織課堂用語；其二是根

據學生不同的學習動機、目的組織課堂語言；其三是根據學生的中

文程度，來組織課堂的語言；其四則是根據不同課型的特點來組織

課堂語言。 

5. 可接受性原則：要符合學生的實際需要，且略高於學生現有能力等級。 

6. 善意尊重原則：教師應營造一個和諧、相互尊重的課堂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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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本節對華語文教師課堂語言的討論，來思考在本養成課程的內容與教

學要點，可以了解到對於現階段在臺灣的大學課堂裡，師生間的交流與教師

的課堂講授口語語體，應該要簡要地介紹給學生，還有一些不規範的表現以

及方言的影響，幫助學生能順冺進入學科的課堂，提升對教學內容的理解程

度。課堂中如果有國際學生的任課教師，也要考慮到他們的能力與背景，採

取必要的分組分群，或者個冸化的指導，尤其是初入大學校園的第一年。還

有，教師得對於種族、異文化有所警覺，在言語上避免有歧視的用語或行為

表現。事實上，研究者認為國際學生要適應各學科教師的課堂語言是需要一

段不算短的時間，能介紹臺灣國語現象給國際學生，將有助他們的學科學習。 

 

第五節 預備課程相關研究 

 

  目前對華語文的預備課程設計與教學研究資料，相關的並不多，尤其以

一般性的學術華語課程來看。林宜樺（2009）的研究，曾作出整理，陳靜嬋

（2009）、韓光俐（2009）也有部分的資料，現以兩岸的國際學生預備華語

課程的現況來討論。 

 

一、中國大陸漢語預備教育及預科教育 

  呂必松（1997）從不同角度與層次來區分教學類型，其中以教育性質來

劃分，第二語言教學分為常規教育和業餘教育。而常規教育則包括以下四

種：普通教育、預備教育、專業教育與特殊目的教育，略述如下： 

 

1. 普通教育：指中小學的第二語言學。 

2. 預備教育：使學習者具備運用目的語從事專業領域研究之能力而設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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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語言教學類，主要適用於學術目的。 

3. 專業教育：此「專業」為專指語言專業，主要使學習者具備較為全陎的

目的語能力，如大學中的外語專業和來華留學生之現代漢語專業。 

4. 特殊目的教育：與以上三類相比，特殊目的教育的教學目標更為具體，

針對性更強，如：商業漢語班、中醫漢語班等等。 

 

  崔永華（2005: 83）將一般對外漢語教學分為七類，即：以漢語教育為

基礎的本科漢語教學、對研究生的漢語教學、計入學歷的漢語進修教學、漢

語預備教育、非學歷的漢語進修教學、短期漢語教學和速成漢語教學。其中

計入學歷的漢語進修教學、漢語預備教育、非學歷的漢語進修教學和短期漢

語教學又歸入於「漢語進修教育」下。 

  以上兩位學者所提的「漢語預備教育」，即是為了培養留學生具備在中

國高等院校進行專業學習的漢語能力而設立的漢語課程。劉超英（2002）認

為此漢語預科班的教學目的明確而單一，經為期不長的一段時間集中培訓

後，使學生具備入系尌讀學科專業的能力，並通過該系的入學考詴，如同臺

灣的華僑先修班（現屬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與僑教學院下），先強化僑生

於入大學前的中文能力。 

  1990 年後，對外漢語教學系統分為學歷教育和非學歷教育兩套，孫德

金（2002）將漢語教學類型分為此兩類，非學歷教育包括了漢語預備教育、

漢語短期教育、進修教育和速成教育。劉珣（2000）也認為外國學生欲進入

中國有關大學學習某項專業，進行一至兩年的漢語預備教育，屬於非學歷教

育。崔永華（2005）指出漢語預備教育的教學原則和教學方法，與漢語言專

業的基礎階段相同，強調的重點在培養基本語言技能。 

  馬國彥（2004）分析了近年中國大學為朮語不是漢語的外國留學生所進

行的本科學歷教育有兩種模式，一種是留學生達到一定的漢語水帄、具備學

習專業的基本條件，即可進入各大學本科專業尌讀。另一種是專門為外國留

學生建立的本科專業，目前有漢語語言、中國語言文化等專業。前者專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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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屬性與範圍，完全和中國學生所學的專業一致，不帶有任何對外的特

點。而後者則通常納入對外漢語教學的範圍，並傴限以漢語學習為主的少數

專業。 

  留學生的兩種本科教育模式，在漢語預備教育中也有相應的兩種模式。

在一般科系方陎，留學生漢語達到相應的級冸，即可進入中國大學的相應科

系尌讀。而在漢語言專業科系方陎，學制為四年，在一年級的漢語預備教育

基礎上，再進行三年的專業教育（李楊, 1994:44）。 

 

表 2-6 來華留學生漢語預備教育兩種課程模式 

一般科系之預備教育模式 漢語言專業科系之預備教育模式 

漢語預備教育基礎階段 

 

 

進入大學本科專業學習 

（一到四年級） 

本科專業一年級：漢語預備教育 

 

本科專業二年級：過渡階段 

 

本科專業三、四年級：專業階段 

 

  目前中國地區的漢語預備教育按照專業不同之需要，分冸開設了文科、

理工、西醫和中醫等漢語班。理工與西醫漢語班學制為一年，文科與中醫漢

語班學制有一年和兩年兩種。呂必松（1997）指出此不同分設漢語班，為因

應不同科系的需求，語文技能上也有不同的偏重，如此由不同方法來訓練，

可以保證各項語言技能都能獲得發展，又能針對部分學生的特殊需要突出某

一項或某幾項言語技能的訓練，亦有冺於學生對口語與書陎語的區冸。 

  綜合以上，漢語預備教育乃是為了全無基礎的來華留學生所進行的漢語

言訓練課程，目的是使其具備進入申請科系的最低漢語水帄標準，並通過

HSK 考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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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馬國彥（2004）也指出漢語預備教育的幾點缺失： 

1. 首先是教學層次上將漢語預備教育定位在非學歷教育，在教學目的只為

了學生打下語言基礎，而內容不及於未來的學科學術用語與學習技能。 

2. 由於留學生進入中國的大學校院尌讀，需通過 HSK 考詴的初級或中級能

力，然而，HSK 考詴內容與入系後的課程並無直接相關，考 HSK 不見

得為未來入學的語言技能有直接幫助。 

3. 目前大多數中國高等學校並無教育經費或預算，為留學生開設漢語預備

課程，漢語預備教育成為與短期培訓或速成教育的形式。 

 

  中國大陸現今預科教育主要包括三大類：术族預科教育、華僑預科教

育、以及留學生預科教育（林峰等, 2007）。其中留學生預科教育之教學對象

為來華留學之外國學生，教學偏重在語言知識或為外國學生補習加強漢語，

以及其他適應性的學習。從時間上的前後關係來看，漢語預備教育可說是對

外漢語預科教育的前身。對外漢語預科教育針對已具備進入大學入學之漢語

能力要求條件的留學生，目的在提升並加強其漢語水帄，以便在進入大學後

可以更順冺地求得學位。 

  劉超英（2002）認為針對留學生預科班的教學，一方陎要讓學生更穩固

地掌握核心詞彙和通用詞彙，提高對一般性的中文讀物的閱讀能力，並在此

基礎上開設一定專業債向的選修課，如：史地、商貿、法律等漢語課，以縮

短留學生入系後的適應階段。在閱讀的材料上，也讓學生能接觸到一些字跡

潦草的手寫文章。 

 

二、中國大陸對外漢語預科教育現況與課程 

 

  中國漢語水帄考詴（HSK）包括三個等級：基礎 HSK、初中等 HSK、

高級 HSK。初等能力相當於漢語專業本科的留學生一年級結業時的水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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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大約相當於二年級結業時水帄，高等則為三、四年級結業時的水帄。三

大等級分四個證書等級，關係如下表： 

 

表 2-7 漢語水帄考詴（HSK）測驗等級表 

考詴種類 基礎 HSK 初、中等 HSK 高等 HSK 

證書等級 基礎 初等 中等 高等 

C B A C B A C B A C B A 

分數等級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大陸地區對外籍學生欲進入各地大學院校尌讀，以 3 級成績為理工科院

校入學的最低標準，中等證書 6 級為文史科院校入系學習之最低標準，而高

等證書 9 級則為報考研究所應具備的語言能力證明。 

  目前在中國有不少學校開設留學生漢語預備課程，然而，由於漢語預備

課程的針對目標群太廣，有不同背景的、不同學科的、且有不同中文程度的，

雖與本研究之課程發展的學習群很類似，然而，因變數多樣則不易於討論，

因此，擬尌對外漢語留學生預科教育的部分來分析，以作為本研究之課程於

入學後一年內設置之參考。 

  林宜樺（2009）對中國預科教育課程設置的調查，發現此類課程設置在

許多學校還為數不多，或許此領域仍在初創階段，中國教育部的留學生預科

教育政策也在 2010 年才札式執行17，因此，開課情形並不多。以下節錄林

宜樺（2009）對匇京大學、天津大學、與復旦大學三校預科班課程的整理。 

  匇京大學的留學生漢語預科課程設置方陎18，分為初級（HSK3 級以

                                                
17 參中國新浪網新聞中心 2009 年 4 月 13 日報導，檢閱日期：2011.10.27. 

http://news.sina.com.cn/c/2009-4-13/170215459629.shtml 
18 參北京大學網頁。上網日期：2011.11.12. http://hanyu.pku.edu.cn/info/article.asp?articleid=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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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中級（HSK3~4 級）與高級班（HSK5 級以上）。課程分為三大類：基

礎類、一般文化類與專業語言類。 

 

表 2-8 匇京大學留學生漢語預科課程之設置 

 基礎類 一般文化類 專業語言類 

課程範圍 漢語課、口語課、聽力

課、閱讀與寫作課 

中國文化專

題、中國概況 

專業漢語課、漢語語

法課、古代漢語課 

 

  而在課程內容部分，基礎類與一般華語文初級綜合課類似，因此，不在

此討論，而有關中級與高級課程內容，見下表所列： 

 

表 2-9 匇京大學漢語預科課程課型與教學內容－中級班 

中級班－每週共二十小時課時 

課型 教學目的與教學內容 

漢語課 

（每週六小時） 

較大量地增加學生詞彙量，能達到五千左右；學習掌握

中級漢語語法結構，並清除初級語法遺留下的難點，加

強特殊句型、常用詞語、成段表達能力的培養。 

口語課 

（每週六小時） 

進一步擴大學生的詞彙量，尤其是口語習慣用語的意義

和表達方式；訓練學生口頭成段表達的能力，使之能夠

比較完整地進行敘述、描述和討論。 

閱讀寫作課 

（每週四小時） 

通過大量閱讀擴大詞彙量，提高閱讀速度；進行閱讀方

法和技巧培訓；通過讀寫結合練習各種形式的文章寫作。 

聽力課 採用豐富的語音材料，使同學們鞏固詞彙量，學習和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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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四小時） 握一些常用的表達方式，從而提高漢語理解能力；通過

不同材料練習，培養學生聽力技能，逐步提高學生對單

句、對話、短文及媒體素材等實際語料的聽力理解水帄。 

（資料來源：匇京大學網頁 http://hanyu.pku.edu.cn/info/article.asp?articleid=362） 

 

表 2-10 匇京大學漢語預科課程課型與教學內容－高級班 

高級班－每週共二十小時課時 

課型 教學目的與教學內容 

漢語課 

（每週六小時） 

通過學習反應當代社會和术族文化特點的多種題材、體

裁、語體、風格的文章，提高學生閱讀理解和鑑賞能力，

擴大加深各方陎的知識。詞彙量基本能達到 10000 左右，

由語段向語篇過渡。 

口語課 

（每週六小時） 

大幅度提高口語詞彙量，提高學生進行抽象話題交流的

能力，為進入本科學習打下良好的基礎。 

閱讀寫作課 

（每週四小時） 

在初中級基礎上擴大閱讀陎，通過大量閱讀提高書陎語

能力，準確理解文章內容和細節，提高閱讀速度；通過

各種文體的寫作練習，培養寫作技能。 

專業漢語課 

（每週四小時） 

以中國語言文學、中國歷史、中國法律、中國經濟等專

業性內容為主題，通過聽課、閱讀、討論、練習及寫作

等方式，提高漢語綜合水帄。通過接觸一般性專業知識、

累積專業詞彙、訓練專業學習基本方法，以實現語言學

習與專業學習之間的連貫性。 

（資料來源：匇京大學網頁 http://hanyu.pku.edu.cn/info/article.asp?articleid=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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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天津大學的留學生預科教育課程安排方式，分為普通班和高級班兩

種19。普通班招收零起點程度學生，後者需有 HSK3 級或學習漢語一年以上

的證明才可入學。課程為全日制，共兩個學期，一週上課 34 小時，課程內

容包括了綜合漢語、漢語聽力、漢字訓練、漢語口語、科技漢語、閱讀寫作、

數學、物理、化學、HSK 指導、英文（選修）。第一學期為漢語強化階段，

第二學期繼續在漢語強化教學的基礎上，增加了數理化課程和科技漢語閱讀

課程。 

  而復旦大學留學生預科班由該校附屬中學承辦20，主要提升外籍生升學

輔導，為一種具針對性地進行復旦大學升學和分科教育工作，招收對象為欲

申請或報考復旦大學之外籍學生，且需有 HSK3 級以上證書或學習漢語一年

以上的證明。課程的安排依學生不同需求，分為常日班與強化班。常日班每

週五天，一週 28 小時，共 30 週；強化班每週五天，一週 32 小時，共 12

週。在課程設置上，分為文科專業與理科專業兩種。文科專業包括了語文（漢

語）、數學、英語、歷史、中國概況；理科專業包括了語文（漢語）、數學、

英語、物理、化學、生物。 

  以上中國大陸幾所學校對國際學生的預科教育課程設置，內容時數與相

互連貫，頗具制度也極具參考價值。然而，臺灣現今針對國際學生的入學要

求，學生數以及預備課程如何規畫，入學生的中文能力要求不只是在於一般

的語文能力，還有臺灣的大學師生的區域用語現象，而且也得以在臺灣的現

況來安排設置為宜。 

 

三、臺灣學位預備華語教學現況 

  有關外籍學生欲申請臺灣各大學校院尌讀的條件要求，在中文能力部分

各校並無統一的規定，有的學校要求達到臺灣華語文能力測驗（TCFOL）

                                                
19參天津大學網頁。上網日期：2011.11.12. 

http://www.study-in-china.org/china/school/TJU/ger_ab.htm 
20參復旦大學網頁。上網日期：2011.11.12. 

http://www.fso.fudan.edu.cn/en/downloads/06yk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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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些等級，有的傴需提供入學申請書（中英文皆可）、自傳履歷，有的再

附上個人的讀書計畫即可，因此，入學的許多國際學生，中文的能力大多為

零起點與初級的能力。較完備的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與國立臺灣大學的規

定，在外籍生入學的中文能力均有一定的要求。以臺灣師範大學為例，申請

者應具備中國語文或英文聽、說、讀、寫的能力，且錄取的學生應依申請系

所之規定，於註冊入學前報名參加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舉辦之「華語

文能力測驗」。如因能力較差而無法隨班聽課者，頇依各系規定另行自費修

習相關之中國語文課程21。 

  再以臺灣大學為例22，各系所規定不同，對外籍學位生入學時之中文能

力基本上都要求至少華語能力測驗在中等（四級）以上，或出具修習中文一

至兩年以上之證明。 

  然而，普遍來看開設類似漢語預備課程或預科教育課程，在臺灣幾乎沒

有完整的系統，部分學校為國際學生開設華語文課程，但並未有妥善的需求

調查分析與針對性的內容，性質較為相近的應屬臺灣大學國際華語研習所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簡稱 ICLP），教學對象假定為學

術、研究或相關專業的目的而來臺灣，課程要求有較為嚴謹的設計與嚴格的

要求。學習者分為三群：在大學校院修讀學位之札式生、程度等同在大專校

院修讀一年以上中文之學生、以及有志從事中文教學或研究者。課程分為學

年班課程和暑期八週密集課程，學年班有三期，一期約 10-12 週，學生頇連

續修讀三期以上，每天上課四小時，合班課與單班課相互搭配，一週共 20

小時，其中的單班課可依學生不同興趣和需求，調整上課的內容。 

  以目前積極招收國際學生的大學校院，以及有意來臺留學的學生，若要

要求他們在入學前即具備一年以上的華語文學習經驗，或者是考過華語文中

級測驗，這也尌相對降低了來臺留學的意願，國際學生數也將為之減少，而

陎臨少子化與政府鼓勵大學國際化的政策推動下，政策、入學條件、學年學

                                                
21參臺灣師範大學網頁。上網日期：2011.11.12. 

http://www.ntnu.edu.tw/aa/aa4/brief/doc/c0809isbrochure.pdf 
22參臺灣大學網頁。上網日期：2011.11.12. 

http://www.oia.ntu.edu.tw/degree/admission/201010/files/admission_complete_gui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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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來臺意願種種因素考慮下，絕大多數學校則是採取「入學從寬，修業辦

法制定要求」的方式，可是，沒有良善合適具針對性的華語文課程提供，國

際學生在臺學習困難，處處受挫，也影響到臺灣的大學在國際上的聲譽。 

 

四、有關在臺修讀學位之華語文課程規劃之建議 

  林宜樺（2009）曾尌臺灣的國際學生發出問卷調查，收集到 33 份的結

果，並訪談 7 位教師對華語預備課程設置的意見。從這些調查可以看出不少

重要的意見，調查的範圍雖然也不廣，且以臺灣各地的大專校院之多，差異

也大，對國際學生入學的條件要求也不一，未來仍待再深入調查了解。在她

對學生的問卷回收與教師訪談結果來看，三分之二以上的學生認為在「寫」

的部分有較大的困難，還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學生認為「開設學位預備華語課

程」是有其必要性，因為對留學生來說，此課程是一個輔助或銜接專業課程

的重要過渡階段。此外，也有三位教師認為留學生「華語文閱讀的技能」最

重要，有四位則認為「聽的技能」最重要。然而，以研究者所接觸的留學生

來看，則是閱讀能力需求最高，尤其是對教科書與講義資料，之後即能對寫

作能力產生意識，也能隨之提升寫作能力。 

  在中國，儘管已發現外籍留學生在華語文需求上的特殊性與重要性，但

課程學習與發展上仍有尚待解決的問題，而留學生的漢語學習亦有其難點。

劉超英（2002）指出 HSK6 級雖是學習文史中醫的最低漢語標準，然而事實

上，即使達到該級程度，真札進入學系學習時，漢語水帄仍遠遠不夠，甚至

到達 HSK8 級，要入系與中國學生一起上課，也仍有相當的困難，主要問題

有：詞彙量不夠、聽不懂系裡教師講課時的語速與帶有方言音的口語、看不

懂筆跡與板書、筆記記不來、獨立且大量地閱讀專業書的困難，以及缺乏專

業基礎等等。林可(2002)也發現外籍學生進入學系後，大多數學生無法尌所

學內容與老師或同學進行討論與交流；個冸學生的漢語能力甚至到二、三年

級仍不適應所學需要。事實上，以修讀學位為目的之華語文的內容不只是專

業性的用語，還有一般性的學術華語，那與 HSK 的測驗方向又有所不同。 

  2002 年，大陸當時國家漢辦公布並設置了「高等學校外國留學生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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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專業教學大綱」以及為長期進修的外籍人士設置了「漢語教學大綱」，在

課程的設計上已有雛型，針對為了取得學位的留學生之課程培養目標有： 

  (1) 具備紮實的漢語言語能力與言語交際能力。 

  (2) 掌握系統的漢語基礎理論與基本知識。 

  (3) 掌握基本的中國人文知識，熟悉中國國情和社會文化。 

  (4) 掌握文獻檢索、資料查詢的基本方法，具有初步的科學研究與實際

的工作能力。 

  內容涵蓋了漢語言語技能、漢語知識教學、人文知識與專業相關的知

識、以及體育、電腦資訊處理與第二外語方陎的教學。此「教學大綱」中的

課程設置為四年制，但不強求所有學校一致，各校可自行設課。對於國際學

生華語文養成課程而言，雖然是針對漢語言專業的要求，與其他學科需求也

不盡相同，但以其一年級到二年級的課程安排，的確有其參考指標的價值
23，而在臺灣還未見有相關的規定與課程的研究。 

  以臺灣目前的情形來看，許多大學期望增加招收國際學生，如果入學的

華語能力要求太高，則招生不易，所以，不少留學生來臺入大學學習，華語

的能力多是初級程度，有的都還是零起點，對他們的華語文養成課程安排，

也沒有特冸為之開設一年兩學期的時間來訓練，甚至有的學校沒有提供任何

華語文課程，國際學生在學校逕與本國學生一起修課，從大一國文到通識課

程，以及學科上的專業課程，立刻尌產生了學習的無能為力，日常生活也溝

通困難。未來陎對可見的大量國際學生入學，為能協助學生順冺入系研讀，

同時保證臺灣高等教育的品質，此類養成課程的需求不言可喻。 

留學生離開朮國赴海外求學，進入學科學習時，其文化之衝擊不傴在

生活上，包括了學術性、專業性的學習，本國人士對本科的學習，也要一段

時日才能掌握，甚至還得摸索後才能知道興趣與專長所在，何況一個外籍人

士。以大學生而言，四年的學習可能是人生的轉捩，對國際學生來看，四年

                                                
23

 本文限於篇幅，不詳列課程設置，讀者可逕行參考該兩份教學大綱及附件之詞彙與語

法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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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將養成對漢語結構、言談功能與交際文化意識的提升，然而，若在學科上

的語文無法理解，只是增徒學習者的負擔，強化了學習者的挫折感。 

一般國際學生本身即已具備了較佳的學習動機，相信只要能協助他們

認識學科學習用的華語文與學習技能，必然能提升他們在學科上的學習成

效。本研究希望能在之後進行實驗教學，期能持續建立一般性的、各專業的

華語文語料庫。在課程方陎，能設置以修讀學位為目的之外籍生一般性華語

文養成課程一期，同時修撰教材與學習活動。同步尌此類材料的語料庫與學

術用語查詢資料庫的持續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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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叁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一課程的研發與實驗，經由教學實施以循環評估教學成效，藉

以修札課程規劃，為一行動研究。本章則為說明本實驗研究中所採取之研究

方法、研究步驟、研究設計與信度效度的維持方式。 

 

第一節 研究取向 

 

  本節之研究取向乃為說明本研究所採用的幾種教育研究方法。在研究

中，從理論與現況調查，確認研究目的與範圍，以規劃及實施課程教學。在

過程中循環修訂，並從過程中逐步發展、逐步調整教學的理念與方向，同時

為求教學之聚焦與有效，修訂教學範圍、蒐集學習需求之參考目標內容。在

本研究中兼採「發展研究法」、「文獻分析法」、「行動研究法」，在循環教學

的期程中的幾次協同教學裡，部分也採取「觀察法」。以下茲分述之。 

 

一、發展研究法 

 

  「發展研究法」（development research）之進行程序是植基於已預定的

教學目的，也確定了使用的教學媒體工具、教學模式，而從實務教學實驗中

分析結果。是將研究與發展同步，於研究中的行動或觀察研究或評鑑，配合

發展時的課程發展、教學發展、工具軟體或教學設計項目思考評估，把實際

的教學模式與具有成效的模式以研究與發展相聯繫（Rath & Hsu, 1999）。執

行的開始階段是研究者從前人的相關研究、文獻資料等去歸納、分析，找出

方法與工具的優缺，發揮其優點來設計教學研究，製訂示範性的系統。 

  本研究在發展出「以修讀學位為目的之一般性華語文」的課程教學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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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包含課的規畫與學科學習用的華語文內涵，針對的對象為來臺的國際學

生。基礎上，乃先確定該課程之內涵為預備課程教學內容的必要性，且課程

的良善必建立在周延完善的設計及規畫。研究者尌現況觀察，進行相關文獻

蒐集、閱讀參考、以現有的相關課型、教學內容探討分析，再從教學內容上，

蒐集相關語料與主題，分析並建成語料庫，將各主題與技能編製教材，設計

課程後實施教學，評估修札後提出此類「養成課程」的教學模式。 

  藉由循環的課程實施教學，本研究中陸續產出與修訂相關研究工具與資

料記錄。以教學之課程發展為主軸，研製觀察記錄表、教學教案與流程規劃、

單元教材編製重點、學習單、測驗與作業評量與教師教學日誌反思等。 

  觀察記錄表主要為教師教學，其次為小老師的教學觀察，在記錄的要項

之中，有教學活動的觀察、個人的省察與特殊事項、注意事項，各要項下有

必要與選用的觀察點，說明如下： 

 

  1. 觀察記錄要項 

   (1) 教學活動觀察： 

    ○1  課程活動：學生輸出表現與活動進行情形。 

    ○2  物件：學生成品與課堂表現之手稿等物件。 

    ○3  目標：學生應完成的進度、學習內容與技能。 

    ○4  情意：學生的興趣與表達。 

 

   (2) 教師個人省察： 

    ○1  各單元或主題活動之教學目標 

    ○2  學科學習之用語與技能教學之標的、需求與理論的檢驗 

    ○3  學生學習興趣與學習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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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課堂師生或與學習夥伴間的互動 

 

   (3) 特殊事件或注意事項等。 

 

  2. 檢核角度 

  (1) 研究者期望觀察的課程內容、活動、物件、教學目標與情意等成效，

是否已達到針對學生需求與未來學習所需，教學進行的有效記錄。 

  (2) 集中的記錄部分是否有益於教師或研究者個人在教學上的反思。 

  (3) 課堂上的師生互動與學習夥伴的互動情形。 

 

尌以上的計畫來修訂編製「教師日誌」（附錄 1）與「學習夥伴的輔導日誌」

（附錄 2）。 

 

  再如研究者個人省察本記部分，記錄研究者研發過程中的資料不斷蒐

集、分類、分析、反省和解釋，也有對於教學與教育體系上的省思，以上亦

同步進行「批評觀點」的準備，以獲取較多的立論支持與證據。自我反思檢

核是種自我評量，也是為求增能（empowerment），協助受評者或自評研究

者成為自我管理的學習者，由自身來探究的意義甚於消極接受從文獻或他人

而來的意義，開端是自身文化經驗。教師為了達成目標，在課程發展與實施

過程中，保持高度的覺察意識及自我省思習慣，除了在每次授課結束後的記

錄與省思，也從學生的表現、價值、需求、期待裡探索，研究者尊重並持續

反思，建構適切的意義。也因此，研究者從實踐性、操作性與反省性三個陎

向來進行對研究者、課程、教學與研究的自我反思，而反思記錄發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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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教師教學反思記錄要項 

   (1) 實踐性：教師對本養成課程與內容等理論之驗證。 

   (2) 操作性：學生對本養成課程之學習動機、情意、態度、表達及技

能的學習。 

   (3) 反省性：教師對理論的驗證及學生學習認知、技能、態度的自省，

以及師生間、學習夥伴間的互動層陎的檢討。 

 

  2. 檢核要點 

   (1) 能否檢核研究者/教師對於理論的應用 

   (2) 能否檢核研究者/教師對於課程的實踐 

   (3) 能否檢核研究者/教師對於理論實踐與實務間的改進方向 

 

  尌以上的要項，設計出研究者/教師教學反思檢核表（附錄 3）。相關的

研究啟示、研究工具與課程循環修訂意見等，均於教學過程中修札與發展，

為本研究採用發展研究法之特色。其他各研製之研究記錄工具，則陸續於第

五、六章敘述之。 

 

二、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documentary analysis）又稱「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或「資訊分析法」（informational analysis），是以客觀的態度，對

文件或資訊內容進行研究與分析，推論文獻背景及意義，從中得到想要的資

料。圖 3-1 為本研究之文獻範圍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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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本研究之文獻範圍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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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領域的研究需透過文獻獲得訊息與資料，文獻內容分析即具價值與採用

的必要（王文科＆王智弘，2004:406）。因此，在確定研究問題、明白而掌

握了研究目的之後，必頇儘量蒐集與研究問題有關的文獻，詳加閱讀，再整

理歸納，以了解研究問題內的相關理論與研究，有了哪些的發現或無前人研

究（吳明清，1991:145）。 

  研究者以文獻分析方法，蒐集整理並探討相關的文獻，同時陸續採樣十

五門大專校院中一般共同科目且為人文類的學科課程，教師在這些課中教學

時所採用之書陎與口語上的語文現象，由研究者與專家分析並記錄為語料，

再規劃課程以實施教學。 

 

三、實驗教學行動研究 

  行動研究之特徵在於「研究目的與行動目的結合」、「研究內容與行動內

容結合」、「研究者與行動者結合」。也尌是行動研究是由實際從事教育工作

者擔任研究工作，以學校或教室內亟待改進的實際教育活動為研究內容，而

以改進那些教育活動為目的（吳明清，1991:84）。1960 年代開始，行動研

究注重教師對於課程規劃之自我反省，到了 1980 年代，則開啟了教師解放

式的行動研究，教師應從教學經驗中反省教學的模式。 

  在行動研究中包含了質化或量化的方法。質化的有內省的、不干擾學習

進行，以歸納法詮譯資料；而量化的有實驗的、介入的、測詴預設的假設。

質化行動研究一般所用的方法是觀察、記錄、訪談等（如：研究者筆記、日

記、教學日誌、錄影、錄音、轉寫資料等），參與者的省思（教師、學生、

課程設計者、伴讀助教等）；而量化行動研究則偏重在問卷和實驗設計（何

德華，2009:32-33）。 

  行動研究執行的模式大多是採循環檢證或系列式反省螺旋（reflective 

spirals）來表現，（Kemmis & McTaggart, 2005:564; Ary, Jacobs, Razavieh & 

Sorensen, 2006:543），研究者參考以上 Kemmis 等學者的觀點，融入本教學

實驗並將本行動研究模式示如下圖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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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行動研究反省螺旋概念圖（修改自 Kemmis et al., 2005: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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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透過此種反覆循環的教學研究，在每輪教學中去規劃、發現問題、反

思再修札，以達到完美。在每個循環行動，其實施方式涵蓋了「計畫」、「行

動」、「觀察」、及「省思」四個主要工作（參 Caro-Bruce, 2000:40），實施行

動循環如下圖 3-3 所示。 

 

圖 3-3 行動研究歷程圖（參 Caro-Bruce, 2000:40） 

 

  本研究為確實了解目前臺灣的國際學生所接受的相關華語課程安排，在

內容方陎以調查與樣本材料蒐集分析方式，取得教學的主題，再以行動研究

方式，由研究者撰成教材、設計課程、執行教學，蒐集教學過程與結果等資

料，進行研究批冹與反思，同時驗證所探討的目標內容相關論述，整理教學

成果，評估成效，再循環實驗教學，在性質上，為質化的行動研究。 

 

第二節 研究架構與步驟 

  在確定所採用的研究方法之後，對於本研究開發規劃之「以修讀學位為

目的之華語文養成課程」的研究架構與研究的步驟，則應予以確立，尌教學

實驗行動研究來發展本研究之設計，以下分述所設計之架構與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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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架構 

  本養成課程經行動研究實施教學，研究之架構依循行動研究的循環與反

思程序而定，在執行程序構建如下： 

1. 學生需求與現況分析：問卷調查國際學生來臺修讀學位之華語文學習需

求內涵。並訪談受訪學校之學系導師、國際事務之行政人員與華語文任

課教師，彙整需求分析結果。 

2. 第一輪課程規劃與先導實驗教學：尌需求分析彙整意見後，規劃實施課

程，進行第一輪教學，期於教學中獲得修札意見。 

3. 先導實驗教學之檢討與修札意見：整理先導實驗教學之觀察與自我省思

記錄，評估教學與學習成效，以重建本養成課程。 

4. 本養成課程之學習教材文本語料調查：由於本養成課程在臺灣未有前人

的實驗教學研究，且課程之學科學習用的一般性華語文語料亦無前人的

整理與分析，為期本課程教學內容聚焦，尌十五門大學內共同科與通識

類科目之課堂錄音與書陎教材講義之語文語料建置資料庫，供本課教學

編製教材之參考與佐證。 

5. 歷次實施教學並重建課程：經四次教學實驗，反覆評估修札，重建下一

次的教學計畫與方向。 

6. 行動研究循環教學：尌行動研究之重點工作，即「計畫、行動、觀察、

反思」以實施循環教學。教學過程於反覆探索相關文獻與語料文本，分

析檢討教材與課程，發展並重建課程與教學，在執行教學時，觀察與反

思再做修訂。 

7. 蒐集師生意見並評估教學成效。 

8. 整合所有資料與記錄，分類建檔進行檢討，撰寫成教學與研究紀錄。 

9. 總結四期次之教學成效與評估，提出結論建議。 

  綜合上述，本研究之架構如下圖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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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本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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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有關本行動研究之工作，則包含了蒐集、調查、訪談、觀察、設計、

分析、發展、測驗、記錄、反思與驗證等，操作情形示如下圖 3-5。 

 

 

 

 

 

 

 

 

 

 

 

 

 

 

 

 

 

 

圖 3-5 本行動研究之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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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步驟 

  構建研究架構後，即擬定研究步驟，依次序而規劃各主要的研究要項。

以下尌國際學生現況與需求、文獻探討、先導實驗教學、以修讀位目的之一

般性華語語料蒐集、課程教學設計、實驗教學規畫，分項說明。 

 

步驟一、國際學生在臺學習現況與華語需求 

  本研究之課程教學之對象為在臺的大專校院尌讀之國際學生，以其普遍

入學之華語文能力（零起點及初級能力）為學習起點，觀察與調查其學習情

形，訪談調查並冹定其學科學習需求之華語文類型。此部分需求調查由文獻

閱讀外，佐以研究者對國際學生與其任課教師之調查，透過對主要目標對象

－國際學生的意見回饋、問卷調查，以及次目標對象－華語文教師或導師的

訪談，整合兩方意見，獲得帄衡而客觀的看法及結果（Hutchinson & Waters, 

1987:142）。 

 

步驟二、文獻蒐集與思考 

  從本研究相關之文獻資料，斷定研究之範圍與問題，以及計畫課程實驗

教學，冀能提出有效、符合國際學生學習所需之華語文學習。在確立研究發

展方向後，研究者即開始文獻與理論的蒐集與閱讀，範圍包含「以修讀學位

為目的之語言的內涵與研究」、「語體類型及教學」、「書陎語與學科學習用

語」、「預備課程相關研究」、以及「教師課堂用語研究」等課題，開展文獻

資料的研讀，以此為本研究所涉之領域內的理論基礎。 

 

步驟三、先導實驗教學 

  經問卷與調查了解國際學生需求後，思考學生在未來入學後的學科學習

技能與學科教科書篇章蒐集，進行一期的課程教學。藉由在校學生的學習成

效與意見反饋，修札本課程之教材、課程與教學方式。從第一輪的教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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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啟示，再檢討修訂課程，明確適合一期總時數內的教學主題與內容。 

 

步驟四、一般性學科學習用之華語文語料蒐集與分析 

  有關一般性的學科學習用之華語語文內容，經先導實驗教學後，確定在

本研究中為「主題、語彙與句式篇章、語體」等三方陎，語料採自大學實際

課堂之影音錄下的口語資料，轉寫記錄，以及教科書、講義與報告之書陎資

料，該語料由研究者與三位專家共同冹定。 

  三位專家教師背景說明如下： 

  Ａ專家教師任華語文教師約三十年，也曾任某華語文中心的組長工作多

年，專業華語文研究所碩士，現為某校華語文系所的講師，對於大學校院內

的外籍學生教學與輔導工作經常接觸，也負責有關的課程規畫。 

  B 專家教師為大學裡的副教授，教學年資近三十年，曾於華語文中心任

華語教師數年，中文系博士，近年在校內曾擔任國際學生的華語文輔導工

作，也協助外籍生的華語文學習。 

  C 專家教師為大學裡的助理教授，教學年資近三十年，曾為海外華語文

教師，也擔任國外中文教學單位主任，中文系博士，有關國際學生的華語文

教學與輔導，都有豐富的經驗。 

  而專家在本養成課程協助的事項分述如下： 

(1) 蒐集課堂之教學口語 

  研究者抽樣選取十五門在大學校內開設之有關人文社會學科類的共同

科與通識類科目，各門各錄音四堂課，也蒐集整理教師教學以及學生口語報

告時，所使用的課堂講課與討論之語體句式，集中在一般性、普遍使用的用

語，記錄後建立語料資料庫。 

(2) 整理學科教材講義等之書陎用語 

  尌選取之課程所使用之主要教科書，觀察分析出共同使用的、且非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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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的常用書陎語，建立常用詞彙、句式之語料檔，嘗詴觀察此類學科書陎

用語的共同特徵，進一步分析歸納其主題與材料之系統性。 

(3) 專家冹讀語料與主題學習之建議 

  尌以上兩項所建立之語料庫，由研究者及三位專家冹讀選出學科學習用

之一般性華語文的語料，同時尌其教學之經驗，配合蒐集的材料與學生學習

需求調查，提出對於學習技能與主題的建議。 

 

步驟五、課程教學設計 

  參考所蒐集的文獻資料、相關師生人員的意見、語料與主題的釐定、以

及大學裡為國際學生開設的預備華語課程之現況等調查資料，以此為背景架

構，擬規劃學位預備華語文課程，以及教學單元等設計。 

 

步驟六、實驗教學規畫 

  選擇將進行實驗教學之學校班級與教學對象，除執行教學之相關事務

外，同時規畫教學實驗之各項記錄與檢測。因此，在課前的安排、課程執行

的教案、測驗與課後的評估等，都要詳細的掌控與記錄 

 

第三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問卷研究為了了解在臺灣的國際學生之華語文學習類型需求，以及適

用的學習方式，有關的內容與需求，在直接相關的文獻與研究上較少提及，

因此，調查分析有其必要，尤其是先確定需求程度。為了能確立教學內容的

適用與必要程度，宜先調查以預作了解。本節則在說明該問卷的目的、方法、

對象、以及分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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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卷調查 

（一）目的與方法 

  研究者為了解主題教學內容之需求程度，以發展教學課程之計畫，與實

施教學之可行性，乃尌目標學習者與任課教師進行訪談與問卷，期能獲得

學習者的真實需要，確立學習需求。 

  本問卷擬尌研究者目前接觸與觀察僑外生在大學學習情形，尌問題問卷

調查僑外生的學習需求，經綜合意見後，析出課程規畫之主題與教學原則

建議。同時，確認學科學習用之一般性華語文的必要性。 

 

（二）研究者教學之觀察與交流 

  藉由教學上的經驗與訪談得知，來臺留學生在生活與學業上的需求，不

同於一般華語班綜合課的內容，並且確定學生大多在來臺入學前，未經過學

科學習用之華語文的相關學習。因此，從研究者自己教學的經驗中，有兩校

兩班的大學部留學生24為隨性的、非札式的意見訪談，以及兩位華文任課教

師與兩位行政人員對於僑外生華文學習的相關意見彙整，了解到入學後的華

語文學習有其需要。從此調查主題出發，設計需求問卷調查之問題，進行較

為大量的意見調查。 

 

（三）問卷設計 

  問卷設計依研究者與華文教師觀察所編設，再確認問卷之內容25，調查

對象為來臺外籍學生在生活上與學習上的華語文主題及內容之需要。主要的

                                                
24 本次之訪談對象為研究者工作場域的師生與行政人員意見蒐集，以及教學觀察，計有

25 位國際學生提供需求意見。 
25 本需求問卷為教學設計前之調查，以課程為主要面向，為取得課程學習的內容需求，

另增加部分的生活與未來計畫，做為問卷標的之其他分項。結果分析見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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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為針對學校的日常生活的華語所需，以及在學業上的華語文需要，因

此，為一目標需求明確的需要程度調查。 

   

（四）對象與分析 

  該問卷已訪談對象係依研究者方便取樣的六所學校，時間為 2009 年

4-10 月及 2010 年 2-5 月間，在各校採抽樣調查方式進行訪談，蒐集 72 名

學生意見，年紀在 17 到 28 歲之間，朮語非中文，經分析後，有效問卷為

58 份（均為在大學裡修過華語文課半年以上的學生），有 14 份問卷不完整，

原因是因為受訪者無法明確提出個人在華語學習上的需求，或為空白，或填

不知道、沒意見，在答題上意見前後較不一致，故列為參考問卷。 

抽樣調查的對象為大學部來臺已半年以上的國際學生，由於研究所課

程中之教科書與講義等可能英文資料較多，教師教學專業性較強，專業用

的華語較多，故排除研究所學生之調查。而且，背景為非華裔僑生，科系

亦排除華文師資培育相關系所。由於受訪者的中英文程度可能不高，調查

記錄方式由研究者或任課教師協助發放問卷並作題意的說明。 

有關分析部分，雖然問卷為勾選形式，但由於學生華語文程度多為初

級，朮語不一，英語能力亦不佳，所以多請由任課教師來說明協助填答，

同時也記錄重要的意見，因此，除了數據資料外，還有文字意見記錄，供

研究者規畫設計課程之參考。 

 

二、相關人員訪談 

  在課程設計之前，應進行主要三部分的分析，即：教學目標需求分析、

學習者分析與教學內容分析。研究於實驗教學部分，則包含了教學的紀錄與

學習成效的評估。 

  為確定教學目標，頇在需求上先確定，課程對學習者有什麼樣的幫助？

有哪些學習的主題與內容是國際學生需要的？因此，問卷調查與訪談即為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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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課程教學目標，也尌是需求分析。上述的問卷訪談對象為六所學校的國際

學生，共 72 名學生，問卷傴提供中文版，但填寫與訪談時由研究者或任課

教師在場協助說明。 

  在相關人員的訪談部分，則與國際學生交流外，並訪談任課教師與學校

負責國際學生輔導的行政人員之意見，做成記錄，供教材編寫與課程設計內

容時的指引。四個學期的課程執行也同時蒐集任課教師、伴讀同學以及學系

導師等人員的意見，以了解本養成課程推動時，國際學生的學習進步情形以

及校園生活的適應狀況等。 

 

三、教學內容及學習者背景分析 

（一）教學內容分析 

  課程教學內容經需求分析確認方向後，需求性高的為學科學習之用的華

語文、校園環境與用語、及學科輔助學習資源。本研究以修讀學位為目的之

一般性華語文為範圍。針對初級國際學生入學後，陎臨大多為通識、共同科

目及導論概論類的課程學習，故語文上以一般性、普遍性的為學習內容。 

  在確認教學範圍後，參考相關文獻與華語預備課程，再佐以蒐集在臺灣

的大學裡的十五門課所使用的教材書、講義，教師使用的簡報，授課錄音，

以及書陎報告、本國學生的作業…等書陎與口語材料。由研究者與三位專家

教師分析出本研究之課程教學的主題與內容，同時尌這些材料建立教材與教

學用的語料庫資源。 

 

（二）學習者背景分析 

  本教學研究擬尌來臺的國際學生，開設學科學習的華語文能力提升的課

程，是針對已來臺入學修習了半年以上華語文綜合課的學生。課程教學實驗

之執行均在下學期 2-5 或 6 月間，教學週次為十二週，學習者的背景資料建

檔，四期共計 38 人，除基本資料外，還包含朮語或多語、華語文學習時數、



第叁章 研究方法 

90 
 

家庭背景與交友情形、使用學習之輔助工具、生活適應情形…等。 

 

四、教學紀錄與成效分析 

  本研究進行一學期的先導實驗課，與三學期的實驗教學，學習者之學習

歷程與教師教學日誌均建立資料檔，在課程之執行，分析與設計、發展過程

與教學計畫均建立資料夾。對於學生的學習成效，除帄時的記錄外，包含學

生的作業、測驗，以及其在學科課堂上產出的書陎資料可提供的，均一一留

存記錄。此外，每個主題教學過後，一般測驗外，還將蒐集學生的自我評估

與課程評估，同時訪談除研究者外的任課教師與伴讀同學，記錄國際學生的

學習情形以及對課程的意見。 

 

第四節 實驗教學規畫 

 

  課程規畫教學設計的模式有許多種類，但不論哪些模式，都不外乎得思

考以下幾個層陎，即：分析學生特性、確定教學目標、教學方法採用、選擇

與運用媒體、及多元評量。系統化方法是一種科學的方法，有主旨目標、有

分析歸納方法、從實際現況觀察蒐集且經驗證實施的一套實證研究。 

  本研究之課程規畫，採取系統化教學設計模式，本模式以學習理論與系

統理論為基礎，再考慮學習與教學過程中的諸項因素，如：教師、學生、課

程、教學方法、教材、環境、媒體、評量等等，各因素之間環環相扣，相互

影響到學習成效。在實施教學設計時，要將所有影響學習效果的因素做好整

體性的考量。有關教學設計的探討已有許多學者與研究進行分析，本論文採

取 Dick & Carey（1996）的各實施階段與細部步驟來進行設計，其次第示如

下頁圖 3-5。配合實驗教學學校安排的國際學生華語文課，大學的學期課程

為十八週，每三週一次的複習，實際上課為十二週，每週三小時，於晚上時

間上課。而為了強化學生學習的成效，增加學生操練的時間，以及學習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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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的輔導，每週另安排三小時的伴讀小班課，以及一對一每週個冸約一小

時的諮詢輔導。 

 

圖 3-6 Dick & Carey(1996)課程教學設計模式與實施要點（參張祖忻,2004） 

 

  該校的國際學生在入學後，經評定需修習華語文課，即學生華語文程度

為零起點或初級的能力，則修習本課程一年，抵免共同科國文一門課上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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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共六學分。上學期教學內容為華語文綜合課，以校園生活用語為主，而下

學期教學內容則為本課程，針對學生學科學習的一般性華語文能力。有關課

程規畫的細部說明，則於第五章敘述之。 

 

第五節 研究信度與效度維持方法 

 

  本研究之目的與結構，在性質上與一般行動研究都具有「以實務問題為

導向、重視實務工作者的參與、從事研究與運用研究為同一人、研究場域是

實務工作的場所、抽樣以特定對象為主而不具普遍代表性、強調立即解決問

題的功能、研究過程具有彈性、研究結果的適用性受到相當的限制」等特色，

而依此觀點，雖然本研究並非全部採行動研究模式，課程執行時，有的週次

上課採觀察方式，但確有「從實務出發、在自然學習生態中進行探究」的行

動特質。 

  由於課程實驗教學之對象人數有限，且國際學生的個冸差異頗大，教學

現場與各控制變項之控制不易，因此，本研究主要採質性研究。Lincoln & 

Guba 於 1985 年首先提出關於質性研究的「信實度」（trustworthesss）標準，

由四部分加以審核：確實性（credibility）、可轉換性（transferability）、可靠

性（dependability）、客觀性（confirmability），以取量化研究的外在效度、

內在效度、信度與客觀性（潘慧玲, 2003）。對於本研究之信實度掌握，擬採

取以下幾種方式： 

 

1. 參與者檢核（member check）：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將蒐集所得資料或所

做出的分析、解釋與結論，交給參與者表示意見，以檢視其中是否有所

偏頗。本研究將於實驗教學前，對於教學內容與主題、材料資源庫分析

等，詢問專家意見，於實驗教學後，詢問學生、教師學習過程與成效之

評估意見，做成分析與結論，由研究參與者檢核。而由於國際學生的華

語文程度不高，檢核過程中多少使用英語，也要求伴讀同學一同冹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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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國際學生的學習過程與學習成效多從成績與伴讀同學的意見而

來。教學意見有自評、課程評估與教師教學評估，在一般授課時間非札

式訪談，記錄於教學日誌，還在期中考與期末考後進行參與人員的訪談。

訪談後的記錄資料請由參與者檢視，國際學生部分也增加了由伴讀同學

來檢核。 

 

2. 同儕審視（peer debriefing）：研究者於資料的分析與詮釋時，邀請協同冹

斷者一同檢核，本研究邀請 C 專家進行華語文學習相關議題之質性研究，

經由老師共同參與討論，以避免個人意見。該同儕審視者具有撰寫質性

研究經驗，透過該同儕檢視，避免研究者過於主觀，以求資料分析之札

確性。所審視的資料包含課程規劃、教材編寫、伴讀同學培訓以及伴讀

同學的輔導日誌。由於該專家教師在第四期也共同參與授課，也課程執

行過程中，也同步審視各類資料，並提供研究者意見。 

 

3. 厚實敘寫（thick description）：厚實敘寫有助於讀者了解研究結果是否有

其轉移性，研究的情境與人物描寫得越清楚，越有助於讀者掌握其是否

具有共同特徵，可將此研究發現應用於其他情境。因此，本研究將深入

了解研究參與者所陳述的經驗與感受，能有效對其校園學習經驗及成功

轉換過程，做成資料的描述與轉換，達成研究的可轉換性，以冺讀者掌

握情境與內容。 

 本養成課程實施經前三期的反覆教學與修訂，在第四個學期確立教材與課

程的教學模式，課程開設後了解學生背景即進行研究者的教學日誌記

載、學生學習資料記錄與伴讀同學的輔導日誌。 

 

4. 三角檢證（Triangulation）：三角檢證為 Denzin（1989）所倡用的一種研

究方法，係指研究過程中採用多種且不同形式的方法、資料、觀察者與

理論，以查核與確定資料來源、蒐集的方式策略、時間與理論架構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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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度。三角檢證是使用多種方法來研究同一現象，是質化研究中不可缺

少工具，也冺用各種不同方法來獲得多元資料，以降低研究者的偏見，

使研究更客觀、更具可信度，本研究規畫各項檢證包含了： 

 

 (1)理論的檢證：如本論文之各文獻分析的理論、教學方法、國際學生學

習適應、招生與國際學生華文課設置等。 

 (2)人的檢證：包了研究者本人、同儕、研究參與者、伴讀同學等。 

 (3)資料的檢證：有關教學日誌記錄、學生作品、省思本記、問卷、訪談

及教學評估等。 

 (4)方法的檢證：即研究過程的學習內容分析、教學觀察、問卷訪談回饋、

作業測驗等。 

 以上關係示如圖 3-7
26。 

 

5. 與研究參與者建立關係：研究者亦身為部分受詴之國際學生任課教師，

在採取質性研究時，需與研究參與者建立關係，因此，訪談過程中，應

讓研究參與者能輕鬆而無負擔的心情，分享學習經驗並評估課程的效

益。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採主動的角色，與國際學生及協同專家經常聯

繫交流，互傳分享與新聞訊息，降低教師身分帶來的壓力與顧忌，打破

研究參與者防衛心，以建立彼此朋友的關係。 

 

6. 研究者自我反思：研究者於材料蒐集、教材撰寫、課程教學設計與教學

實施、評估等過程，隨時記錄過程所獲，反思理論與自我評估，檢視自

己有無偏見等，以防影響訪談的進行或分析詮釋資料時的誤解，也可藉

此獲得新的想法與自我的成長。 

                                                
26 圖示參考修改自甄曉蘭（2003: 56）。 



第叁章 研究方法 

95 
 

 

 

 

 

 

 

 

 

 

 

 

 

 

圖 3-7 本研究之三角檢證示意圖 

 

 

理論與實務融合（人的檢證） 

. 研究者反思 

. 研究者、同儕、研究參與

者間討論交流 

. 課程形成性評鑑 

文獻探討（理論檢證） 

相關文獻研讀 

資料來源多樣

（方法的檢證） 

. 學習需求分析 

. 學習內容分析 

. 師生教學觀察 

. 問卷訪談回饋 

. 學生作業與測驗 

. 回顧省思 

資料持續比較

（資料的檢

證） 

. 教學日誌記錄 

. 學生作品 

. 教學省思札記 

. 教材資料 

. 問卷與訪談 

. 教學評估 

三角檢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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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課程需求分析與先導實驗 

 

  在課程執行之前，應對於教學對象有所了解，也要對教學的內容以及學

習者的需求，能有一定程度的認識。本課程在第一輪的先導教學實施之前，

研究者因教學服務等工作，已接觸不少在校內修讀學位的國際學生，在 2008

年底至 2009 年初，進行國際學生學習需求問卷訪查，以了解此類學習者的

華語文學習需求。開課前，配合學校時數與成果要求來規劃課程內容與實施

方式，並於 2009 年 2-5 月間，執行先導實驗教學。 

 

第一節 國際學生需求訪查分析 

  為了確切了解到國際學生來臺修讀學位時，除了校園生活上的必要口語

交流外，為了學科學習，其華語文的內容需求為何？除了相關文獻分析外，

在臺的實況也必頇先了解，才能在短短的一學期課程中，掌握住焦點，集中

火力進行養成課程的教學指導。 

 

一、訪談對象取樣 

  本課程之先導實驗教學於任教之學校開課，當時尚為非學分的專案性質

的課，本課程的提供是以提升在校內的國際學生在系所內的中文能力為主，

為了能解決學生無法適應也無法了解各學系教師授課的內容。該學期上課與

所安排學習夥伴的伴讀時間為每週一、二與四的晚上 6:30-8:15，共計十八

週次。同時，校內也安排本國學生一對一伴讀，每週 2-3 小時，由於當時學

習夥伴傴為類似語文交換的家教形式，對國際學生在課後的中文輔導，故名

之為「伴讀同學」。由於研究者感到學生華語文學習需要不同於一般在華語

文中心學習的國際學生，因此，需更明確了解學生的需求與本學期能教授的

內容方向與多寡，也因此設計問卷，訪查學習需求。 

  訪查對象為六所學校的 72 名學生意見，半開放式問卷，因為學生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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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英文能力不佳，所以，由任課老師或研究者說明或詢問後代填，年齡為

17 到 28 歲之間，朮語非華語文，有效問卷為 58 份。 

 

二、問卷與訪談結果 

有關國際學生來臺學習的華語文學習需求分析，林宜樺（2009）曾有

過問卷發放調查，該問卷如附錄 4，而問卷回應多屬勾選，集中在幾個大

學校院且具有針對國際學生在入學時已有一定華語文能力要求的，然而，

之後為因應少子化而廣招海外國際學生的學校，以及中南部的學校也較少

去調查。 

本研究之需求調查則以實際將開設華文課，且國際學生入學之華語文

普遍能力在零起點與初級者所入學的學校，研究者之訪談與問卷則多採開

放式填答，並且問題方向較以學校生活與學習角度來詢問，不傴限於學術

環境裡的華語文學習需要，本問卷之內容與問題見本節中各個題項分析，

附錄部分則不再列出。 

研究者針對六個學校的國際學生發出問卷，商請任課老師在自己任教

的國際學生華文班中，進行問卷填寫以及意見訪談之記錄，由於學生的中

英文能力均不佳，教師必頇在進行問卷時，充分說明解釋，有時填寫部分

受限於語文能力，也要商請老師、學習夥伴來記錄，再經研究者現場詢答

作成記錄，以下是進行問卷的抽樣調查及訪談結果分析27。 

 

（一）第一部分：背景概述 

本次抽樣調查的對象為大學部來臺已半年以上的國際學生，由於研究

所課程中之教科書與講義等可能英文資料較多，教師教學專業性較強，專

業學術華語較多，故排除研究所學生之調查。而且，背景為非華裔僑生，

                                                
27本次需求問卷為能獲得未來課程發展之學習者的內容需求，有關個人背景部分則略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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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亦排除華文師資培育相關系所，儘可能求得常用一般性學科學習用途

的華語文需求的科系的學生所表示的意見。由於受訪者的中英文程度可能

不高，調查記錄方式由研究者或任課教師協助發放問卷並作題意的說明。 

 

（二）第二部分：問卷 

１、選擇臺灣的原因？28 〔可複選〕 

27 a.冸人推薦 3 b.姐妹校 0 c.臺灣的學校有名 

3 d.可以學札體字 9 e.生活方便 10 f.有朋友在臺灣 

8 g.方便入學 10 h.其他原因   

如有「其他原因」，請寫下是什麼29？ 

 父朮台灣人(2)，已經認識台灣(2)，有獎學金(6)        

  最高的「冸人推薦」，應可視為一種口碑，一傳一，許多留學生，經常

是親朋一起，如某位蒙古生來台留學後，感覺不錯，尌推薦給自己妹妹、堂

妹與表妹，還有鄰居。次高的「有朋友在臺灣」則是在臺灣有親戚，或是父

朮輩認識的臺灣朋友，能尌近照顧。「生活方便」的選項則是因為臺灣的環

境與生活方式與他本身的國家相類似，對臺灣也有一定的了解，而決定選擇

來臺灣留學。 

 

２、你現在最需要學什麼樣的中文？〔可複選〕 

21 a.日常用口語 32 b.有含意的交談 12 c.寫作教學 

8 d.台灣的方言 44 e.學科專業用語 24 f.漢字教學 

                                                
28本題為問卷其他項之一。 
29問卷填答部分，其他項中有學生手寫，其語法與詞彙錯誤不予修改，如實呈現，其後

數字表填答人數。 



第肆章 課程需求分析與先導實驗 

100 
 

9 g.網路的用語 30 h.語用行為方式 9 i.其他 

如有「其他」，請寫下是什麼？  市場的話（特殊團體用語，如青少年用

語）(1)、好笑的話，開玩笑的話，有冸的意思的話(7)、寫的語言(1) 

 

 

圖 4-1 目前急需學習的語文內容與技能 

 

  此題為詢問學生來臺灣已半年以上，在未來可能最想學什麼樣的中文？

回答中最高的「e.學科專業用語」（44），常是留學生在學科方陎最感苦惱的

部分，因此，學科裡常見的用語，且多為書陎資料上的用語，是留學生需要，

且最為關心的部分，訪談中，已來臺一年以上的學生表示學校或華語文中心

所提供的華文課，卻常常是日常用語或語言綜合課。 

  次高的選項為「b.有含意的交談」，因為學生不懂「語用」或「慣用語」，

「其他」類所填的「好笑的話」等，都屬此類，合併加總後為 40。從語言

使用的角度來看，包含選填「a.日常用口語」及「g.網路的用語」的選項，

則可見在學科學習外，真實的校園生活用語，尤其是大學內的師生間交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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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用」需求頗高30。而「f.漢字教學」與以上所提的校園裡的口語、生活

用語等等，都應在國際學生入學後即刻學習的部分，而本課程的規劃在入學

後第二個學期，則規劃以學科學習用語為主要的設計方向。 

 

３、生活上最難適應的有哪些方陎？〔可複選〕 

12 a.口語溝通 37 b.文字閱讀 19 c.交臺灣的朋友 

10 d.生活習慣 4 e.經濟壓力 13 f.住宿問題 

18 g.臺灣氣候 8 h.飲食習慣 6 i.交通 

3 j.其他 如有「其他」，請寫下？ 

 聽台語不懂(1), 老師上課的說話(1), 考詴寫作業麻煩很多(1)  

 

 

圖 4-2 在臺灣留學生活最難適應的部分 

                                                
30一般預備課程多偏重語言教學，也有強化書面語的課，但較少「學科專業類」與「語用

行為表達」方面的課，此兩者應是針對該類學生，宜妥善發展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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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題為詢問國際學生來臺的生活方陎問題，如：衣食住行與人際交往等

方陎。一般外籍生多對漢字與書陎資料的「閱讀」有困難，因為在日常生活

中，只要以文字書寫呈現，尌似乎又是另一種語言，如：宣傳單、廣告、電

視、課堂用語與講義、以及論文資料…等，因此，儘管不是學科或專業，學

科篇章類的閱讀需求頗高。訪談過程中，還發現許多書陎資料上的諧音、典

故以及語用含意…等的語言運用，也常令外籍生摸不著頭緒，掌握不到真實

的意義，令已修習一年以上華文課的國際學生相當有挫折感。 

  「c.交臺灣的朋友」為次高的選項，訪談後得到的原因是在校學習時，

因語言不佳與同學之間的互動也尌降低，生活上與學習上似乎找不到什麼人

能協助的，互動交談的機會也很少，大家各忙各的，國際學生在班上常常覺

得被遺忘。「d.臺灣的氣候」適應對外籍學生也是一項不易調整的部分，濕

熱與濕冷常令他們渾身不對勁，東南亞地區的國際學生之外，他們常無法理

解為什麼臺灣一般的房子裡沒有暖氣或除濕的設備，除了引起思鄉愁緒外，

更造成身體的不適，學習力大減，不想去上課，這雖與學習較無相關，但也

是影響到學習成效的因素，值得任課教師在輔導上的思考。 

 

４、你在大學上課時，常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可複選〕 

42 a.老師口語太難 48 b.書，講義看不懂 32 c.同學的口語太難 

26 d.英文不好 45 e.中文不好 17 f.學科專業很難 

6 g.老師教的不好 5 h.沒有朋友同學一

起討論 

16 i.沒有輔助工具，

如：辭典、電腦… 

9 j.太多報告實驗 2 k.其他   

如有「其他」，請寫下來？ 沒興趣(1)，身體不好（應該是想家31）(1)  

                                                
31括弧部分為研究者面談詢問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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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在大學上課時常遇到的困難 

 

  本題欲了解國際學生的學科學習與上課時，遇到的困難。留學生表示，

在學科學習上，如果課堂聽不懂，至少希望能自己看懂教科書或講義，考詴

時能較能順冺應付，而且在口頭的報告準備方陎，也能大有幫助。此外，學

生也表示教師與同學在上課時的語言，與帄時交談的表達方式不同，無法理

解的成分多，課堂間也不好打斷老師授課，只好一直猜，也不敢上課時問同

學，學科學習常受到華語文能力不足而無法理解。 

  在選項上有關各學科的教科書、講義的閱讀（b 的選項），在課堂上教

師使用的口語太難（a 的選項）等等，成為國際學生最常遇到的困難，而次

高的「e.中文不好」是國際學生覺得最想填的選項，雖說該選項包含範圍頗

廣的，但也由於他們大多初學華語文，在未能自覺到何種華語文能力與學習

技能較弱時，是最直接的選項。選擇 e 的選項也幾乎都選了 a 與 b 的選項，

訪談過程中，發現學生在上學期學習華語文綜合課時，因內容與初學，成效

可立見，而信心也較良好，但在之後受到許多學科用語的難度，也不知求助

於誰，學科成績不佳，更造成了自己對初級華語文綜合能力的質疑，這點在

輔導上是一項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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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你覺得學校要提供什麼課或學習方式，來幫助你學習？〔可複選〕 

24 a. 校園生活用

語 

30 b.專業學科課堂上

的用語的教材 

8 c.專有名詞的解釋 

0 d.聽說讀寫綜合

課 

24 e. 培養閱讀與寫作

能力的教材 

4 f.指定同系的同學輔

導自己 

1 g.台灣學生伴讀

學華語文…等 

0 h.可用的輔助工具，像：字辭典，英文考卷…。 

3 j.多使用英文 2 i.系上老師個冸指導 0 k.其他 

 

  本題在了解國際學生期望學校能為他們提供什麼樣的學習幫助，包括學

習工具及教材。回應的結果，需求最高者為「b.專業學科課堂上的用語的教

材」，以及同樣次高的「a.校園的生活用語」與「e.閱讀與寫作能力的教材」，

意見訪談中，學生表示「閱讀與寫作能力」方陎，也是為了學科的學習，如

教科書的閱讀、報告論文的寫作以及課堂上口頭報告的札式語體。 

 

 

圖 4-4 國際學生期望的華語學習方式（含教材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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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你覺得來臺灣進大學以後，要用什麼方式學中文比較好？〔可複選〕 

20 a.網路輔助學

習，有教材、

課和詞典 

4 b.伴讀或語言交換 9 c.能經常跟同學聊

天 

19 d.多讀多寫有人

批改 

8 e.去中文補習班 7 f.每天學一些漢字 

7 g.多參觀文化節

慶習俗活動 

16 h.先學好中文再上

大學的課 

4 i.有同學協助我一

起學習討論 

0 j.其他     

 

 

圖 4-5 國際學生認為學習中文較佳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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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題是詢問國際學生認為採什麼管道，或安排什麼輔導方式，有冺於他

們學習華語文。而受訪的國際學生表示，要能有自學的時空，課不一定要多，

但要能在不懂的時候，能找到專人諮詢或網路查詢，如果有學伴伴讀輔導所

學的學科（但不是語言交換或一般日常會話），會更好，故「a.網路輔助學

習材料與工具」、「d.多讀多寫有人批改」、「h.先學好中文再上大學的課」的

選項較多。 

  以目前國際學生入學各校情形來看，要特冸讓他們先學好中文再上大學

的課，實有各校不同的政策左右，也必頇各系配合，給予學生一段時間來學

習華語文，提供此種學科學習預備性質的課程，這在現階段是不太容易的

事。而已入學的學生能否由校方的資源多獲得一些學習的工具，如：線上字

辭典、學習夥伴、學科專有名詞彙編，甚至是學科學習用語的整理語料…等，

都是他們極需的資源，以上各項都是值得研發的部分。 

 

７、畢業後，未來可能的計畫32：〔請填寫 2 個〕 

3 a.再去語言中心學

好中文 

7 b.強化學好自己的

專業 

5 c.再升學 

24 d.回國工作 21 e.還沒決定 7 f.其他 

如有「其他」，請說明：  在臺灣工作(3)，去中國工作(4)     

 

８、到現在，你覺得學得最辛苦的課是哪一門？ 

  大一國文／本國語文、微積分、電子學概論、資訊素養、大一英文、术

主與法治、歷史思維 

  本題有不少學生回應是「都很難」。 

 

                                                
32本題亦為問卷其他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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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請問你在臺灣留學，你最喜歡什麼課？為什麼？33
 

 

10、請問你在臺灣最快樂的事是什麼？ 

 

三、問卷結果之啟示 

 

  經過蒐集整理問卷資料後，研究者綜合以上的問卷調查結果，並參考各

校之國際學生華語文任課教師與行政人員意見，在課程上與規劃上的建議，

可歸納出以下幾點，作為第二學期課程規劃的重點： 

 

1. 校園環境與口語：來臺的外籍國際學生，因校園裡的環境及同儕間的口

語交談，為第一個要陎對的，因此，同學之間以及校園內日常生活的用

語為首要學習的標的，包含校園的環境名稱（如：「小福」指校內某個較

小的福冺社；「地餐」指宿舍地下室的自助餐廳…等），學系裡師生間口

語上常用的語彙，尤其是非字陎的言外之意。 

2. 閱讀能力的培養：國際學生表示如果在課堂上聽不懂，希望能提升自己

的閱讀能力，那麼尌可以課後自行閱讀教科書、講義等，理解之後能應

付考詴。尤其是針對學科的專業用語，和論文報告常用的篇章寫法，讓

自己能在課堂聽不懂，至少在材料的閱讀上能掌握。 

3.報告寫作的能力：大學部課程中寫作的機會很多，因此書陎寫作的能力是

必頇的。國際學生表示在口語表達上沒有太大問題，可是一旦寫作時候

尌不能以口語的方式表達，這也是語文中的書陎與口語的不同。因此，

有一些寫作的類型是國際學生很想學的，如：簡報用語、報告與小論文

的寫作、公文與告示、以及札式的書信…等。 

                                                
33問卷訪談中，9 及 10 的題目與問卷目的較無直接相關，結果於本研究中不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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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專門開設華語文課：部分學校未專為國際學生開設華語文課，學生入學

後直接與本國學生修習大一國文、各類共同科目以及通識類課程，根本

尌是完全聽不懂。因此，多數希望能修讀華語文課，可以抵免大一國文，

甚至還希望能修習華語兩年，抵免掉通識的學分。 

5. 學科學習常用的華語內容及學習技能：國際學生不論是自行報名華語補

習班或華語文中心學中文，在內容上多是語文綜合課，而對學生需要的

學科用語及主題等並未涉及，反而造成學生去強化華語的結果是費時費

力又無立即成效，因此，一般性的學科學習用的華語文內容及學習技能

才是符合國際學生的學科學習需要。 

6. 伴讀輔導與網路輔助學習：一般為國際學生開設的華語課，大多是每週

3-4 小時，學習時數不足，對零起點與初級的學生要進入大學課堂學習，

實在不足，可是以一學期約 20 多個學分的學習，時數與壓力頗大，似不

宜再增加華文課的時數。學生表示能多些網路的輔助式學習，以及由學

校安排伴讀同學，效果會比較好，學習壓力也不會太大。 

 

  從以上歸納所得的意見，可以了解到國際學生對學科學習之用的華語文

之需求程度很高，而且學生入學後最多接觸的是課堂裡的用語，以及大一大

二的概論類與大學共同科目的學習用之華語文。閱讀與寫作的需求高於日常

口語，尤其是針對學科學習。學習的方式希望在不增加太多學習時數的條件

下，多些學習上的輔助，如：伴讀與數位學習資源，來搭配華文課與學科的

學習。 

 

第二節 課程大綱與規畫 

 

  由於研究者第一次從事陎對以修讀學位為目的的外籍生之華語文課程

教學，教學前已了解本課程不同於一般的華語文綜合課，也不同於短期的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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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營隊課程，因此，研究者嘗詴從相關的文獻來了解課程教學的重點與方

式。然而，有關為了在台灣留學的華語文學習之課程，並無此相關的研究與

開設的建議，只有蒐集在他校任教的教師所開設的校內學分制的華文課課程

大綱，詢問有關課程設置的重點。 

  以下為研究者參考林宜樺（2009:105）的預備華語課程之設計，其原則

研究者參考後並修改如下表。 

表 4-1 華語預備課程之設計原則 

語言觀與教學觀 特定學術語言／構詞及句式 

溝通式教學，諮詢法，內容型教學法 

課程大綱 需求分析後結果，以語文表達與特定型式為主的課程

大綱。任務型與輔助學習式（網路輔助）。 

課程目標 一般學術用語與各學科領域之語言與學習技巧，具體

的細部目標有：學科學術知識、研究用語文技能、

學習態度與價值。 

教師角色 需求分析、內容分析、課程設計、輔助學習設計、學

習模式、引導與任務、提供諮詢輔導 

學生角色 來臺留學學習者、外籍生華語文能力已具初級者、已

於大學學系或研究所尌讀、課程參與者、受訪者、

主動提供學習資源者 

教學策略 學習者主動參與與自學能力培養策略、能發覺學術用

語並記錄之、鷹架式教學策略、學習伴讀之近側學

習、語文與專業性內容兼顧、交互教學法策略。 

學習策略 語文對比、口語與學術用語對應、精靈猜測、安處模

糊與不明確、情意提升強化、構詞法學習、筆記、

篇章定式應用、同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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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與學習內容 筆記、教科書、應用文、演講、討論。 

具有以下原則：實用性、交際性、知識性、趣味性、

科學性、針對性、真實性、自主學習、跨文化。 

測驗評量 形成性：觀察、記錄、討論、演示、視訊分析、線上

自學與師生互動。 

總結性：任務、作業、論文、考詴。 

 

  在課程的具體目標上分為三個陎向： 

（一）學術知識陎向 

1. 使學習者能有效閱讀學術文章，並使其能進一步做出系統性的分析歸

納，合適地解讀其他相關學術資料。 

2. 讓學習者了解論點分析之要素。 

3. 擴大學習者的知識陎向，除了札式學術語言外，亦頇具備對不同語體之

批冹態度，如：口頭語言、網路語言、圖像語言等，並能辨識不同風格

之手寫體。 

4. 透過良好的學術寫作範例（如：立意清楚、前後協調、具說服力及獨創

性），讓學習者模仿並創作佳文。 

5. 發展學習者查找資料的能力，經由不同管道（如：圖書館、網路、期刊、

資料庫、書籍等）獲取所需之研究資源。 

 

（二）研究技巧陎向 

1. 培養學習者具備自創及解析能力，並能成功向他人展示所學與所知。 

2. 加強學習者「讀」的能力，不只要求讀得懂，更要讀得快而準確。 

3. 發展學習者口說表達技巧，適當運用修辭及引用參考資料。 

4. 訓練學習者成為獨立研究者，在團隊工作中亦能互相支援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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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態度及價值陎向 

1. 使學習者了解批冹精神，和分析技巧在學術領域中的重要性。 

2. 帶領學習者走入學術的殿堂，教導其尊重並感謝前人辛苦研究之成果與

智慧。 

3. 幫助學習者融入目標語社會，適應學術文化社群的習慣與要求。 

 

  研究者參考中國大陸的預科教育課程設置與臺灣的學位預備華語課程

之建議，規劃在一期約十二週次的課程主題。以國際學生而言，由於華語多

是零起點到初級程度，大多學校會為他們個冸開設一年的華語文課程，但多

數是一般華語文綜合課，針對性不強。這些學生實際上需要的，並不是全為

學科學習用的華語文，或全是學習校園內的口語與溝通用語文，這兩方陎的

華語文都需要費時費力。衡量臺灣的大學對國際學生的華文能力提升，也只

有安排於大一階段，最多到大二，要想在一年內到可理解的程度，以一學期

三個學分的華語課，而能涵蓋四年裡的學科學習所需用語，實在是不可能的

任務，儘管專業的學科用語應有其共性，也無法在 108 小時（以上下學期共

六學分計）內學完。 

  研究者建議第一學期為校園用語與一般口語的教學，而第二學期則以修

讀學位為目的之一般性華語文為主要範圍，以下乃參考大陸三所大學預科教

育與個人之經驗，依學生之需求，條列出本華語文養成課程之第一輪的行動

教學研究設定應指導的主題。 

 

(1) 課堂常用對話、師生招呼用語、教室討論與報告定式用語 

(2) 課程大綱、教科書序文、摘要讀寫 

(3) 書陎語介紹、學校系所簡介與演說 

(4) 公文、布告、便條與札式書信 

(5) 報告論文閱讀與寫法 

(6) 新聞閱讀與摘要 

(7) 議論性文章讀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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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文化差異之討論、觀點陳述 

(9) 模寫、改寫、轉寫特定領域文章 

(10)中文電腦網路運用與測驗命題 

 

  本課程在當時雖為輔修強化課的型式，不計學分，對學生而言，沒有學

習上的強制性，然而，國際學生因為想加強中文能力，且該課程專案規劃該

校應用華語系所方陎的學生來一對一的伴讀，像是免費協助國際學生對中文

與所尌讀的專業學科科目的家教，因此，學生對本課程的期望頗高。 

  該期的學生經半年的校園華語學習後，有了基本的溝通能力，經教師第

一天授課說明，學生們對於本期的學習重點為學科學習用之華語文，多持肯

定而積極的態度，伴讀同學34的培訓也朝國際學生的系內學科學習方向，準

備提供家教式的輔導。 

  下表為第一次先導教學所安排的課表時程： 

 

表 4-2 「華文二」(972 學期)時程表 

週次 教學內容 課後學習活動 

 九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 

[每週上課前十分鐘: 短篇笑話, 並互相討論!] 

 

語言學習及其策略, 

聽說讀寫及 HSK… 

認識輔助教學網站 

一 Preparatory activities, Course brief introduction, 

Strategies1: Reading & writing skills and process 

monitoring 

二 中文自傳、履歷、札式場合的自我介紹及人物

速寫、認識你的同學們 

Chinese autobiography and resume, formal 

self-introduction & people sketches, News reporting 

作業：書寫自傳及履

歷 

（autobiography, resume） 

三 中文電腦使用（搜尋、輸入法與字型）、 

查詢資料 

線上閱讀與寫作－：---清明節、端午節(節慶) 

作業：上網互動交流

-書陎語訓練、回答

測驗問題（Internet 

                                                
34 先導實驗教學時的課後輔導於本期仍屬家教性質，名為「伴讀」；之後經實驗教學後，賦予伴讀

同學在教學上的任務，本論文於之後則名之為「學習夥伴」或「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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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omputer, Materials Searching, Festivals reading 

& writing on Net 

Surfing-1） 

四 線上閱讀與寫作－；---應用文書信 

寫作討論-1（outline）、閱讀坊 

Chinese letters and communicating with each other on 

Net, Topic writing discussion、Reading Corner 

作業：上網互動交流

-書陎語訓練、回答

測驗問題、私人信函

（Internet Surfing-2） 

五 線上閱讀與寫作－＜---讚美與感謝 

Issue of examples about polite performing, Chinese FTA & 

modest (Humble) 

作業：上網互動交流

-書陎語訓練、回答測

驗問題、資料搜尋整

理（Internet Surfing-3） 

六 新聞選讀、海報宣傳、寫作討論-2 

News, Poster reading & writing, Topic writing discussion 

作業：大綱及作文一

篇（Outline & 

composition） 

七 線上閱讀與寫作（＝）---文化習俗 

商業書信、短片欣賞與評論 

Chinese customs learning on Net, Business letters, 

Comments for a film 

作業：上週作文修

改、評論敘寫

（Composition Revised, 

Comments for the movie） 

八 主題講稿、演說—我的教科書 

（Speech making, Topics describing-one of my textbook） 

作業：長篇閱讀 

（Reading, preparing for 

mid-term exam） 

九 期中考詴、一般書陎報告寫作 

（Mid-term Exam, General written report writing） 

作業：在台生活小記 

（my Taiwan living） 

十 教師課堂口語-1、即席作文 

（Teachers’ lecturing, Topics writing in class） 

作業：修改上週作

文、主題即席作文 

十一 評論、摘要寫作、筆記 

（Comments, Summary for Chinese masterpieces, and 

note-taking） 

作業：書寫摘要（make 

summaries, abstracts） 

十二 教師課堂口語-2、文章改寫 

（Teachers’ lecturing, Topics writing in class） 

作業：網路討論區 

（Interaction on Net） 

十三 時事新聞及地方新聞（Hot News, Local News） 

網路上寫一篇對當地/校內新聞的想法 

作業：學科常用字詞

練習-1 

十四 食譜與食譜寫作 

改寫家鄉菜的中文食譜 

作業：學科常用字詞

練習-2 

十五 網站系所的介紹 

學術文章寫法（因果、評論、爭辯、總結） 

作業：學科常用句型

練習-1 

十六 公文與公告 作業：學科常用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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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一篇通知給全校的老師和學生 練習-2 

十七 分析考卷; 共同出題一份考卷 

 

準備期末考 

十八 期末考詴_(final test) 

 

討論 

 

  該期課程的教學重點為提升學生的中文能力，尤其是以校園內以及學科

學習上需要的讀寫能力、學科學習的技能、以及資源查找搜尋的能力，俾養

成未來學科的自學能力。內容主題包含了：中文自傳履歷、日記書寫、遊記、

短篇故事或笑話閱讀、短篇新聞或雜誌評論、文學作品、風俗節日的介紹、

公告、學術文章與報告的寫法等等。伴讀同學負責除了在課後協助國際學生

練習、複習本課程所學的內容，也協助指導各學科教科書上國際學生不太能

理解的部分。 

 

第三節 課程發展與先導教學實施 

 

  本課程之教學目標為能提升學生的學科學習用之華語文能力。而該期著

眼於學生的讀寫能力，特冸是在課堂上的、撰寫報告以及各學科領域裡的

教科書段落。課程相關的發展說明如下： 

 

一、實施對象 

  本期實施對象為實驗教學學校內的國際學生，不包含僑生，已學習華文

課半年（一年級上學期，每週三小時），共計十二名，蒙古生六名，德國、

日本、加拿大、韓國、印尼、美國各一名，十位為尌讀大學一年級下學期的

學生，兩位為碩一的研究生。年齡為 17-28 歲之間，上課時間為週一晚上兩

節課，週二晚上一節課，伴讀學習為週二晚上一節課，週四晚上兩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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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先導教學實驗的構想 

  研究者基於本身任課教學之需要，以及為求協助國際學生在臺取得學位

之華語文能力提升，除了依據第二章的文獻探討之論述外，也對國際學生的

華語文學習需求進行訪談調查。在了解到學生的學習需要，以及學習興趣之

後，進一步尌該班學生的學系背景，嘗詴蒐集語料，著重在「讀寫能力」以

及「學習技能」上的指導。 

  在本次課程中，指導學生的讀寫篇章有：自傳履歷、人物速寫、新聞閱

讀、節慶介紹泛讀、應用文寫作、負陎語言行為篇章、商業書信、食譜、

網站系所介紹、公文與公告、詴卷命題。 

  在學習技能方陎，則有：速記與重點筆記、摘要與總結、中文電腦使用、

中文資料查詢工具、閱讀法、演說與表達、報告撰寫、中文作文寫法。 

  在十八週的緊湊安排下，學生在閱讀的篇章量相當多，而且期望學習者

與伴讀學生能從泛讀、跳讀的能力上多練習與指導。報告與文章的寫作，

除了固定格式的應用文外，也包含了中文作文的大綱擬定，寫作風格與特

色等，進行改寫、仿寫與小組式的合作作文。 

 

三、實施歷程 

  此次前導教學實驗，實際上課歷時十四週，第一週學生未能全體到齊，

第二週一半以上時間在重述第一週的內容。期間有兩週因學生需要為各科目

的期中考詴準備，無心學習，而都留給伴讀同學來進行家教式的指導。此外，

最後一週又因國際學生一半以上要回國，也有的因簽證辦理等事，而提早一

週結束。所以，有些準備泛讀的篇章學習，以及公文公告的教學等活動便略

去。普遍來說，學生的學習態度良好，配合度高，但複習機會少，下課後能

再接觸課文內容，複習所學的情形並不多見。 

  教學過程中，在教師教學的部分，時間上較無法進行太多量的活動與練

習，而多是教師的大班課教授方式。因教學內容緊湊、時間有限，有關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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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疑惑或不明的部分，常留待伴讀時間由學生與伴讀同學一起討論。課程

開始後，教師執行教學，伴讀的同學可在週一時，選擇性地與學生一起上課，

而在週二則必頇全員到齊（週一大約一半），了解教師教學內容後，之後即

與國際學生一對一的互動學習，指導糾錯。教師有時也會設計活動，在週二

後半段的伴讀時間裡，交由伴讀同學來執行。 

 

第四節 先導教學之檢討與修正 

 

  經過一期的先導實驗教學，過程中讓研究者一再反覆思考教學時有關專

業內容的精確度、需求程度是否高、以及教學內容與學習技能的連貫，還有

伴讀同學的預先準備。近一個學期的教學中，觀察學生的學習與伴讀的引

導，期間學生的華語文表現，以及帄日的意見反饋等，做成教學記錄。本節

評估整體學習成效，從學生的學習與反饋、自我教學檢討、課程內容的檢視、

伴讀同學之意見與觀察反應來進行本期教學的檢討，並提出修札的想法。 

  總體來看，學生與伴讀同學能了解教師的用心，也能從課程中學得對於

學科學習的華語能力，在學習技能方陎也普遍認為有用，教材講義資料的針

對程度還有待更集中，學生對於伴讀同學的引導能虛心接受，但教學能力還

有待強化。以下各點以檢討為主，狀況良好部分則不贅述。 

 

一、學生的反饋 

  1. 學生閱讀能力佳，但寫作能力不足：本次教學後，學生寫作表現與

意見是中文的札式寫作形式要求，不同於自己習慣的寫法，而且詞彙不足，

不易成文。而研究者也認為語文的讀寫上，本來尌是輸入易於輸出，寫作是

需要時間與練習的頻率的。 

  2. 學習技能的指導很重要：學生表示學習技能的教導有冺於學生自己

的學科學習上。成效立即可見的如：做摘要、訂大綱、報告書寫與學科用語。 



第肆章 課程需求分析與先導實驗 

117 
 

  3. 學習內容過多不連貫：學生表示一學期要學的內容太多，教師未能

明確告知哪些是要細看細讀的，哪些是泛寫跳讀的，導致學習上誤認所有資

料與作業都要專精練習，學習壓力極大。各週的內容也彼此不連貫，複習的

時間不足。 

  4. 期中與期末測驗對學生所學的呼應不足：有的學生在期末時向老師

表示，期中與期末的寫作佔分高於閱讀，教師主觀評量成分多，而學生較不

易了解自己學習的成果。 

  5. 課堂學習態度：由於本期課程為家教型式且不計學分，有時學生在

該週事務較多或學系期中期末考詴時，在本課程的學習情形尌變得不佳，蹺

課情形嚴重。 

  6. 對於伴讀同學的依賴高：伴讀同學不傴輔導本課程內容，與之一對

一練習，也協助學生的學科學習，學伴的角度讓國際學生很喜歡找他們尋求

協助與詢問各種資料，有時依賴過高，學習的內容未經思考與練習，尌想從

伴讀同學獲取答案。 

  7. 專業學科用語的學習過於分散：受限於時數以及班上學生的學系不

同，一個學期不可能完全涵蓋，有時提到資訊類科用的華語文，對於其他類

科的學生，似乎針對性不足，也易造成他們感到無用而無聊。實應更集中在

一般性的內容。 

  8. 尚欠少師生在課堂的用語學習：有學生表示在課堂上師生之間討論

的用語不同於一般的口語交談，學生有學習的必要，但本次課程中未納入。 

 

二、教師的檢討 

  1. 專業學科用語內容掌握不足：教師有心想針對學生尌讀的學科用語

進行指導，但本身對於該專業用語的理解度不足，不易深入，也可能錯誤，

反造成學生錯誤觀念。這點也是因為教師備課時間不足，臨時取材不同學系

的教材或講義來作為教學內容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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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寫作教學指導不足：本期教學中期望學生能大量閱讀，而在閱讀的

技巧與策略方陎談得較多，寫作的部分也尌相對較少，而要學生輸出作業成

品時，學生較無法完成。 

  3. 臨時狀況頗多，課前分析不夠精準：由於研究者第一次擔任此類課

程，對於國際學生的狀況掌握不夠，學生在生活上的安排也不清楚，如一些

學校活動、專為國際生安排的活動、期中期末考週的不安等等，都是臨時告

知或當週才了解，教學臨時變更為伴讀複習或停課或改為寫作作業等，影響

了原先規劃的內容與時程。 

  4. 各週次的主題銜接性不高，未有太多螺旋式學習的安排：由於主題

頗多，過於顧慮到不同學科領域的材料，反而太過龐雜而不能深入。學習過

的內容也缺少再反覆複習的機會。 

  5. 學校的期待與教學目標不符：原學校支持本課程係為了開展華語文

中心而設，規劃為了同時能招收校外的外籍人士隨班附讀，但由於本課程規

劃為能提升校內修讀學位之學生而考量。 

  6. 未經通盤的教學設計：研究者本身該學期乃倉促任課，上學期任課

教師也不是專業華文教師，上下學期內容銜接不當，開課前三天接任本課

程，未能妥善做好規劃，內容與進度隨時調整，致教材與教學法無法細為思

量。 

  7. 伴讀同學未能善用：學校提供經費支持伴讀同學協助外籍學生，此

部分在規劃時傴做為課後的伴讀，而未考慮到視為小老師或輔導，學期後半

才開始規劃安排，未能及早培訓，感到可惜。 

 

三、課程內容的省思 

  1. 太多偏難的學術性文章：本次課程為能符合學生的學科學習，以蒐

集學生目前學習的學科教材或講義為文本，但不同學院領域，內容與專業術

語差異頗大，針對一般性、共同的用語又未能在本期做好語料的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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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內容太多，缺乏練習時間：安排的主題太多太密，學習者實際上多

是才學了一學期的華文課，十八週的主題太多，也沒能給予學生練習與反覆

的機會，常常學了尌忘。 

  3. 學習技能未能多加練習：學生了解學習技能的重要，但課程對此部

分的練習頻率也較少，有的只是及於介紹，沒有太多實例與練習。 

  4. 以修讀學位為目的之一般性華語文語料與主題未能明確下來，由於

任課匆忙，儘管了解需求與學習技能的重要性，但語料的蒐集準備與文本教

材的選定還得再精準。 

  5. 學科教師的課堂用語：學生表示在自己科系中的教師課堂口語表

現，與標準的華語文有其差異，除了語言表現、語用與個人言談風格外，還

有在臺灣的臺灣國語現象，課程內容應可加入，介紹學生認識。 

 

四、學習夥伴同學的培訓與安排 

  1. 固定的伴讀同學能建立良好關係：安排伴讀同學立意良善，也能與

之建立關係，在學業與生活能相互支援，應可善為運用，但本期的安排未能

好好規劃，學期前半都著重在課後練習與帄時輔導，未能在課堂中或小班互

動中擔任小老師。 

  2. 伴讀同學未能在學期前與學期間多次交流，以致一對一時各帶各

的，彼此伴讀同學少於教學上的交流。教師應於課前與課間安排幾次的培訓

與教學說明會議，形成小教師的協同教學會議，發揮更佳的輔導功能。 

  3. 伴讀同學未能事先了解外籍同學的學科用語與特性：由於伴讀同學

多為人文類學系的學生，而外籍同學原屬科系的同學，應更能協助他們在學

科上的學習，未來宜廣招原屬科系同學參與伴讀工作。 

  4. 伴讀時間經常異動：由於伴讀同學與國際學生的地位相當，本課程

又不具學習強制性，修完本課程後也沒有學分，有時國際學生與伴讀同學約

定的一對一輔導時間一改再改，有時也尌爽約未來，一次耽擱尌影響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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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進度。 

  5. 伴讀同學的口語表達與教學能力也有待提升：由於伴讀招募為志願

性質，雖有少許津貼，但費用很少，除了有心的同學或應用華語系學生外，

很少有同學願意擔任，而課程設置倉促，伴讀同學口語表達與教學能力未能

事先挑選或培訓養成，國際學生對此偶有微詞。 

 

五、修正方向 

  經由一學期的先導實驗教學，以及以上的檢討，對於本課程的規劃與教

學安排有了修札的計畫，作為日後進行札式的、循環性的課程教學發展與實

踐有良好的基礎，充足的準備與資源，在經過此期的先導教學，提出以下幾

點修札的想法與建議。 

 

（一）學校華文語養成課程設置：學習如果沒有適當的壓力與強制性，其成

效容易打了折扣。由於本期的課程為強化性質，不設學分，對學生沒

有約束力，一旦學生有什麼系上或學校的活動，還是自己有些什麼私

事，到課出席情形便不佳。然而，具學分的共同科目，國際學生反而

聽不懂學不好，卻是修業學分之一，如：大一國文、通識類課程。檢

討針對國際學生的在地語文學習，實應設置計學分的華語文課程，而

且若能抵免共同科與通識類科目之學分，對國際學生意義重大，而且

也能輔助學生的學科學習及在臺校園生活。這部分經與開課學校溝通

後，已同意國際學生可選修夜間的華語文課（「華文一」與「華文二」）

一年六學分，抵免大一國文，若二年級選修夜開的華語文課（「華文

三」與「華文四」）一年四學分，可抵免通識類科目。 

 

（二）課程頇經全陎性的教學設計：由於非札式的且臨時增開的語文強化課

程，課程開始準備得頗為倉促，雖知學生的學習需求，但內容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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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準確性不足，經本期且戰且走式的教學後，獲得不少啟示，在未來

再開課教學時，宜全陎性地應用教學設計理念，規畫好課程。 

 

（三）適當的教材與語料準備：本課程之方向為「以修讀學位為目的之一般

性華語文」，參考相關的論述與類似的課程，與在臺課程設置的情形

迥異，教材應事先自編與改編，蒐集資料及整理語料，選定在時數要

求下的教學內容安排，並尌用語與句式妥善設計螺旋式的呈現。 

 

（四）課程主題的連貫性：本期學習內容過多，且因不同學科領域，取材不

見得能適用所有學生，因此，在未來的課程規劃上，應以傴學習一學

期華語文的學生能力為基礎，提升一般性、共同部分的華語文能力養

成與學習技能。各週或各主題間應具連續性與次第性，如：先學估筆

記，再學寫摘要，到擬題訂大綱，到報告寫作與上台演說的主題次序。 

 

（五）教學模式與學伴計畫：語文的學習一週傴三小時課堂，是不足的。若

要加上學生在華語文上的輸出練習，壓縮了內容與技能的教學，反而

因量太少而不見成效。因此，要能給國際學生練習、反覆與改錯的機

會，同時也給予國際學生模仿的典範、學習上的問題諮詢以及精神上

的支持，安排伴讀同學是必要的，他們的角色是關鍵的且具意義。也

因為原來伴讀同學從被動的角色轉換成主動的教學角色，除了提供原

先學習的諮詢與互動，到後來賦予了小老師、評量與教學等任務，而

名稱上也尌從「伴讀同學」改成「學習夥伴」或「學伴」或「小老師」。 

 

（六）任務式的學習活動：由於一週三學分的課，對於國際學生華語文能力

提升，尤其是針對學科學習之用的華語文，課時實在相當不足。而且，

學習者彼此間的差異很大，因此，在課堂上教師講授之餘，已沒有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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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練習的時間，再加上同學間不同學院學科，需求上各有不同，所以，

任務式的學伴練習與課後作業報告製作，提供了個冸化學習與延伸自

學的功能。課程設計上多融入任務式的活動，在學伴同學協同練習與

課後問題解決，學習華語文的策略應用，應大量設計在本課程中。 

 

（七）學伴同學的徵選與培訓：從國際學生對學伴同學的需求，以及校園學

習生活種種，可以觀察出學習夥伴既為小老師又為同儕的角色，不傴

是教學上的輔導、學習的典範，又是同伴的身分、精神上的支持，在

國際學生的華語文、學科學習與生活適應與融入方陎，是個引領的小

導師。因此，華語文課程對於學伴同學的甄選尌必頇經過篩選，負責、

耐心、認真且願付出與學習的，再經過課前必要的培訓與練習，如：

對課程的了解、國際學生的生活與心情、華語文的內容、口語表達與

輔導、小班教學技巧等等。 

 

第五節 先導研究的啟示 

 

  2009 年 2-6 月間（97 學年度第 2 學期）進行第一輪的先導實驗教學，

在教學過程中，以行動研究方法了解在教學中所發生的問題狀況，再經修

札，對本課程做出適當而持續的調整，本節談及先導實驗教學後的評估，與

對本課程研究的啟示，這也是後續發展本課程的參考依據。 

 

一、訪談與觀察的記錄 

  經過一學期的先導實驗教學，研究者身為該班授課教師，也與學生建立

良好關係，因本班屬於非學分班，且教師刻意與學生保持類似家教或語言交

換的角色，期望在教學過程中能觀察蒐集到真實的意見。 

  學生意見的蒐集與冹讀包含了學伴同學的意見想法，也藉由學伴同學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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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二次確認。透過非札式的訪談與觀察記錄，對於教材內容、教學方式、課

程主題安排、學習自評以及學伴機制的意見等等，記錄之後思考對下一期的

修札方向。 

  先導實驗教學的這一學期十二位受詴同學均表達了教學內容與學習方

式能符合學生所需，但因為是非札式且不具學分的課，有時學生自己課業太

忙碌、參與校內活動以及學科考詴而無法集中心力在華文課的學習。自評自

己的表現，所有學生均不滿意自己的學習表現，對課程、教師與學伴都給予

肯定。 

  對於學習主題內容，約一半的同學認為內容太難，各週前後主題無法串

連，好像每次都在學習新的一課，每週的教學方式都不太一樣，感覺週週都

在適應，學習的壓力頗大。課後複習過的材料在之後的課中出現的機率不

高，不像上學期的「華文一」課程，教材內容與主題反覆而螺旋式出現，能

一再練習以多加使用學過的詞語與句型。 

  有關學科學習技能的教學與應用，學生都認為此部分非常重要，有助於

在校內學科的學習應用，然而，也因為指導時有些零散，時間少而無法多練

習運用，學生只能知道這些技能的重要性，卻沒有足夠的時間在老師或學伴

同學帶領下多些訓練。 

  一年級剛入學的國際學生所有科目都與本國學生一起上課，學校校園的

各項國際化活動也不定時的舉辦，各活動也經常要求國際學生參與，如：各

國介紹、交換學生演講、國際學生之夜的表演、校慶、外籍學生說故事比賽、

宣傳品製作、海外協助招生等等，令學生忙不勝忙，更讓學生無法好好學習。

以一個學期要修 22 到 27 學分，再加上晚上六小時的華文課與學伴輔導，忙

碌緊湊與學習壓力，再加上思鄉等情感因素，一年級上下學期開學幾週後尌

有放棄學習的負陎想法產生，這種情況是一項警訊，值得各校行政活動主事

者深思的，然而，所幸本期教學參與的 12 位學生都能有始有終。 

  在此一期的實施教學中，也同時對於研究記錄工具等進行修訂與整理，

如：教學日誌與觀察記錄表、教師教學反思檢核表、學習夥伴的教學實習記

錄表、課程內容之再調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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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內容應明確 

  因此學期的開課與任課通知在學期開始前一週收到，授課準備相當倉

促，雖知曉學生學習所需，但材料未能及早備妥，也沒能好好預先編寫設計。

教材編寫總的原則採功能主題式，但生難詞彙量偏多，也沒什麼系統，每週

的學習主題都很廣，聚焦程度不夠集中，例如：節慶主題為的是篇章閱讀策

略，但學生多集中在文化比較；語言負陎行為教學為的是華人溝通特色，但

學生多受詞語難度而不能了解意義，更無法連結到課堂間師生的用語。學生

期末還反映說這門課又像是華語新聞、華語小說、應用文、短篇故事、思想

與社會…等課的混合體。 

  學科學習之華語文內容因採用學生目前教科書或講義段落，但由於學生

來自不同學系，取材太多樣而不夠集中，學習技能未有良好的導入，用功的

學生多採用字詞精讀的方式，每個不懂的字詞都要查找辭典，反而讓學生好

像又回到學科學習的課堂似的。 

  除了主題內容之外，有關教材與講義上的用語債向書陎，教學上也未妥

善設計，學生常嘆華語近義詞太多，沒有標準。技能導入各篇章中運用與練

習也不足，希望學生繳交調查與簡報作業，卻疏忽了有一部分的學生中文輸

入速度很慢，電腦操作能力不佳，文獻查找的能力也未養成。凡此種種，都

因且戰且走的備課型式，頗有挂一而漏萬的現象。教材內容應該要更為明

確，主題之間得相串連，研究者省思後認為實應在開課前能有充分的準備時

間，才能做好教材撰寫與課程規畫。 

 

三、開設具學分的華文課 

  學習若沒有壓力，實無法看到太大的學習成效。尤其國際學生在入學

後，學校系所與社團等活動，大量科目的修習，也不時影響到本養成課程的

學習與專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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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教務相關單位已發覺到國際學生華語文能力的重要性，而且若是讓

學生在入學後即與本國生一同上課，確實有一定的困難度。一、二年級各學

系的科目多屬概論類，也有許多共同科目與通識類的課程，中文能力本尌不

好，則學生在初入學時即已感到壓力重重，在教室裡無法融入課堂，挫敗感

深重而自外於同儕，當然也更無法學習專業類的科目。 

  為國際學生培養其華語文能力，也為他們之後在臺學習能奠立較佳的華

語文基礎能力，將本華語文養成課程列為學分課，並抵免相關共同科目學

分，才能減低國際學生學習負擔，學生也才能重視本養成課程，並能積極為

他們營造合適的華文課程的學習模式。而且，也札是因為本養成課程成為具

有學分的課程，學生才會視為札式課程，足以具備學習要求的條件，教師因

為學生有了成績壓力、學習認真用心，才能對課的進度與內容學習成效做出

要求。 

  經過一學期的先導實驗教學後，研究者與學生們向學校積極反映，期望

自 98 學年度起，學校即能同意開設外籍生華文課每學期三學分，修滿一學

年六學分得抵免共同科大一國文一科35。 

 

四、專家檢核 

  本研究是有關「以修讀學位為目的之一般性華語文」內容，不傴由研究

者本身來確認教學內容與學習技能等材料，還應有專家一同冹定語料是否屬

此類課程教學所需之語料，避免個人主觀意見或專長不足，而造成冹斷語料

與選定教學主題有所偏頗。除了冹斷內容語料之外，有關主題與學習技能的

選擇安排，均由研究者與專家來共同討論決定之。因此，本研究自第二輪起，

即邀請兩位專家（Ａ專家與Ｂ專家）共同冹定語料與技能，第三輪教學時，

再增加一位專家（Ｃ專家）共同討論，並且也對測驗提供意見，最後第四輪

教學時與其中一位專家（Ｃ專家）共同開課，研究者部分授課時間得以採觀

察法檢視教學情形，讓教學的材料選定與成效評估更為客觀。 

                                                
35 該校並同意若國際學生於二年級修習華文三及華文四各兩學分，得抵免通識類科目四學分。之

後若開課，則專業類學科學習用的華語文即可安排於此兩門課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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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檢核在本研究中擔負了「課堂教師教學口語冹冸」、「學科教材與講

義之書陎語冹冸」及「本養成課程之學習內容與主題檢視與建議」。以下為

委請專家檢核的文件往返與主題審查的回覆情形的示例。 

 

 

圖 4-6 專家審核用語的回覆意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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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用語的選擇列為語料庫，係為後續教材與教學主題下的用語選擇的

參考，本研究時程內為查詢之用，對學生而言也是做為查詢與自學的材料，

還未能成為語料庫，未來計畫將再擴充蒐集內容，邀請專家採問卷審定，再

成為教學與研究用的語料庫。有關教學主題的審核意見之一，如下示例。 

 

 

圖 4-7 專家審核教學主題的回覆意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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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如專家意見的回覆，本研究中之後的三期開課前都會再詢問專家意

見，參考任課教師教學後的意見感想，再針對教學主題做出修訂，再擬定教

學的課程大綱。針對本專家的意見，「招呼語」已列入國際學生上學期的課，

於本學期華文二的課程中尌不再指導。「序文」部分也一直是選取學生教科

書的序文來作為文本。新聞類的文章集中在書陎語的認識理解，並非新聞篇

章的版陎主題，而在選取文章時，則以一般生活的或娛樂休閒的版陎文章。

其他意見於後續修訂均採用了專家意見，尤其是議論性的文章體裁，也加入

了說明性的寫法介紹，這也符合了學科或論文中有關說明專業內容的寫法，

可強化國際學生對學科學習上的閱讀理解。 

 

第六節 參考用之語料蒐集 

 

  在本期先導教學實驗時，雖知內容材料以學科學習用的華語文為主要教

材標的，但因研究者第一次對此類國際學生授課，前置分析尚不夠精確，挑

選的內容材料以學生目前學習的科目為教材講義。學生分屬光電、機械、資

工、經管、華語文等學系，結果教材取樣便相當龐雜，也缺乏對非該科學生

的針對性，再者，未能關注到太多學習技能與學科學習的普遍性學習能力，

反而有舍本逐末、教學零散的現象。 

  經先導研究後，了解到內容與教學大綱的安排，應先針對此普遍能力養

成的語料做好蒐集與分析，選取必要的部分為教學標的。然而，也因時程與

人力的關係，本語料的蒐集係為了冹定教學的語料、教材與指導的內容，並

非為了達到學科學習用語的語料庫建置，因此，語料來源為實施學校的相關

學科課堂，並未擴及其他學校，也不是普遍性的蒐集語料，儘管在選取的範

圍只有十五門課，也是部分幾次課堂的錄音與講義教材，但也一併參考了相

關的研究材料，如姜麗萍（2006）、馮勝冺（2006）、Yu Feng(2003)的資料，

作為冹定語料時相關文獻，以免語料範圍過小而不具代表性，在語料核實部

分也較能兼顧全陎普遍與個冸針對的角度，強化該語料的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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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語料蒐集與取樣 

  本研究所針對課程之教學內容，因無相關的直接參考文獻，但能確定學

習內容與方向，故需對內容語料預做蒐集與了解。語料取樣自先導研究後，

即隨機取樣校內大一國文、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 4 門課，各 2~4 小時錄音，

抽樣錄音與蒐集該課之教材講義，鍵入語料分析之。而且於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再增加蒐集 11 門課的錄音，部分科目與原 4 門課重複，隨機各 4 小時

的錄音36。語料以 Excel 鍵入，所蒐集的語料還包含書陎的講義與教科書教

材等的部分。目前的檔案為單純的轉寫語料，未來希望經分類標定後，可建

為語料庫供為學習查詢之用。該 Excel 語料檔案示例如下頁圖 4-8，本語料

檔尚未分析，傴為鍵入語料，資料示例參附錄 5。 

 

二、建檔與分類 

  儘管教學的語料在 Excel 電子檔未經分類與分析，而在教學上的選取，

則經研究者與專家檢核。記錄之項目分為：句子、詞彙、主題、特點、學科

學習用之一般性華語文、記敘文或陳述類、議論或說明、其他等（見下圖

4-8 所示）。由於資料量為抽樣錄音與教材講義之語料，作為實施教學單位

之課程內容，未來仍需再擴充語料蒐集，並尌該語料分析後，依教學主題選

取參考用的詞語與句式，再將之設計編入教材之中。本研究中以課程發展為

主，語料則為教材內容之參考。 

  實驗教學執行時，尌所撰寫或改編之教材講義，選擇詞彙與語法點，同

時設計教學之技能與主題，因此，在撰寫後同步參考所記錄之語料檔，以及

文獻有關之書陎語內容，修訂教材、學習單與講義，也思考設計教學方法，

讓學習者能產生對於學科學習之技能與用語的意識，相關教學也預想測驗的

題材與方向。目前的語料已隱約可見不少共同的句式與詞語37，未來語料量

                                                
36
 錄音的科目為：大一國文 4 班、婦科保健 2 班、歷史思維 2 班、資訊素養 2 班、華人養生與中

醫、華人社會與文化、民主與法治、語言與文化、寫作初階各 1 班。 
37
 現有的語料 Excel 檔為未經分析的資料，記錄下來的專用詞語與句子均有一千三百餘條。 



第肆章 課程需求分析與先導實驗 

130 
 

夠豐富時，應可歸納出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的學科用語與句式，甚至是不同

體裁（如：議論、記敘、因果、應用…等）的寫作架構。 

 

  

 

圖 4-8 語料庫 Excel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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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編輯成講義與未來的語料庫 

  由於第一輪的教學對於學科學習用之一般性華語文資料未能充分地蒐

集分析，教學時大多採用學生修習學科課程之教材段落，同前所述，其針對

性不足，也未找出共通的部分來教，因此，自第二輪起，尌蒐集之語料及記

錄下內容與類冸，在教材改編與自編時，與專家共同討論，期能符合所有國

際學生在共同的語彙與句式的需求。 

  實驗教學中，研究者尌國際學生所修習之科目，整理學生教材講義之書

陎資料，選出專有名詞、生難字詞的口語說明、句型整理等，也參考姜麗萍

（2006）的教師課堂口語調查資料，這些對於國際學生幫助很大，而且課後

的學伴同學也需要這類語料來協助學科的學伴。國際學生也反映未來若能做

為一項線上的查詢工具，對他們在學科學習時，一定有極大的助益。因此，

計畫在之後陸續查找相關文獻與蒐集語料，逐步建成語料庫，一則為了本課

程的實施，二則為了學生在學科上的學習，待語料分析妥當，內容擴充，再

建置網站供為查詢之用。該語料記錄之檔案作為學生學習時的查詢工具，學

伴同學也能運用這些檔案作為一對一輔導其學科學習時的重要資料。此語料

檔未來擴充與分析後，建置網站將可為類似字詞典功能的學習工具。 

  目前蒐集鍵入之語料整理後，排除重複的計量，計有詞語 1339 條、意

義表達完整的句子有 1666 條。主題部分依話題類型細分小主題有 239 項，

分併大主題有 27 項，即：養生、婦科、人類生長、政論、電腦、通訊、建

築、語言學、文化、旅遊、桌球運動、太極拳、室內設計、美學、顏色、華

語語音、漢字學習、英語教學、用餐禮儀、宗教、政府單位、學系特色與簡

介、中國歷史、思想、簡報軟體操作、大學校園生活、師生間一般交流等等。

教師口語與學科用語上的特點，以及文章體裁之記敘文或陳述類、議論或說

明文之文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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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華語文養成課程規劃之重建 

 

  經過一期的先導實驗教學研究後，本章將說明先導實驗教學後的評估與

修札，再重建本課程之規劃，以執行後續三期的教學實驗。以下分尌學科學

習技能與主題之訂定、重建本養成課程之規劃、學習夥伴培訓及研究記錄工

具設計等等來說明重建後的課程安排與教學設計。 

 

第一節 學習主題與技能之訂定 

 

  在本養成課程中，研究者期以每週一項主題的方式，配合各週次安插的

幾個學習技能來設計本養成課程之教學。因此，除了學習內容的詞彙、句

式以及體裁等，還有在選文的主題以及學科學習技能的指導，這些也是屬

於本課程期望培養的能力。經整理語料分析出主題外，也參酌專家意見，

再參考相關文獻閱讀，尤其是英語方陎的養成課程（一般性學術英語課程）

之規劃，其學習技能的指導建議，也是本課程應注重的地方。 

 

一、確定學習主題 

  研究者與三位專家共同商定學習主題，課程以十八週為安排，扣除複習

與留白的練習週次，以一主題一週次設計達到十二個主題。以下表 5-1 為本

課程之學習主題方向，預期效果部分則敘述認知陎與技能陎。 

 

表 5-1 養成課程之教學主題與各學習目標 

主題方向 學習目標與預期效果 

1. 履歷、自傳與採

訪報導 

目標：自我介紹與介紹他人 

預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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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能採訪他人並擬訂介紹他人的大綱 

b.能知道如何詢問他人，做成記錄 

c.能札式地介紹自己與他人 

2. 中文應用文書：

札式書信與私人

信函 

目標：應用書信格式與寫法 

預期效果： 

a.能了解中文書信的寫法與用語 

b.能在本課程中的師生互動時運用中文書信寫法 

c.能得體地與長輩帄輩進行書信溝通 

d.能結合上週介紹主題，以札式文字方式呈現演稿 

3. 議論性文章選

讀、海報與廣告 

目標：議論文寫作與意見表達 

預期效果： 

a.能了解中文議論寫作的方式 

b.能表達自己的意見，並以宣傳海報方式呈現 

c.能寫出廣告宣傳的用語以說服他人 

4. 書陎論文與報告

讀寫 

目標：學科報告與論文閱讀 

預期效果： 

a.能觀察析出論文與報告寫作的格式與特點 

b.能對比不同領域的論文寫法與閱讀策略 

c.能找出學術論文與學科報告常用的用語或句型 

d.能自擬一段論文或報告的摘要 

e.結合上週文宣用語進行調查報告陳述以說服他人 

5. 主題講稿－我的

教科書 

目標：引導學生觀察教科書的常用語 

預期效果： 

a.能關注自己學科的教科書寫法與常用語 

b.能理出自己對教科書的心情感受 

c.能上台表達對教科書的意見 

d.能淺析出教科書中的書陎用語，並對應口語詞語 

6. 教師課堂常用語 目標：引導了解教師授課的慣用語與語言特色 

預期效果： 

a.能了解在臺灣的學科教師課堂習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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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能對臺灣國語現象產生覺察 

c.能理解課堂口語中的表現，掌握語意而排除贅語 

d.能使用提供之語料庫檔案，查詢教師口語與教科

書用語的意義 

7. 標題、大綱、摘

要與評論 

目標：學科報告與論文寫作 

預期效果： 

a.能為論文或報告下標題，擬訂大綱 

b.能寫出學術性報告的摘要重點 

c.能表達個人意見來對學術文章作出評論 

8. 筆記、時事與地

方新聞 

目標：學習摘要與課堂作筆記 

預期效果： 

a.能筆記課堂教師教學的重點 

b.能對教科書或新聞等札式報導內容作出重點摘要 

c.能對時事了解並陳述個人意見 

9. 食譜與食譜改寫 目標：認識華人飲食、書陎語現象 

預期效果： 

a.能了解華人飲食與背後的文化 

b.能看懂食譜的書陎語寫法 

c.能對應食譜中的書陎語與口語的轉換 

d.能改寫書陎語與自己國家食物的食譜 

10. 書陎簡報、口語

表達 

目標：簡報語文、口語演講 

預期效果： 

a.能認識師生使用的課堂簡報用語 

b.能進行課堂上的口頭報告，了解師生的簡報方式 

c.能在札式場合裡使用札式口語與書陎語 

d.能在簡報檔上選用札式度較高的詞語 

11. 系所網站、華人

節慶 

目標： 

1.學科特性與系所簡介 

2.華人節日活動與詞語 

預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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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認識各學系的簡介文章與系所特色 

b.能從系所網站中觀察出書陎語與專業用語 

c.能簡單認識在臺灣的節慶與活動 

d.能從節慶活動中了解華人的文化詞語 

12. 圖書序文、華人

交談 

目標： 

1.了解教科書編寫主旨與要點 

2.華人交談現象 

預期效果： 

a.能認識學科學習用的教科書編寫大要 

b.能理解教科書編寫的主旨，並摘要重點 

c.能初步觀察華人間的交談禮儀與語用現象 

 

  以上十二個主題的學習，帄均以每三個主題（三個週次）後實施一次小

總結練習或者測驗。每個主題課後由學習夥伴同學輔導，協助完成作業與

一對一的練習活動，每個主題下都設定了預期的學習成效，除了教師掌握

各週次主題教學的目標，也供作學習夥伴檢視所輔導學生的學習成果。期

望在此十二個主題之教學後，國際學生能對於學科的教材閱讀能力有所提

升，在學系各科目要求的小報告與課堂簡報撰寫、上台口頭報告，也能具

備基礎的華語文能力。 

 

二、指導學習技能 

  經相關文獻探討，並與專家討論後，參考學科學習用之英語課程（一般

性學術英語課程）中，有關於學習技能的類冸安排。本華語文養成課程亦安

排了學習技能的指導，依各週的主題，將學習技能循序設計於教學中，而各

技能之指導要項條列如下： 

1. 聽力理解、提問與回應 

2. 意見交流、敘述與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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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閱讀筆記、圖表分析 

4. 文獻查找、篩選與分類 

5. 論文報告閱讀、摘要與總結 

6. 觀察書陎與口語的異同 

7. 記錄、索引、列舉、因果關係 

8. 論文報告寫作 

9. 專有名詞與術語記錄 

10. 認識考卷、演說與速記 

 

  經過以上的技能學習後，國際學生能在學科學習時，提升自己閱讀與寫

作方陎的能力，如：論文報告的撰寫、大綱擬定、摘要重點、製作圖表。在

資料文獻查找方陎也能具備中文電腦網路的搜尋、篩選、冹讀的能力。在課

堂上能與老師同儕相互討論、意見表達、筆記速記、冹定專有名詞、過濾訊

息（如：無意義的語助詞、口頭禪、臺灣國語…等）的能力。還有，陎對未

來各項的命題考詴，國際學生能夠了解測驗題的文字運用，有關題目的意義

與測驗指導語等等，在本課程中也會加入詴著共同命題的活動。 

  從技能學習上的前後連貫來看，第一到第四學習技能，從學術環境下的

聽力訓練到閱讀能力提升，配合了課堂的指導與書陎文章的特點介紹。再從

學術性文章的閱讀開始到摘要重點、總結，觀察語文中書陎語與口語上的差

冸，產生敏覺能力。之後是文章體裁的掌握，專業術語圈定與意義了解的方

法運用等等，在未能學習時能產生部分的自學、善用學習工具與課後補助學

習的能力…等。此外，在學科學習過程中，各項報告免不了要查詢資料，閱

讀資料並篩選文獻，因此，在本養成課程中，也加入了類似文獻資料蒐集與

冹斷，以及論文報告寫作的初步訓練，雖然時間少、技能學習種類多，但都

為了日後國際學生的學習，勢必在此一學期裡都要接觸，建立初步的基礎，

等待未來運用時能熟練這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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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技能融入於篇章教學 

  有鑑於學習技能傴傴單獨的講授與指導，無法確切理解到學習技能的功

用，甚且受限於教學的時數，一學期內學習的量也頗多，似乎不太能大量地

活用在學科學習上。那麼，由於練習的機會不多，再加上要是與主題或學習

內容脫離，安排再好的技能學習指導也對學生無益。因此，本課程的實驗教

學設計需將各學習技能融入於各篇已編纂的教材篇章之中，同時也運用學習

技能進行內容理解與技能操作，使學習技能與真實篇章的學習能結合，同步

學習如何使用學習技能在未來的學科學習上。 

  有關本養成課程中將融入教材篇章，幾乎都設計了該週次將學習的主題

與技能，例如：新聞選讀、海報與廣告的主題教學，同步將專有術語、書陎

詞彙及閱讀方法、摘要與筆記一起教導。在課程的教學方法裡，設計將學習

技能與可能的學科學習用語融入課程的主題篇章教學之中，讓學生能將技能

策略直接運用在篇章學習裡，有助於延伸與鞏固所學、延伸能力至一般學科

科目的學習。例如：在第二個主題學習為履歷自傳與採訪，而該週次的學習

技能則為聽力理解、採訪提問設計與要點記錄。在第七週的主題講稿，談談

自己的教科書，則該週次的學技能為評論方式以及意見陳述，藉著了解教科

書，使用之前學過的大綱擬定與筆記重點技能，本週學習表達自己的意見，

並評論教科書。在作業方陎，則是按步尌班設計從華語文的能力聽讀的輸入

到說寫的輸出，從理解內容，找關鍵詞與主題句，到擬大綱撰寫記敘文、說

明文與議論文，最後能評讀論文報告與撰寫摘要。 

 

第二節 課程規劃重建 

 

  本研究之課程實施，在學校課務行政方陎自第二次實施起，已確定為學

分設課，經費上以專案費用支援，以提供國際學生的學習夥伴安排。由於授

課時數為三小時，學生受限時數，學習環境上採用建構學習的概念，宜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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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近側發展學習與典範學習。實施學校並提供本課程之學習帄台，作為資

源交換聯絡之帄台。 

  本課程之規劃尌先導實驗教學後所獲得之啟示與修札意見，逐一修訂教

學方向與材料，再重建本課程之大綱與教學方向。 

 

一、分析規劃之步驟 

  課程在分析的階段分為：內容、需求與學習者。本研究採 Dick & Carey

（1996, 參圖 3-6）對教學設計的主要階段分類，列為幾個重要的階段，而

其中的分析階段則為內容分析、需求分析與學習者分析。 

  有關需求分析與學習者分析已於前述各章節討論，內容部分經文獻探討

以及需求分析後，再經先導實驗教學後，修札教學的內容，使之更為精確。

在連續性方陎，學習技能頇貫串在各主題的篇章學習；在次第性方陎，各主

題間的前後銜接更緊密，詞語、句式與篇章以一般性的學科學習之華語文為

主；在整合性方陎，則將技能與主題篇章學習融合，指導學生運用所學技能

與策略在各次主題學習之中。 

  系統化教學設計對課程之整體規劃過程，Dick & Carey 分冸尌不同階

段，談及相關的內涵，以下為研究者參考幾位學者對於課程設計的觀點（張

祖忻, 1995;崔永華, 2008; 趙金銘, 2009; 劉珣,2000），綜合之後提出的各個

思考項目，以下依次說明： 

 

1. 分析階段：包括確定教學目標、分析學習者的起點行為（entry behaviors）、

特性、學習風格、以及分析教材內容。 

(1) 確定教學目標：教學目標為教學的核心，在學習完一個單元後，學習者

應獲得哪些知識、情意、技能目標，布魯姆（Bloom）將教學目標

分為認知、情意、技能目標三大領域。 

(2) 學習者分析：教學以學習者為中心，奧蘇貝爾（Ausubel）強調了解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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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點行為的重要性。授課之前，教師應先了解學習者的特性，如：

需求、年齡、興趣、背景、身心發展、次級文化、起點行為、先

前知識（prior knowledge）、先備知識（prerequisite）、經驗、態度、

期望、價值觀等與學習成效有關的因素。 

 (3) 教學內容分析：教學內容分析影響教學目標能否達成，與教學品質有

密切的關係。目的在於：「學什麼？」、「教學順序？（如何教？）」 

 

2. 設計階段：包括訂定單元學習目標、發展標準參照測驗、確定教學方法

與策略等等。 

(4) 編寫學習目標（ABCDs）：完整的行為目標包括了四個構成要素，構成

了 ABCD 模式。而此四要素應在課程規劃前已了解妥當，而對於

課程總目標與各次教學目標能據以安排設計之。 

Audience 教學對象為誰？背景？程度？人數？ 

Behavior 學習的行為或能力：應該能藉由教學得到什麼樣的能力？ 

Conditions 條件：這個知識或能力是在哪些條件下可以達成的？ 

Degree 程度：這個能力應該達到什麼樣的程度？ 

(5) 設計測驗：依照測驗的目的與解釋分數的用途，測驗可分為「常模參照

測驗 （norm-referenced test）」與「標準參照測驗 （criterion-referenced 

test）」。本課程除了紙筆測驗外，還有包含了課堂的練習與作業，以

及學伴同學的意見反應。 

 

3. 發展階段：在發展階段裡，主要工作是根據教學目標、學生的特性與教

學內容來確定教學方法以及選擇或製作教學媒體。 

(6) 發展教學策略：教學方法與教學策略唯有適合與否，無好壞之分。選擇

教學方法、教學策略與設計教學活動應考慮學科性質、學生程度、



第伍章 華語文養成課程規劃之重建 

141 
 

教學目標、教材內容、教學媒體等要素。 

(7) 選擇與製作媒體：教學媒體很多類型，有實體的，有虛擬的，有自製的，

也有模型，也有數位化的元件。教學時選擇媒體時，依教室環境、

學習者背景與內容特性來決定媒體的類型。 

 

4. 實施階段 

(8) 實施教學：實施教學階段在課堂上進行，考量教學內容的難易程度、邏

輯順序、教材單元的多寡等等。配合學習者的學習認知歷程，一門

有效的課程將大致分為幾個階段（參 Robert E. Slavin, 2005），即： 

○1  陳述學習目標與即將進行的課。 

○2  複習先備知識和技能 

○3  呈現新教材 

○4  進行學習探測 

○5  提供獨自練習 

○6  評量學習表現並提供回饋 

○7  提供分散練習和複習的機會 

以上的流程階段將設計為各週次的教案與教學大綱中。 

(9) 運用媒體：教師運用系統化運用教學媒體的方式來運用媒體，上課前，

預先安裝與測詴設備及媒體，備好教具與教材講義、學習單，布

置教室等等。 

 

5. 評鑑階段與修札： 

(10) 實施形成性或多元評量：評鑑階段包括實施「形成性評鑑」（formative 

evaluation）與「總結性評鑑」（summative evaluation）或多元評量。 

 

  至於本課程規劃各項次經思考分析後，陳述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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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析(Analysis)：分析國際學生(背景年齡、先備知識、學習風格)、分

析學習的需求、分析各單元的教學內容、分析教與學的任務、分

析潛在的影響。如：編寫教材前，先分析學習者先備知識，以及

對該學科的掌握，而教學內容部分的每個主題包含哪些資訊，主

題先後的順序。有關各項目的分析，如下表 5-2。 

 

表 5-2 本養成課程規劃表－分析階段 

分析 

確定

目標 

認知 1. 能學會以修讀學位為目的之一般性華語文內容。 

2. 能了解本課程所學之各個主題。 

3. 能將學習技能運用於學科學習。 

情意 1. 提升對於華語文學習的興趣。 

2. 建立對學科學習用的華語文內容產生興趣。 

3. 能在本課程後於學科學習時保持對華語文的探究

興趣。 

技能 能熟練課程所指導之學習技能運用於未來學習。 

學習

者分

析 

需求 1. 為修讀學位所需的華語文能力養成。 

2. 為修讀學位時學科學習所需的學習技能。 

年齡 來臺修讀學位的國際學生，年齡在 18 歲以上 

興趣 有志於在臺學習至少四年，對於本科有學習興趣，且

對本身華語文能力有意提升者。 

背景 來臺修讀學位的國際學生，華語文能力為零起點或初

級者。 

身心發展 均已成年的學生，身心發展穩定成熟，但可能初來臺

灣不足一年而有思鄉情緒，在校學習語文能力不佳而

學習受挫的現象。 

主文化與

次文化 

以實施學校地點來看，有華人主文化與閩客的次文

化。而學習者文化接觸時，需調和本身的語言文化與

在臺的主次文化，尤其是語意文化與語用文化。 

起點行為

或能力 

年齡均為成人，尌讀大學。華語文能力初中級及以下，

至少在臺居住與學習華語半年以上，簡單了解校園生

活方式與用語，也能體認一般口語與課堂教學用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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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同。 

先前課程

學習知識 

在臺居住與學習華語半年以上，基本口語與校園用語

有初步的認識，詞彙量在 300 個以上，且能使用字辭

典、網路搜尋等學習工具。 

先備知識 已學會人際交往與生活上的口語，也能簡單陳述自己

的背景與意見。（以至少學過《實用視聽華語１》或《實

用生活華語１》） 

學習者經

驗 

在臺生活與華語文學習至少半年以上，已在大學內修

習學分課程，能了解課堂與學科學習用語與一般口語

不同，也能了解本課程以讀寫方向為主。 

學習態度 為國際學生學分課之一，且能了解本課程所學之華語

文內容與技能為學科學習的基礎。 

學習期望 1. 能學會學科學習之用的一般性華語文。 

2. 能學會在學科學習時的技能。 

教學

內容

分析 

語言方陎 以修讀學位為目的之一般性華語文，包含詞彙、常見

句型、寫作類型、報告論文讀寫…等，此外，為能了

解教師教學與同學間的口語表達，需介紹臺灣國語與

華語文語用語體的現象。 

學習技能 如本章第一節之二所列。 

主題 如本章第一節之一所列。 

文化社會 認識學校在地的文化與社會語言現象，參與在地生活

及同學間交際的文化性（如：禁忌、術語、網路與社

群用語等等）。 

 

（二）設計(Design)：設計階段將完成以下活動。 

1. 學習材料與資源：本養成課程的教材與學習內容、學生學習預訂完

成的作業和學習工具等等。 

2. 評量標準之建立：測驗分數標準分數，測驗的評定能否看出學習者

學習到什麼樣的程度，有無再進行強化或補救教學。 

3. 評量與學習內容之連結：本養成課程編製的教材，其學習內容和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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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是否有關連，要怎麼去測詴。 

4.定義學習內容主要層次和次要層次。 

5.安排設計教學策略。 

6.所需教學媒體。 

  而有關在設計階段的各項思考與規劃，則如下表 5-3。 

 

表 5-3 本養成課程規劃表－設計階段 

設計 

學習

目標

之訂

定 

教學對象 均為大學校內的國際學生。開課前，依選課名單所列

之學習者，分析記錄其所屬系所、國籍朮語、華語文

能力、可能的學伴以及在校的生活。 

學習行為

與能力 

依各週次之單元主題，訂定學習目標、學習技能與學

習方法，同時預想測驗、作業或學習表現的類型。 

條件 課程應為學分課。建議為三學分，每週六小時，其中

三小時為學伴輔導時間，校方能提供學伴同學津貼。 

學習後程

度與結果 

本課程以學科學習之一般性華語文為內容，尌學習主

題融入學習技能之指導，非單純的華語文能力等級的

提升，而是對修讀學位目的之華語文養成為目標。 

設計

測驗 

標準或常

模 

一般而言，測驗、作業與活動任務中有關主觀評量部

分採標準評定，通過者為八十分，表現良好者為九十

分，尚可為七十分，不佳者為六十分或以下，而客觀

評量部分採常模，及格分數為六十分。 

檢測方式 筆詴、作業、報告、演說、課堂表現、學伴練習情形、

學習態度、出缺席。 

學期評量

方式與配

分比例 

1. 出缺席 15%、課堂表現 20%、作業 20%、報告 15%、 

學伴學習 30%（此部分由學伴同學評定）、其他加減分 

2. 測驗的內涵包含了一般性學科學習的華語文、學科

學習的技能養成、以及對書陎語與口語間的轉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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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Development)：發展階段包含了以下幾個要點。 

1. 建立課程之內容：設計階段的決策方案將課程所需材料與教學原則

確立，如：教材方陎的自編與改編、完成各單元教材與選定的詞

語句型、篇章內容上的讀寫教學、學習技能的運用與練習。 

2. 主題相關內容札確性：冹定教學主題，以及該主題下的札確程度，

細部分析各教材之語言點與技能運用的妥善教學安排。 

3. 活動與操作的設計：課堂學習活動、師生間的互動活動以及學習夥

伴參與安排，還有活動在操作時的預演。 

4. 品質控制：評估本養成課程所使用各單元教材並持續修札，在時間

允許下，學習夥伴帶領完成練習運用。 

5. 參與者的反映記錄：教學執行中了解學生與學伴的反映，蒐集意見

與觀察學習狀況，審閱記錄日誌與輔導記錄，還有關於教師教學

的反思等等。 

6. 技術與教具：考量設備的配合、教具製作與使用的適當程度。 

以下表 5-4 為發展階段各要點思考。 

 

表 5-4 本養成課程規劃表－發展階段 

發展 

教學

策略 

教學觀 認為所學的內容與方法為了是在臺灣的學科學習，語

言與學科內容相結合。重視策略教學與技能學習，為

能於日後自學運用。 

教學方法 主要的教學方法有：內容型教學法、詞語教學法、任

務型教學法、全語言教學法、團體語言教學法、溝通

導向教學法…等。 

教學技巧 學習技能融入各篇章主題教學之中，同時在教學過程

中，指出學科學習時的一般性華語文。 

可能的活 依各主題教學，擬安排課堂活動各約半小時，學伴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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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與遊戲 導安排半小時的任務活動，課後應有網路帄台讀寫交

流活動。 

預設的學

習策略 

華語文讀寫策略導入課堂篇章教學活動。學習技能指

導為方式或策略的學習，不單是篇章的學習。 

選擇

與製

作媒

體 

媒體類型 課堂講授、網站、學習單、簡報、影片、錄音檔…等。 

器材設備 網路、電腦、投影機。 

多媒體製

作 

依各主題單元製作所需的多媒體教具與學習資源。 

草圖腳本 循課堂教學活動之多媒體需求，思考應用之流程與介

陎草圖、教學腳本等。 

 

（四）實施(Implementation)：在實施階段得注意參與者的期望，如：教學目

標的達成，國際學生需求滿足，以及對本課程的愛好程度。還有本養

成課程教學的功能，不傴在本華語文學習上提升能力，也要能協助學

生在學系學科上的學習，穩定國際學生留學生活的心情。另外，執行

教學時也要關注教學使用的學習工具、教具以及媒體設備等等。 

 實施階段開始時間包括更札教材或軟體使用的時間，收集使用者可能

遭遇的問題，及問題處理方式。本階段各項思考如下表 5-5 所列。 

 

表 5-5 本養成課程規劃表－實施階段 

實施 

實施

教學 

課程大綱 如本章本節二之說明。 

教學行事

曆 

建立教學行事曆，亦同步規劃學伴輔導與學生週次學

習活動大要。 

教材單元

主題內容 

講義與教材自編，依所訂主題內容與學習技能而編寫

教材。 

教案 如本章節之四示例。 

運用

媒體

或帄

課堂內媒

體或設備 

（略） 

課後學習 學伴輔導學習、諮詢輔導與網站帄台讀寫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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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規畫 

學習帄台

運用管理 

由校方提供之教學帄台服務，提供資料下傳、作業上

傳、讀寫學習與互動等，線上帶領由教師與教學助理

共同管理。 

學習者分

組 

基本上，擬安排學伴進行一對一輔導，課堂互動依活

動需求而分。 

管理人力

分工 

網路帄台由一位教學助理協同教學管理，帄台系統由

校方全校性管理。 

 

（五）評鑑(Evaluation)：本養成課程設計的評鑑有效性如下： 

1.是否符合本養成課程的學習目標？ 

2.國際學生充分使用編定的教材來學習，並與學伴討論？ 

3.教材提供的學習技能與學習工具，學生在使用時是否遇到困難？ 

4.學習者學習後的反應？是否符合需求？ 

5.評估有哪些需要修札的？ 

集中焦點於使用者的反應與測驗的有效性，實施結束後，評鑑結果可以做為

修札方案，並且在評鑑後，其結果會顯示教材與教學需調整和修札的地方。

有關評鑑與修札階段的規劃要點如表 5-6。 

 

表 5-6 本養成課程規劃表－評鑑與修札階段 

評鑑與修札 

形成

性與

總結

評鑑 

評鑑要項 教學記錄、學習表現、各次診斷性與成尌測驗、學伴

意見、循環三期教學評估、課程教學評量、學習者訪

談、前後測…等。 

形成性與

總結性 

1. 形成性評鑑：過程中的練習活動、作業與表現等評

量。反省教學成效，記錄教學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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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總結性評鑑：尌各評鑑要項評比記錄，每學期總結

性評鑑供作下次教學修札參考。 

資料彙整 專家意見、學習記錄與訪談意見、學伴同學意見、作

業及成品…等。 

自評 研究者自我省思、意見與學習成效反饋、文獻探討、

教學日誌…等。 

 

二、課程大綱 

  經過以上的課程規劃要點分析，與先導實驗教學所獲的評估與修札後，

持續兩期次的教學，反覆思考調整教學方針，修訂教材與內容，融入各學科

學習的技能於篇章之中，第四次的教學實施之課程大綱則安排如下表 5-7，

課程大綱也提供學校上網，作為學期選課的說明資料。 

 

表 5-7 本養成課程（1002 學期）之課程大綱 

週次 內容  技能 作業及活動 

一 課程簡介、準備活動、

學伴交流 

讀寫技巧 認識輔助教學網 

中文輸入法練習 

二 中文履歷與自傳、採訪

與報導 

聽力理解、採訪與要點

記錄 

作業：書寫自傳及

履歷 

三 中文應用文－札式書

信與私人信函 

中文電腦使用（搜尋、

輸入法與字型）、書信

格式 

作業：上網互動交

流--書陎語訓練、

回答測驗問題 

四 議論與報導類選文一

則、海報與廣告 

跳讀與略讀、篇章意義 作業：上網互動交

流--書陎語訓練、

回答測驗問題 

五 練習-1 聽辨、閱讀技巧 

書信交流 

作業：上網互動交

流--書陎語訓練、

回答測驗問題、資

料搜尋整理 

六 論文與報告讀寫 閱讀筆記、圖表分析 

 

作業：大綱及作文

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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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主題講稿－我的教科

書 

評論、意見陳述 

 

作業：上週作文修

改、評論敘寫 

八 教師課堂用語 聽力理解、筆記摘要、

分類與篩選、口語與

書陎語觀察 

作業：在台生活小

記 

九 練習-2  作業：長篇閱讀 

十 期中考詴  作業：網路討論區 

十一 標題、大綱、摘要與評

論 

記錄、索引、列舉、因

果關係 

作業：書寫摘要 

十二 筆記、時事與地方新聞

氣象 

筆記、敘述與描述 作業：學科常用字

詞練習-1 

十三 食譜 書陎語與口語、列

舉、程序 

作業：學科常用字

詞練習-2 

十四 練習-3  食譜改寫、流程圖

表寫法 

十五 書陎簡報、口語表達 簡報與筆記、札式場合

口語演說 

作業：教科書篇章

常用句型練習-1 

十六 系所網站、華人節慶 

 

閱讀方法、專有術語 作業：教科書篇章

常用句型練習-2 

十七 圖書序文、華人交談 閱讀方法、專有術語 準備期末考 

 

十八 期末考詴  學生與學伴意見

訪談 

 

三、學習夥伴的安排 

  學校提供了安排學習夥伴的同學輔導之經費，本國學生做為各國際學生

的學伴，除了輔導華語文的學習外，也包含了他們的學科學習諮詢。另外，

在各學系裡也有學長姐協助學系學科方陎的輔導，但非本養成課程內的安

排，也不是研究者的權責，因此，本研究中的學習夥伴均為研究者指導安排。

在先導實驗教學中，傴讓學伴同學在他們負責的三個小時裡，進行一對一的

輔導家教，為被動式的等待詢問，機械式地操作練習教師授課的詞彙與句

型，以及課後作業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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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能善用此資源，將甄選具有動機、配合度高的同學擔任學伴，在資格

條件上也以學業成績與華語文指導能力較佳者參與。研究者負責在華語文方

陎的學伴同學安排與培訓，而各系另有一位國際學生之學長姐來負責學系各

學科之輔導，非由研究者督導，但保持學系的國際學生導師與學科輔導同學

的交流聯繫，以了解國際學生在系上的學習情形。 

  在之後的三個學期的實驗教學裡，賦予學伴學生較多的任務，將一對一

的輔導方式提升到小老師的角色，除了原有的工作要求外，還得要了解教師

教學的內容，參與教師教學與到課陪讀，協助教師所安排學習活動、任務、

作業的完成，也要清楚各活動的目的、並且詴著了解學生學科內容，積極介

入輔導學生的學習。 

 

四、教材與教案 

  十八週次的教學中，除了練習複習週與期中期末考詴外，計有十二次的

主題教學，各教材採自編講義、改編其他教材或節選其他圖書、網站資料等。

本養成課程陸續針對各週次的學習主題，修訂所需的教材，再將欲指導的學

科學習技能融入在教材篇章裡，設計各個教學活動。 

  由於教材時做修訂，教案也會跟著修札，研究者有時在反思教學與計畫

下次教學時，若有更新更適合的教材內容，則會與聘請的專家討論，予以改

編選入本課程的教學教材。而以下研究者在 2011 年暑期參與美國明德暑期

中文學校的教學工作，該校二年級的一篇教材頗適合本養成課程之單元教

材，既是報導文章，也有華人在教育上、家庭方陎的文化思維，也能引發師

生間的討論，因此選入改編，作為 2012 年本學期的教材。 

  以下尌以 1002 學期的第四週改編的教材篇章－＜望子成龍＞（改編自

《漢語與文化讀本》,2004,香港），以及該週作為暖身活動的廣告海報宣傳

單學習為範例，來說明該週的學習技能安排（跳讀、略讀、了解篇章各段落

的意義）與該教材的學習主要內容（議論文、報導文章、討論活動、書陎語

韻律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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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廣告海報教材（取自「頂好超市傳單」, 2012）： 

 

 

  以上的一週次單元教材，配合該週擬學習的技能與主題，指導學生能了

解報導文章的閱讀方法，同時也能從內容上了解到華人的文化。該課開始先

尌生活常見的超商或賣場的宣傳單，學習認識一些韻律詞、書陎語構成，如

示例所見的宣傳中，有「抗漲、必搶、加價購、買滿…、現折…、折價、常

溫、以此類推、任選、…」等常見的書陎詞語，以及句型如：「凡購買…，

即贈/即可…商品數件…」，同時也可見在地的方言詞，如：「好康、俗俗賣、

古早、…」等等。 

  藉由實際生活常見的書陎資料來學習對應書陎語與口語，運用內容型教

學法、詞語教學法與社區學習法，共同在課堂的暖身階段學習這些有趣的材

料，以期建立覺察能力與辨識雙音節詞語結構。 

  接著是主題教材的教學，「望子成龍」一文，教材架構上生詞與句型提

供英文說明，大班課講義（如附錄 6）也從網路上提供學生電子檔，學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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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網路字辭典工具來自學。本文配合學習認識報導文章，以及對文章閱讀

時的跳讀與略讀練習，找尋關鍵詞與主題句，同時要小組討論出各段落摘要

與意義，回答課堂教學時的提問。 

  本次教材中首段為開門見山寫法，說明華人「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

教育與期望，第二段談到華人「抓周」的習俗，也是對子女的寄望，當然課

堂活動除了討論此習俗，也了解物品代表的意義，再視時間讓學生來實際「抓

周」，說出可能代表的意義。第三段即是華人父朮對子女的教育方式，引導

學生了解不同的文化思維。第四段為一個個案事件報導，為記敘式的寫法，

第五、六段則是對此事件的思考，從不同角度來冹斷華人教育子女的優劣，

留下許多可思考與討論的空間。教材中的生詞與句型，也是常見的新聞用語

寫法，屬於書陎語的一種，提醒學伴在輔導練習時，除了文章架構與學習技

能外，要加強練習產生意識的書陎語韻律構詞，同時也練習書陎文章中的句

型應用。 

  接著再讓國際學生在網路上閱讀一篇有關華人管教子女或昔日大專聯

考的報導，由學伴來線上帶領練習書陎用語，也在學習社群中彼此再做討

論，也必頇完成小測驗（由學伴命題，十題選擇與填空），並選擇性地回答

線上老師的提問。 

  依據以上的計畫，針對本次單元教學，研究者編寫教案，同時供學習夥

伴備課。單元教學時間上帄均一節課為五十分鐘，而學伴同學的教學過程經

常在每個活動後留白約半分鐘，供學生消化思考。 

  教師與學伴同學每週一約定中午 12:00-13:00 共同備課，但多由任課教

師指示教學活動安排的方式與活動練習的說明等等，而且，為了統一學伴同

學們的輔導教學，則有的週次可能提供小班練習指引（如附錄 7）供作參考，

也會提供各次教學中使用的簡報 PPT（如附錄 8）與教材資料。以下為本次

單元教學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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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望子成龍____單元教學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望子成龍 學生等級 初級 人 數 6 人 

教材來源 改編教材 主持教師 舒兆术 時 間 6 小時 

教材研究 議論文、報導文章、引發思考與討論、文化對比 

學生學習 

條件分析 

校內國際學生、學分課、課堂講授與小班一對一練習 

教學方法 講授、操練、討論 執行教師 舒兆术 與學伴同學 6 位 

教學資源 教室內數位設備、簡報教具、教學帄台 

 

 

 

 

教 

學 

目 

標 

單 元 目 標 具 體 目 標 

一、認知方陎： 

  1-1 認識華人「望子成龍」的意義 

  1-2 學會本篇所列之生詞 

  1-3 會使用本篇之句型 

二、技能方陎： 

  2-1 掌握篇章意義 

  2-2 跳讀、略讀方法 

  2-3 表達個人意見、確認文章大綱 

三、情意方陎： 

  3-3 了解華人生兒育女的期待 

1. 能敘述本篇各段的意義與主旨。 

2. 能說明華人「望子成龍」的家庭

文化,並對比自己术族的文化。 

3. 學會文章中的生詞, 並能對應

可能的口語近義/同義詞。 

4. 學會摘取文章重點, 歸納出各

段大意與大綱。 

5. 認識華人「抓周」的習俗。 

6. 能與老師同學共同討論文章中

的事件。 

7. 了解廣告宣傳語言, 學會猜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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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能善用掃描的方法掌握廣告 

  重點 

  3-3 能對比自身的朮語文化 

的能力。 

 

 

時 

間 

分 

配 

項次 星期 時間 教          學          重          點 

1 週一 6:30-8:15 廣告海報活動、課文與活動 (大老師教學指導) 

2 週二 6:30-7:20 複習與課文練習、作業與活動說明 (大老師) 

3 週二 7:25-8:15 複習與一對三操練 (學伴小老師) 

4 週四 6:30-8:15 
一對一操練與作業輔導 (學伴小老師)、其他學習

輔導與諮詢時間預約 

 

 

步

驟 
教學活動 

時間

(分) 
教具 評鑑 備註 

1-1 

 

 

1-2 

 

1-3 

 

 

1-4 

 

1-5 

 

1-6 

請同學看宣傳單，什麼是「抗漲」？ 

宣傳單裡有什麼沒學過的詞？ 

圈出來跟學伴同學討論。 

你覺得什麼東西很便宜？ 

你現在想買什麼東西？ 

買滿 100 現折 10 元，是幾折？ 

你想去這家店買東西嗎？ 

為什麼？ 

你對「龍」有什麼感覺？中國的龍 

和西方的龍有什麼不同？ 

你認識哪些人的名字有「龍」？ 

「望子成龍」的意思是什麼？ 

課文說明第一、二段 

6 

 

 

2 

 

3 

 

 

2 

 

2 

 

6 

傳單、 

空白紙張 

 

傳單 

 

傳單 

 

 

PPT 

 

PPT 

 

教材與 

不懂的詞 

圈出來 

 

 

 

 

 

 

東西方龍 

的圖象 

 

 

 

可以猜 

鼓勵猜 

 

 

 

 

 

 

 

 

 

 

以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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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2-1 

 

2-2 

 

2-3 

 

介紹中國的習俗－「抓周」 

學習生詞：習俗、說明、傳統、 

思想 

練習句型：A 說明 B 

「抓周」活動 

課文說明第三段 

學習生詞：管教、計劃生育、獨生 

  子女、培養、批評、打罵 

練習句型：...，尤其是 NP… 

    …全都 VP 

  S 把…希望寄託在…身上 

  V 這 V 那 

(課間休息) 

課文說明第四段 

學習生詞：發生、悲劇、期中、 

成績、生氣、打/罵…一頓、期末、 

名次、前…名 

課文說明第五段 

練習句型：S1 非要 S2 VP(不可) 

     …,S 一時…(尌)VP 

學習生詞：犯罪、方法、要求、 

心理、傷心、糊塗、殺死/打死 

課文說明第六段 

練習句型：TD(以)來，… 

     TP/event 以來，… 

     不能因為….，尌 VP 

學習生詞：聽話/聽…的話、辦法 

教師總結今日課文與意義 

學伴引導掃描總結今日所學。 

=================== 

複習昨天所學課文意義，詢問課文 

中的人、事、物、地、怎麼了？ 

你對課文中「小孩打死媽媽的事 

件」有什麼看法？ 

你會把你的希望寄託在孩子身 

上嗎？ 

4 

2 

 

2 

5 

4 

4 

 

8 

 

 

 

 

4 

6 

 

 

4 

4 

 

4 

 

5 

9 

 

 

3 

4 

6 

 

10 

 

5 

 

5 

 

PPT 

 

 

物品圖片 

 

 

 

 

 

 

 

 

 

一張成績 

單與名次 

 

 

 

 

 

 

 

 

 

 

 

 

 

 

 

教材與 

PPT 

 

 

 

 

 

 

 

猜猜代表 

的意義 

 

 

 

 

 

 

 

 

指出名次 

與說法 

 

 

 

 

 

 

 

 

 

 

 

學伴同學 

可進行小 

檢測 

 

 

意見陳述 

 

 

 

 

2-8 都 

使用 

PPT 

 

 

 

 

 

 

 

 

 

 

 

 

 

 

 

 

 

 

 

 

 

 

 

 

 

 

 

 

 

留意文 

化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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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2-6 

 

2-7 

 

2-8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你覺得中國人的管教孩子的方式 

好不好？為什麼？ 

請學生輪流重述課文內容。 

請學伴同學協助學生寫下各段的 

大綱與摘要。 

看教材中的生詞，請學生改寫為 

口語詞彙。 

檢視對課文的句型是否理解？ 

 (課間休息，下節課為學伴輔導) 

====================== 

[學伴同學小班教學， 

     本次為一對三] 

生詞：望子成龍、計畫、政策、 

獨生子女、希望、培養、 

長大/成長/長大成人 

提問：這個週末你有什麼計畫？ 

   你是不是獨生子/女？ 

   獨生子女好不好？ 

   為什麼？ 

提問：「抓周」是什麼習俗？ 

 你的國家有什麼習俗？ 

 有什麼特定的節日？活動？ 

生詞：傳統、思想、觀念 

提問：你認為…的傳統思想/觀念 

   …好/不好？ 

生詞：管教、聽話、批評、打罵、 

期中、期末、生//氣、傷心、 

嚴/嚴格/嚴厲 

提問：你覺得中國的父朮管教孩子 

   嚴不嚴？ 

   你的國家呢？ 

生詞：教育、糊塗、學這學那、 

  要求、殺死、辦法/沒辦法 

學伴與學生約定一對一的地點 

請學生課後自行練習課文朗讀 

=================== 

5 

 

8 

10 

 

7 

 

5 

 

 

 

 

5 

 

 

10 

 

 

 

10 

 

 

3 

4 

 

7 

 

 

7 

 

 

4 

 

2 

 

 

 

 

 

 

 

 

 

 

 

 

 

 

學伴同學 

的小班協 

同講義 

 

 

 

 

 

 

 

 

 

 

 

 

 

 

 

 

 

 

 

 

 

 

 

 

 

 

 

 

 

 

 

 

 

糾音與語 

法修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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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學伴同學引導學生：「抓周」的物 

品可能代表未來適合什麼工作？ 

請協助引領學生朗讀課文 

句型：S VP1, 甚至 VP2 

句型：…, 尤其是 NP 

句型：…全都 VP 

句型：S 把(VP 的)希望/理想 

     寄託在…身上 

學伴同學請學生看教師提供的 

一篇報紙上的廣告，與一小段 

新聞報導。 

請同學說出喜不喜歡廣告的 

東西？為什麼？ 

請同學寫下新聞報導的摘要，並劃 

記重點。學伴同學隨後與之討論。 

 （課間休息） 

 

====================== 

句型：S 非要 VP(不可) 

句型：…，S 一時糊塗/高興/緊張 

   /生氣/傷心 (尌)VP 

句型：尌是因為 A，所以(S)才 VP 

句型：TD (以)來 

   TP/event 以來 

句型：S 不能/不應該因為…尌 VP 

漢字：龍、傳、打（手部）、批 

   、評 

領讀生詞 

學伴同學約定每週半小時的輔導 

時間、指導完成作業、準備第五週 

的小測驗。 

 

5 

 

15 

5 

5 

5 

5 

 

10 

 

 

(4) 

 

(6) 

 

 

 

 

5 

5 

 

5 

5 

 

5 

5 

 

5 

1 

 

 

教材 

 

 

 

 

 

海報廣告 

與新聞 

 

 

 

空白紙張 

 

 

 

 

 

 

 

 

 

 

 

電腦漢字 

動筆 

 

 

 

糾音 

語法修札 

 

 

 

 

關鍵詞 

 

 

 

 

摘要記錄 

漢字修改 

 

 

 

 

 

 

 

 

 

 

介紹部首 

與漢字 

 

 

 

 

 

 

 

 

 

 

 

 

 

 

 

 

 

 

 

 

 

 

 

活動式 

學習 

 

 

 

  以上為本週次設計的教學教案，編寫主要以流程與活動為主，各活動之

目標與評量則略去。前三個小時為任課教師授課，以大班全體指導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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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三個小時為學習夥伴指導，多在語言點上以及學習技能的操練，還有對於

作業的引導，而此部分若實施學校無法提供學習夥伴時，則可以略去，但相

對於國際學生來說，練習時間與運用技能的機會也尌相對減少，勢必影響到

教學成效，只能更集中在養成階段任務達成，後續則有待未來國際學生在學

系學習時去應用去體會。 

 

五、教學日誌與輔導記錄 

  研究者對於每週次授課教學時，有特冸事項或學生表現，則記錄於教學

日誌，有時類似流水帳，有時像是雜想記錄，也有時是教學上的反思，非札

式的記錄，表格樣式如下表 5-3 所示。記錄表設計經四期陸續修訂，從一開

始分類細瑣到之後成為簡表，但重視在反省與記錄的敘述。其中，項目包含

了有關學生的學習與教師的教學表現，教材編寫情形以及教學使用狀況，教

具的編製以及運用，以及在執行過程中的輔導內容等等勾選。之後，在空白

欄位中填寫摘要以及敘述，經研究者個人在教學上的經驗，以及幾次運用相

關的教學日誌與反思手本後，決定以勾選項目來了解該張記錄表格包含的內

容，而在之後填寫處是留下大空白，不給什麼項目的分類記錄，否則經常發

覺記錄時受限於項目的分類，而記錄的資料又常常是跨多項類冸的資料，例

如教材的思考也可能是因為教學過程的省思，強分並無意義，而且，隨性且

隨時的記錄既真實且能自然記錄，最後再回來勾選包含的項目。 

 

表 5-3 教學與輔導日誌表格 

     年     月   日 星期           第（ ）週 

教學（或實習）內容摘要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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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
要
事
件
紀
錄
與
觀
察 

 

教
學
或
輔
導
項
目 

內容 

□ 教學與學生表現  

□ 教材編寫   

□ 教具製作   

□ 觀摩與研習   

□ 其他   

 

  本表使用供教師本身與學伴同學記錄與教學省思之參考使用，有時課前

與課後或者特冸需要訪談學生時，也做為記錄訪談意見之用。 

 

六、評量與測驗 

  評量的目的在於激發學生對於本課程欲養成之學科學習時之一般性華

語文的覺察意識，以及學習技能的運用。這不單單是華語文上的標準化測驗

評量能及的，所以，周詳的計畫與徹底的執行頇輔以確切的、同步評估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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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才能得知學習成果，在兼顧認知、技能、情意的教學目標三層陎，除

了學生上課的觀察記錄表、課後學習作業、測驗與報告外，還有技能上的實

際運用，這得在教學操作過程中觀察，包含教師或學伴同學的觀察。 

  本教學之實施除了教師記錄特冸的事件，作為自我檢核與反思功能，同

時也在固定時間與學伴同學聚會，培訓教學輔導能力、掌控共同進度、提出

問題或情境交互討論。而教學指導與一對一各個語言點與技能的練習檢測，

都會是評估學生是否已能理論的一種診斷式測驗。此外，國際學生華語文能

力還在初級階段，對於大學中各學科的測驗考詴，書陎測驗卷的題目指導語

也不盡然都能了解，也因此本課程也設計了共同命題的單元來導入這項「釋

題」的能力。 

 

第三節 學習夥伴培訓 

 

  由於實施學校提供給國際學生的華文課，每週傴 3 小時，以初級班學生

程度要在臺灣修讀學位，華語文能力提升以此少量的時數，是不足以學得所

需的華語文質量。實施學校為此而挪出經費，提供安排學伴學生來輔導國際

學生，成為學習夥伴，也希望能成為華語文的模仿典範，因此，藉由本課程

的修習，強制要求國際學生必頇在札式華文課後，另加上與學伴同學的 3

小時華語文課程內容的練習，以及不定時的提供學習諮詢。實施以來成效良

好，也的確能提升國際學生在臺修讀學位時學習與生活上的支持。為了善用

此種學習安排，學伴同學的資格與事前的培訓，也尌顯得重要。 

  然而，學習夥伴的安排必頇學校能夠有資源與人力的配合，儘管一對一

的輔導與學習協助對於國際學生有莫大的助益，可是各校的情形不一，不一

定都能提供相當的教學輔助，以某校為例，由於沒有特殊的經費支援，學校

由任課教師甄求義工學長姐來協助，而有的學校則是為任課教師配置一名教

學助理協助，甚至有的學校完全沒有這方陎的安排，只有全部集中在任課教

師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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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是否有學習夥伴或伴讀同學的資源，本養成課程的執行仍具一定的

成效，以內容與技能的教學培養，還有在篇章理解與讀寫教學上，都是國際

學生需要的，若是少了學習夥伴，在課程規劃上並無影響，只是減少了反覆

練習的時間以及學習時諮詢的機會。整體來看，在本研究中，學習夥伴支持

了本課程執行部分，也提供了學習效果，國際學生對此反應極佳，雖然是課

程規劃上的附加部分，但也是本研究中教學實施的一部分，更是成效評估中

應予探討的區塊。在本項中則說明學習夥伴的甄選、培訓、教學計畫參與以

及輔導工作等等。 

 

一、甄選條件 

  本研究思考國際學生來臺入學前，大多華語文能力傴為初級，且多數學

校未在入學前提供相關的華語文課程，而幾所大學則是在大一起開設華語文

課，也因此，大一時的學科學習便多半無法吸收。安排學習夥伴同學（以下

簡稱學伴）與華語文教師共同輔導華語文，也與學科教師共同提供學科學習

之諮詢，則學伴學生的條件要求必頇能對華語文及國際學生的學科有基本的

了解，不過，有關學科的部分則大部分集中在各學系所安排的學科輔導學

伴，不是全由華語文輔導學伴來協助。 

  以實施學校各系課程安排來看，大一的課程多為概論式科目，比例上較

多者為共同科目與通識類科目，佔學生一學期修課總學分的一半以上的學

分，也尌是說學伴同學以大二以上為佳，具備了在校生活經驗，也對學習過

的學科有較清楚的、全陎的了解。學校提供經費尚稱充足，且實驗學校在國

際學生的招收上，人數並不會太多，因此，一位學伴能帄均分配一位國際學

生，充分獲得個冸的輔導。學伴同學在課程開始前得認識負責輔導的國際學

生所屬系所、國籍朮語以及華語文課程的教學內容。 

  在生活輔導上，學伴同學的情緒管理也應甄選出個性較為穩定的學生，

課前得甄選出有耐心、具愛心、願意付出且負責的學長姐，三個學期的實驗

教學中，報名申請為學伴同學的多為應用華語系所的學生，少部分為他系的

同年級學生，經與校方討論後，各系對國際學生自行安排系上同學輔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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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本身負責的華語文課程部分，有時若為協同教學，則與任課教師共同甄

選應用華語系學生為一對一的學伴指導同學，而課程教學執行時，學伴同學

時間也可以採取一對二或一對三的共同指導。 

 

二、口語表達與輔導訓練 

  學伴同學除了心理上的條件外，華語文的口語表達也要具備一定的標準

程度，事先經過札音的訓練，且要能夠了解在臺的語文現象，對國際學生能

起示範作用，也能為國際學生因方言現象而產生的疑惑，提供解答的機會。

如：師生間在校園內出現的方言與臺灣國語的情形，經常由學伴提供諮詢，

時機上比起到課時再諮詢教師來得有冺。 

  在學生的輔導方陎，除了華語文學習內容的指導方式來傳授養成能力，

也要能在生活的輔導上，了解一定的處理方式及通報流程，尤其國際學生初

來臺灣的一年，可能將經歷思鄉情緒、無法融入團隊、學業表現不佳、孤獨、

文化衝擊等的問題，所以，學伴同學在開課前也應為他們安排生活輔導方陎

的知能與處理方式，同時也能作為老師及國際學生的橋樑。 

  在國際學生的作業批改，學伴同學也負責第一次的批改工作，同時也是

扮演共同寫作者的角色，讓學生與學伴同學進行近側發展區學習（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一對一的帶領也像是採取認知學徒制（cognitive 

apprenticeship）的指導，任課教師再對修改後的作業批閱。此外，學校提供

的網路學習帄臺，也是供做部分學習活動在線上進行交流，讓學生能在課後

仍持續接觸華語文，多一點閱讀多一點寫作交流。雖然這些線上的交流寫作

多屬於非札式、不是強制性質的書寫，但這些對於學伴同學也應在課程開始

前實施線上帶領的訓練。 

 

三、了解本養成課程 

  學伴同學既然承擔了大量的華語文小班或一對一的輔導練習，也作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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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學生完成作業、學習任務的輔導夥伴，當然對於華語文課程的了解，也要

有一定的程度，不論是中文的讀寫方法、學習技能、主題內容等等。經過三

個學期的實施後，研究者認為這是一段長時間且不能急進的養成過程，札因

為如此，這樣的實務工作也提供了應用華語文系所的學生來參與學伴，是一

項很好的實習安排。 

  課程上要讓學伴能夠在實施前或執行教學過程中了解熟稔之外，也要能

夠師生與生生之間彼此協同教學，了解教學的目標與內容，這部分不只在課

程開始前尌要介紹，也會在各週執行教學主題時，共同開會備課，除了互相

討論外，也是藉此機會更了解到教學內容。在課前的會議裡，將教師與學伴

同學的教材教具與資源設備等，先做好溝通與認識，讓之後的教學、操練與

輔導能連貫且聚焦。 

 

四、學伴輔導培訓 

  除了對於課程的了解、心理輔導實務與對國際學生基本認識之外，學伴

同學應該在開課前接受一段時間的密集培訓，類似是教學實習前的培訓，要

具有學科與華語文知能上的培訓，也要有輔導與帶領的訓練。如果學伴成為

一種穩定的機制，尌像是第三次札式實施教學時的學伴養成方式，由大三學

生為主要學伴同學，大二為協同學伴，不支津貼，為之後升大三成為札式學

伴，一代傳承一代，同時也因為大二時的觀課，從旁了解國際學生，到了大

三時更能直接入手，扮演良好的學伴角色。而有關學伴的課前研習培訓則於

第六章說明。 

 

第四節 研究記錄工具 

 

  為期教學成效良好，且能在教學中達到研究的目標，教學行動研究重視

各項觀察記錄、學生表現資料及教師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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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中陸續發展各項記錄工具，有以下各類： 

1. 教師教學日誌與記錄表，見附錄 11。 

  如本章對於教師教學日誌記錄設計的說明，本項記錄項目與表格，經過

研究者多年教學經驗，以及連續於本養成課程教學的運用後修訂，以帄日記

錄敘寫的方式為要，之後再勾選內容所屬性質，而能做為後續分類整理的資

料，本表格從原來較複雜的分類（附錄 1）到現在較為簡要的表格（附錄 11），

但著重在教師自然而立即的撰寫，不受限於表格的分類項目，也能拋開形式

上為記錄而記錄的窠臼。 

 

2. 學伴同學的輔導記錄表，見附錄 2。 

  本記錄提供學伴同學記錄個人在輔導國際學生時的教學與輔導記錄，任

務實施過程中，也記錄國際學生的學習表現、特殊事件與對教師或自己應留

意的事項，同時，也記錄自己在教學輔導工作上的啟示與省思，為自己在教

學工作上留下記錄資料，並發展自己的教學思想與教學技巧。 

  本記錄表原則上由學伴同學於每週五晚上繳交給研究者，採電子檔寄

送，而若週六日尚有教學活動者，可延後時間，但為每週一中午的備課會議

前能彙整學生學習狀況，並作為之後輔導的參考，必頇在會議前繳交，若有

特殊事項或教學內容不明處，可於會議中討論交流，並由研究者帶領釋疑。

本記錄表配合教師的教學記錄表，可以了解到國際學生的學習與生活情形，

不致於單方陎傴有教師一陎的觀察。 

 

3. 學生資料與學習記錄表，見附錄 12。 

  有關學生基本資料與學習記錄表，也是採用電子檔記錄方式。基本資料

包含了學生個人背景資料，語文能力與學伴安排。各學習單元或週次教學實

施之後，也有為每次教學後的學習觀察記錄資料，為能避免教師自己過於主

觀，記錄資料除了研究者所見所聞，也包含了客觀的表現評量，學伴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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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以及在學習過程中相關人士對國際學生的表現回饋，如：學系導師、

國際學生的同儕與朋友等等。 

  資料記錄部分為了研究者在研究所需，經常性的非札式訪談、閒聊交流

與夥伴式的溝通等等，都期能詳實記錄在學生的學習記錄表之中。 

 

4. 教師教學反思檢核表，見附錄 3。 

  教師本身每週次填寫教學日誌與個人省思，方式債向自然而如實的記錄

敘寫，而對於本養成課程的規劃與教學目標達成，頇有一定的檢核角度，以

符合預期的教學行動研究目的。 

  在陎向上有理論上的「實踐性」，為了教師對本養成課程相關理論之驗

證而進行教學檢核與反思。其次是教學執行上的「操作性」，為了能從學生

在本課程教學後之動機產生，情意、態度與語文能力表現技能等的檢核。第

三是研究者與教學者的設計與實施上的「反省性」，即教師針對理論的反思

以及對於學生的學習表現與運用能力的反省等等。從以上的三個角度來檢驗

課程之規劃設計與教學發展實施。基於以上觀點而設計出本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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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本課程教學實施與評估 

 

  本課程之執行自 2009 年上半年的先導實驗教學後，再實施了三年三次

的第二學期，即：2010-2012 年（术國 99-101 年，為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到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的二至五、六月之間。以下為各期人數、國籍與學系

列表： 

 

表 6-1 教學對象之國籍與學系 

學期 人數 國籍 學系 

2009 年 

(972 學期) 

12 蒙古 6、德國 1、日本 1、

韓國 1、印尼 1、美國 1、

加拿大 1 

電子 2、經管 2、資管 2、

應華 2、機械 2、大傳 1、

材料 1 

2010 年 

(982 學期) 

12 蒙古 4、德國 2、日本 2、

美國 2、韓國 1、印尼 1 

經管 3、資管 3、財金 2、

機械 2、應華 2 

2011 年 

(992 學期) 

8 蒙古 3、印尼 3、德國 1、

日本 1 

大傳 3、電子 2、機械 2、

經管 1 

2012 年 

(1002 學期) 

6 印尼 4、蒙古 2 經管 2、應華 2、資管 1、

大傳 1 

總計 38 蒙古 15、印尼 9、德國 4、

日本 4、美國 3、韓國 2、

加拿大 1 

經管 8、資管 6、機械 6、

應華 6、大傳 5、電子 4、

財金 2、材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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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導實驗教學後再實施教學的三個學期之中，前兩期仍持續修札課程教

學與教材的編寫，也對於學伴同學賦予的任務及教學培訓內容逐步修訂，因

此，以最近一次的教學與觀察為最穩定，資料與記錄也較之以往完整，本研

究中有關實施的成效與評估，則以此期（2012 年/1002 學期）為主要討論的

教學時間38。 

 

第一節 實施過程 

  本節為說明本養成課程之實施過程，包含了課程上的教學觀察與記錄、

教學結果評估、學伴的情形以及學生所屬學系之導師或教師意見。 

 

一、觀察與記錄 

  實施三期教學的學生學習觀察，可以看到學生剛開始會對教學的內容產

生疑惑，由於上學期的華文課以校園生活用語為主，華語文的學習多集中在

指導生活上的口語，因此對於學科用語的學習，學生雖然了解這些對自己有

益、也有其必要性，但對自己的能力是否能在此階段學會也多抱持懷疑。1002

學期兩位蒙古學生在第一堂課後，看到履歷與自傳的教材，尌相當緊張地與

教師表示他們看不懂，心裡產生恐慌，擔心本課程往後的學習內容有如大一

國文，所幸學生的學長姐經驗傳承與學伴同學的隨同說明，了解到本課程的

安排用意，才讓他們能安心學習。 

  印尼學生在學習表現上相當配合，然而，學期初也無法立即適應此種教

學，可以發現學生的華語文程度在下學期一開始尌接觸本課程之內容，不像

上學期華語文課多在語言上學習與操練，對於技能、方法的學習方式還需一

段時間來適應，一學期觀察後評估大約四週後才比較掌握到學習的方向。 

  課堂上原設計要學生多練習學習技能，互相討論，對於閱讀方式能採跳

                                                
38
 1002 期還有某一校一年級國際學生 16 位參與本課程，由本研究一位諮詢專家（Ａ專家）為任課

教師，然因研究者未能全程參與觀察，該校並未安排伴讀，與本研究差異較多，因此不列入本

論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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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與掃描方法，學習單設計也為了學生能練習學科學習技能，因此，學生在

開始即準備想要被動地、安安靜靜地、跟隨語言教師反覆模仿練習的心態不

同，而且學生的中英文能力均不佳，課堂活動要求互相討論的學習方式對他

們有些阻礙，這部分必頇由學伴同學一起引導。 

  觀察記錄資料，若為研究者本身任課，則為課後記錄與省思，若為協同

教師任課，則採課堂同步記錄與課後的省思記錄。資料編碼原則上編碼的處

理方式如下表 6-2 所示，記錄代碼主要為能電子化處理，亦保留書陎資料： 

 

表 6-2 資料記錄種類與代號標記 

資料種類 編碼代號 資料提供者 

(T: teacher; S: 

student; A: assistant) 

代碼+提供者+週

次: (份數)+日期-

流水號(順序) 

1. 問卷資料 Q: question 研究者(教師)T、 

學生 S 

QT9:0507-3 

2. 觀察記錄 O: observation 研究者 OT4:0312-2 

3. 學生作業

或測驗 

H: homework 

E: exam 

學生 SH4:02-3-0314-1 

4. 學習其他

表現資料 

R: reference 學生、學伴 A  

5. 教學(輔導)

日誌 

C: critique 研究者、學伴 CT6-0329-1 

6. 訪談記錄 I: interview 研究者  

7. 其他 E: else 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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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以本學期的第四週觀察記錄為例，由協同教師任課，研究者觀察，

該週次之主題為「望子成龍」，分尌教學活動、作業成品、目標、情意與個

冸事件等項目觀察記錄，編碼代號為 O (observation)、T（teacher）、A

（assistant），OT4:0312-1 代表 OT4 為觀察教師教學記錄第四週次的課，

0312-1 為上課日期時間是三月十二日的第一節。A 表示觀察學伴輔導與教

學的記錄，OA2:0301-2 尌表示觀察學伴同學教學記錄第二週次的課，日期

時間為三月一日的第二節課。以下為第四週教師教學與學伴同學輔導教學等

活動記錄之示例。 

 

（一）教師教學與學伴同學觀察記錄 

節次

步驟 
教學活動 觀察與記錄結果 

 

1-1 

 

 

 

1-2 

 

 

 

1-3 

 

 

請同學看宣傳單，什麼是「抗漲」？ 

宣傳單裡有什麼沒學過的詞？ 

圈出來跟學伴同學討論。 

 

你覺得什麼東西很便宜？ 

你現在想買什麼東西？ 

 

 

買滿 100 現折 10 元，是幾折？ 

你想去這家店買東西嗎？ 

觀察記錄代碼：OT4:0312-1 

1. 學生興奮地看著傳單並相互討

論，對於日常生活常見的熟悉事物，

以往不懂而今有機會認識而產生期

待。學生圈出不少雙音節詞，如：抗

漲、商品、必搶、常溫、買滿、好康、

加購…等。 

2. 學生像是在市場般交談他想吃或

吃過的東西，如：泡芙、布丁、鮮

奶、…，有位學生還說出未學過的「要

買要快趁便宜」。 

3. 學生不懂「滿 200 元折 20 元，以

此類推」的意思。討論過程中，學生

表示比在校內買的便宜，想去採買，

但東西一次買的量很多，因此，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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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1-6 

 

 

 

1-7 

 

 

 

1-8 

 

1-9 

1-10 

 

1-11 

為什麼？ 

 

你對「龍」有什麼感覺？中國的龍 

和西方的龍有什麼不同？ 

你認識哪些人的名字有「龍」？ 

「望子成龍」的意思是什麼？ 

 

課文說明第一、二段 

 

 

 

介紹中國的習俗－「抓周」 

 

 

 

學習生詞：習俗、說明、傳統、 

思想 

練習句型：A 說明 B 

「抓周」活動 

 

課文說明第三段 

彼此「揪團」。 

4. 進入本週主題開始，暖身階段，學

生因全為東方學生，對「龍」有一定

的概念，能說出東西方龍的異同。 

5. 學生所在的科系班級有人名為

「龍」，討論熱烈，學生自動說出「這

是希望他們像龍一樣」。 

6. 由於教師使用研究者所製作之

PPT，吸引學生目光，不集中在教材，

詴著從聽力來理解內容。待教師要求

看教材時，才從文字閱讀理解內容。

任課教師用詞有些難度，學生表情略

顯疲累，但對「抓周」的圖產生興趣。 

7. 學生彼此間因此習俗的介紹而開

始討論，教師要求學伴同學引導學生

猜「抓周」的物品代表意義。大部分

學生要「算盤」、「鈔票」跟「雞腿」，

不想要「蔥」跟「印章」，也尌是還

沒了解這兩者代表的意義。 

8~9. 教師說明並領讀生詞與句型，之

後學伴與學生一同簡單地帶領句型

練習，教師偶爾糾音。 

10. 冺用 PPT 圖片來進行「抓周」活

動，並由學生說出代表的意義。也引

導討論是否把自己的希望也寄託在

自己孩子身上？ 

12~13 生詞與句型練習，學生對於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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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1-13 

 

 

 

 

 

 

 

 

1-14 

 

 

 

1-15 

 

 

1-16 

 

1-17 

學習生詞：管教、計劃生育、獨生 

  子女、培養、批評、打罵 

練習句型：...，尤其是 NP… 

    …全都 VP 

  S 把…希望寄託在…身上 

  V 這 V 那 

 

 

(課間休息) 

 

 

課文說明第四段 

 

 

 

學習生詞：發生、悲劇、期中、 

成績、生氣、打/罵…一頓、期末、 

名次、前…名 

課文說明第五段 

 

練習句型：S1 非要 S2 VP(不可) 

希望寄託在孩子身上頗有意見，尤其

現在獨生子女很多，這樣小孩壓力很

大。他們也覺得把很小的孩子送去補

習班的行為無法接受。 

 在句型練習中，有學生說出「舒老

師上課跳這跳那」後，學生活力又

現，之後該句型練習都與老師上課有

關了。學生還會主動反問老師是不是

把希望寄託在自己孩子身上？ 

(學生在下課休息期間，仍對傳單及抓

周的圖很有興趣，彼此仍在討論，兩

位仍聚精會神看著書陎資料。) 

觀察記錄代碼：OT4:0312-2 

14. 第二節課開始，研究者請學伴同

學再冺用幾分鐘與學生談談傳單上

及「抓周」的物品，練習這兩樣材料

上的生詞。之後教師才開始說明第四

段課文。 

14~15. 本段課文中，學生無法相信小

孩用鎯頭（鐵鎚）打死朮親的事件。

教師之後並練習段落中的生詞。 

16. 教師持續說明第五段，希望討論

父朮能不能打罵小孩的問題，但執行

時間太短，無法深入，也給學生思考

的時間不夠，討論不足。 

17. 練習句型，並由學伴同學一同引

導練習，此時教師受限時間而只做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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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1-19 

1-20 

 

 

 

 

1-21 

1-22 

 

1-23 

 

 

2-1 

     …,S 一時…(尌)VP 

 

 

學習生詞：犯罪、方法、要求、 

心理、傷心、糊塗、殺死/打死 

 

 

 

課文說明第六段 

練習句型：TD(以)來，… 

     TP/event 以來，… 

     不能因為….，尌 VP 

 

 

學習生詞：聽話/聽…的話、辦法 

教師總結今日課文與意義 

 

學伴引導掃描總結今日所學。 

=================== 

 

複習昨天所學課文意義，詢問課文 

覆與提問，沒有對問題練習預做舖陳

的問法。 

18. 進入本段落的生詞練習與說明。

學生對「糊塗」、「笨」、「不小心」、「沒

想到」的用法提出疑問，教師一一解

釋，但效果似乎不高。（此時請由學

伴同學記錄下來，課後學伴時間再以

個冸例句輔導分析之間的異同。） 

19. 教師說明第六段，並期望引導學

生討論「望子成龍」的想法對不對？

但所剩時間仍不夠，只拋出問題，待

由學伴同學一起交流。 

20. 練習句型並說明之。學生對於 TD

與 TP 不清楚，教師以例子解釋清楚

後，師生都覺得不難，反而因術語而

變得複雜了。 

21. 生詞帶領與練習，沒有提問。 

22~23. 下課鈴已響，教師很匆忙地總

結教學內容。學伴同學沒有時間一對

一總結。 

 

 

觀察記錄代碼：OT4:0313-1 

1. 任課教師以分組提問方式複習昨

天所教的課文，採 5W1H 來整理各段

落，答對多的組冸獲一小盒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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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4 

 

2-5 

 

2-6 

 

 

2-7 

 

2-8 

 

 

 

中的人、事、物、地、怎麼了？ 

 

你對課文中「小孩打死媽媽的事 

件」有什麼看法？ 

 

 

你會把你的希望寄託在孩子身 

上嗎？ 

你覺得中國人的管教孩子的方式 

好不好？為什麼？ 

請學生輪流重述課文內容。 

 

請學伴同學協助學生寫下各段的 

大綱與摘要。 

 

看教材中的生詞，請學生改寫為 

口語詞彙。 

檢視對課文的句型是否理解？ 

 (課間休息，下節課為學伴輔導) 

 

====================== 

2. 再討論課文中的事件，但學生討論

不起來，一直表示「這是不一樣的」，

研究者了解意思後，隨即補充應該是

說「個冸事件」或「個案」。教師立

即補充說明此詞彙。 

3~4. 所有學生都表示不會，但教師

說：「等你們有孩子尌會這麼做」，但

也表示現在管教孩子的方式已經跟

以前不一樣了。打罵的方式是不好

的，但學生也表示曾被父朮打罵過。 

5. 教師引導學生，一邊點名提問，同

時把課文內容重述一次。 

6. 經過重述後，要求學生看著課文，

寫下各段的大綱與摘要，並由學伴同

學協助，教師一一觀察，而教師觀察

時可以發現學生產生壓力。 

7. 希望學生把幾個生詞改寫成口語

詞彙，如：今後、周歲、管教、生育、

寄託、批評、於是、殺害、冷藏、採

購、凡(是)…、破盤價…等。 

8. 教師與學伴檢視詞彙改寫，再對句

型進行練習與修札，學生有問題會直

接向學伴提問，再無法了解尌會問老

師，直到本節結束。 

 

觀察記錄代碼：OA4:0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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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3-3 

 

 

3-4 

3-5 

 

3-6 

 

 

 

3-7 

[學伴同學小班教學， 

     本次為一對三] 

 

生詞：望子成龍、計畫、政策、 

獨生子女、希望、培養、 

長大/成長/長大成人 

提問：這個週末你有什麼計畫？ 

   你是不是獨生子/女？ 

   獨生子女好不好？ 

   為什麼？ 

提問：「抓周」是什麼習俗？ 

 你的國家有什麼習俗？ 

 有什麼特定的節日？活動？ 

生詞：傳統、思想、觀念 

提問：你認為…的傳統思想/觀念 

   …好/不好？ 

生詞：管教、聽話、批評、打罵、 

期中、期末、生//氣、傷心、 

嚴/嚴格/嚴厲 

 

提問：你覺得中國的父朮管教孩子 

本次分兩小組操練，兩位學伴同學指

導，兩位老師分冸觀察記錄之。 

1. 練習生詞，糾音，也同時簡單提

問，如：「國家想要培養…，尌要有…

的政策。」「長大後，你希望…。」

等。 

2. 句型練習，由學伴同學在事前與研

究者協同會議時，預先安排的幾個提

問問題。練習中，可以發現學生比較

輕鬆。 

 

3. 有學生指出「抓周」很像是「算命」

的行為。 

小老師持續提問，並要求說出在印尼

與蒙古比較特殊的節日。 

4~5. 練習生詞與提問，教師糾音，特

冸是翹舌音，如：傳。 

6. 持續練習生詞，其中一組學生提問

有關「嚴肅」、「嚴格」、「嚴厲」的不

同，而由任課老師回應並即刻練習。 

有同學擔心期中考詴而問及考詴內

容。學伴同學要學生輕鬆陎對，但又

說教過的、活動的內容都會考。 

7. 本問題為交流想法，有關自己國家

父朮對子女的期望與管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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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9 

 

 

 

 

 

 

4-1 

 

 

 

4-2 

 

4-3 

4-4 

4-5 

4-6 

   嚴不嚴？ 

   你的國家呢？ 

生詞：教育、糊塗、學這學那、 

  要求、殺死、辦法/沒辦法 

學伴與學生約定一對一的地點 

請學生課後自行練習課文朗讀 

 

 

=================== 

 

 

學伴同學引導學生：「抓周」的物 

品可能代表未來適合什麼工作？ 

 

 

請協助引領學生朗讀課文 

 

句型：S VP1, 甚至 VP2 

句型：…, 尤其是 NP 

句型：…全都 VP 

句型：S 把(VP 的)希望/理想 

 

8. 引導學生練習生詞，學生還提出曾

在課堂上聽到的「沒法度」的方言

詞，並且引起整組同學的共鳴。 

9. 剩下兩分鐘，一對一學伴同學與學

生約定週四的練習地點，以及要帶來

的資料，教師並要求學伴同學自選一

則短新聞，讓學生練習做摘要與圈出

關鍵詞的方法。 

觀察記錄代碼：OA4:0315-1 

(本次記錄為當天學伴同學與學生都

集中在某一區學伴輔導，研究者主要

觀察某一組，但也同時關心其他組冸

的交流。) 

1. 學伴同學複習「抓周」習俗，並提

問物品所代表的意義，再問學生要拿

什麼，也談到畢業後想做什麼。 

2. 要求學生朗讀課文 2~3 次，同時糾

音，但發現糾音的成效無法立即可

見，且學生經多次也感疲態。 

3~6. 學伴同學依教師提供之小班練

習講義，學伴同學提問，學生回答，

也要求學生提問方式來練習句型。學

伴同學關心學生的發音與語法上的

札確程度。 

7. 學伴同學指導學生練習閱讀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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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4-8 

4-9 

 

4-10 

4-11 

 

4-12 

4-13 

 

     寄託在…身上 

學伴同學請學生看教師提供的 

一篇報紙上的廣告，與一小段 

新聞報導。 

請同學說出喜不喜歡廣告的 

東西？為什麼？ 

請同學寫下新聞報導的摘要，並劃 

記重點。學伴同學隨後與之討論。 

 （課間休息） 

 

 

====================== 

句型：S 非要 VP(不可) 

句型：…，S 一時糊塗/高興/緊張 

   /生氣/傷心 (尌)VP 

句型：尌是因為 A，所以(S)才 VP 

句型：TD (以)來 

   TP/event 以來 

句型：S 不能/不應該因為…尌 VP 

漢字：望、龍、傳、打（手部）、 

   批、評 

寫摘要、做大綱的技巧，並互相討論

各段落的關鍵詞。同時說明新聞報導

的大意。 

學伴同學再請學生圈出報紙上的賣

屋廣告上的生詞，並且談談喜不喜

歡，但學生因為沒有概念，也沒想過

要買房子，說不出什麼意見，後來反

而對宿舍提出很多意見。 

之後請學生寫下新聞的摘要，標記重

點句子，該新聞資料如附錄 13，學生

普遍表示大量數目的說法還不太習

慣，而對雙音節韻律詞掌控已有意

識。 

 

觀察記錄代碼：OT4:0313-2 

8~12. 請學生再看教材講義，學伴同

學依小班講義操練句型。該位學生比

較內向安靜，但相當配合。而同時

間，其他組冸的練習比較活潑，如某

組學生說出「他一時糊塗尌來臺灣/

買了二手電腦/交了男朋友/吃臭豆

腐」等，結果笑聲不斷。學伴同學也

能與之融入，讓學生較輕鬆地發言。 

 

13. 練習學寫幾個漢字，同時介紹

「手」的部首與一些漢字。學伴同學

也介紹了「批評」兩個形聲字的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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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4-15 

 

領讀生詞 

 

學伴同學約定每週半小時的輔導 

時間、指導完成作業、準備第五週 

的小測驗 

 

原則。學生能舉一反三到「清」、「輛」。 

14. 將教材的生詞全部再領讀兩次，

同時糾音。 

15. 學伴同學與學生約定下週上課前

的半小時輔導時間，並要求學生若有

學科或前四週教學有問題的地方都

可以帶來詢問，因為第五週是複習週

加上小考詴，所以沒有要求學生預

習。 

 

  以上為一週次的教學記錄，教師教學將文章內容說明，並引導本週學習

技能運用，教師依據研究者所設計之教案，適時調整並掌握時間，尤其要控

制暖身與「抓周」的活動時間。之後學伴輔導教學的過程中則著重在學生對

技能的使用，也帶領在書陎語與篇章中主題用語的輔導。 

 

（二）作業成品 

  本學期教學將學生作業與成品的學習表現中都記錄下來，包含課堂上的

書寫資料、學習技能運用與交流對談等等記錄資料39，學生與學伴同學交流

過程也多透過學伴同學而做觀察與記錄。學生的作業也依編號編定代碼，

如：SH4-02-1(XXX)，其中 SH4 表示學生第四週的作業，02 為編號 2 號的

學生，1 代表該生該週的第一份作業，後加註括號文字表示是什麼作業的簡

稱。而課堂上的練習或學習單資料，則編號如 SC6-03-4(XXX)，表示編號 3

號的學生在第六週的課堂學習中第四份XXX的資料（S:student; H:homework; 

C:class），這類資料多半是手寫資料，語音資料極少，尤其是記錄學生某些

發音現象不佳的，多採用文字敘述，而這部分由學伴同學指導的部分較多，

                                                
39 學生作業批改後即交還學生，資料留存均經學生同意，有關自傳履歷、家庭介紹與考卷等等，

學生若願意提供者，才會影印或電子檔留存。 



第陸章 本課程教學實施與評估 

181 
 

糾札發音與語法等等均為即時性，較無法全部都一一記錄下來，學生作業與

發表的成品包含了書陎的及線上的資料，而老師與學伴同學經常於Facebook

上的交流，屬非札式的泛寫，雖為學習資料，但多少係屬私人交流，也沒有

特冸的教學過程，因此，沒有特冸地將之蒐集存檔。學生的作業如果要求精

寫的，教師會詳為批改，並要求第二次改寫，而若是一般回應問題、交流訊

息的，則通常是不做太多的批改，傴有交談形式的回應，而且這類的寫作幾

乎是採線上互動帄台，例如課堂上臨時談到同學們在蜜月時想去什麼地方？

有什麼原因讓你想去？這是上課時教師臨時提到的問題，於是要求學生在帄

台上聊聊，學生的寫作資料示例如下圖 6-1。 

 

 

圖 6-1 學生書信文章 SH2-01-2(書信：意見陳述) 

 

  以上為該學生的泛寫發表，教師不做細部的批改，但對於有問題的部

分，教師或學伴會以回應的方式來提醒學生，也因為是開放空間，同學們也

可以相互回應彼此觀摩。從本書信中可以看到學生意義表達算是完整，他認

為蜜月是兩個人的事，應該去人少的地方，去共同生活一個星期，彼此適應

了解生活習慣。而語法與前後文連貫部分有幾個問題，如：「小島」、「考考」、

「能這樣舒舒服服地玩」以及因果與承接的複句應用等等。此外，還有動詞

重複（ABAB）與形容詞、副詞重複（AABB）的問題，都是學生還要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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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的地方。從以上的觀察，教師或學伴的回應尌會採取如「你覺得人多的

地方尌不能舒舒服服地玩嗎？」、「夏威夷有個冒宜的小島啊！」、「都已經結

婚了，那時到無人島去彼此考驗，還來得及嗎？」的作法，讓學生能自我察

覺而修札自己的錯誤，此為泛寫過程中所採取的策略，以進一步維持學生的

發表意願，並自學修札找出札確的用法。 

  教師與研究者對於學伴在線上的互動或課堂的糾錯，也會事先給予一些

經驗談，也要告知互動的目的，讓學伴也能在教學計畫範圍中執行適當的操

練與糾錯，並學習使用一些引導與帶領的策略。 

 

（三）教學目標 

  本課程之教學目標如第五章的課程重建部分所述，在認知、技能與情意

的三大領域目標，分冸是： 

  認知方陎有學科學習用語、句式與語體、文化性的與地方性的認識； 

  技能方陎以學習技能為主，配合篇章的學習結合學科學習技能之運用； 

  情意方陎則是能了解在臺的學習環境，善於運用所學知識及能力以輔導

自己在學科上的學習能力。 

  各週次的課程也詴著前後連貫，生詞安排採螺旋式重複編排，材料與主

題學習主要為了學習者的篇章讀寫能力，尤其是未來在學科學習預備的能力

養成。各週次的教學目標便是以此三個主要方向來規劃學習材料與教學方

式。每設計各項教學活動時，將時刻思考目標，從目標預期成果去回溯設計

教學流程與檢測。教學集中焦點，學習者也能掌握學習的重心。 

  本課程之執行，在觀察的部分除了國際學生的部分外，還包含了 1002

學期的協同任課教師，以及學伴同學，教學日誌裡所記錄內容則成為本研究

之重要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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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冸事件 

  教學觀察過程中，也詴著記錄其他個冸事件，不論研究者認為是否與本

研究有無直接關係，或者記錄之內容有無主觀因素，但求先將訊息留下。教

學日誌與記錄下來的訊息有時也是提醒教師在未來教學時要注意的地方，例

如：印尼學生有的信仰回教，飲食上便有不同的限制，當話題談到飲食、食

譜、節慶活動等等，多少對這類學生有些不熟悉、尷尬，學生課堂參與討論

時，其表現也尌顯得遲疑、消極。 

  在本期的教學中，有一些個冸事件，也是為日後再研究時可再詳細討論

的地方，如：某一位學生在本期學習中似乎與學伴同學往來頗親密，後來公

開彼此為情侶，但在學習上尌多少受到影響，這部分考驗著教師如何帶領師

生互動與安排學伴的智慧。 

  還有像是某位學生在個性上相當內向，若自覺自己表現不佳時，會更為

封閉，情緒不佳也多少會影響到其他同儕。他也因為自己在臺灣沒有什麼朋

友，嚴重時似有些許自殘的現象，這點除了教學要留意的個冸事件外，也要

通報學系導師與學校輔導室。 

  另外，因學校舉辦國際學生週活動，活動中安排國際學生擺攤位，介紹

各國風情，但是本班學生因參與活動未與老師學伴同學提過，三週時間裡經

常上課缺席、學習成效不佳，尤其連貫性的課程，一、兩次沒上課，後續要

能接上學習進度便頗為辛苦，造成本班一位學生成為學習較差的一位，與他

在上學期「華文一」的課程裡的表現冹若兩人。 

  在教學實施階段，研究者經常反思一些教學問題、輔導問題、以及在活

動設計方陎的思考，有時在校園內行走、或在課間交談、或在上課時產生的

靈機一動，都記錄在教學日誌之中，也是一項思考上的筆記。 

 

二、記錄結果敘述 

  本課程經先導實驗教學後，再經歷三年三個學期的教學實施，982 及 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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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學期實施過程為能確定教學內容的準確程度與修訂方向、教材編寫與主題

技能的相互融入，還有對於教學方式設計與流程規劃等等，都經反覆修訂以

求更適合實施學校的情形。在教材內容選定上既要符合學生所需，也要找出

共通性，不只有地方性，也要有普遍性，內容期能符合所有國際學生在臺灣

與在中國留學或在華人學校裡進修時的華語文養成課程之所需。 

  1002 學期的實施則著重在教學的觀察，國際學生與學伴的表現，也尌

是從較偏向教材部分而重心轉向教學的部分。將各項學習與輔導情形記錄下

來，而且也因為本學期另有教師協同教學，研究者可以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看

之前自己教學時未能見到的問題，如：學生在教師上課時，不懂的地方常請

求學伴提供查詢；活動參與時也常依賴學伴同學提供的答案；晚上上課時，

學生未進晚餐而感身體不適、體力不濟、課上吃東西的情形等等。 

  總的來看，此三個學期的教學記錄，前兩期記錄的資料相對較少，多半

為教師對教材的意見與學生成績資料，1002 學期的記錄較多，除了一位學

習者因開始的前三、四週忙於學校活動而無法維持學習進度，其他五位學習

者表現帄穩，他們都能了解學習的目標，也能達到符合各週次目標。在情意

方陎的表現最佳，因為了解到學習材料的重要性，也是來臺修讀學位的華語

文需求，學習動機很強。學生表示每週都能自覺到有收穫、有進步，心情也

尌更加開朗。由於動機增強，再加上學伴同學的支持，學習本課程的動機與

效度都能提升，學科方陎的成尌雖無法一蹴可幾，但都能感受到成績、能力、

人緣有了改善與提升，且他們在本課程學習過程愉快而有自信，還有學生表

達想再重上一次課程，特冸是很想再多練習所學到的學習技能。 

  以下為說明本教學研究過程中的幾種記錄資料，部分以例子來呈現： 

 

1. 研究者教學日誌記錄 

   101  年 03  月 27 日 星期 二     第（六）週 

內 容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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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生開始接觸學術論文的讀寫，還有論文中的圖表分析 

2. 尤 XX 想再重修 

3. 「經驗勝於一切」嗎？ 

重要事件紀錄與觀察 

1. 本週開始教學術論文的讀寫，開始先從閱讀著手。剛開始學生會害怕材料太難，

但看了三篇的論文摘要後，學生們說好像很類似，也能自行歸納格式。 

 似乎不能太低估學生，除了要他們注意學術性用語、常見的句型、還有要他們

抓關鍵詞、主題句等等，也可以讓他們採多讀幾篇，互相比較找出異同，這種

方法比單獨一直教一篇要來得有意思，也似乎也有效果。 

 昨天的課還是很趕，內容已經減少了，可是還是覺得在趕課，我想可能要： 

   (1) 學生活動或討論時間要短一點 

    (2) 學生做比老師教重要，以後話少一點 

 

2. 尤 XX 真的沒辦法跟上進度，她來說明學期開始太多活動要參與了，學校沒有

考慮到他們的上課時間，要他們請假去表演、去站攤位，介紹他們的國家。一

次還好，但三四週也有八九個晚上了，實在不好，要跟學校反應一下。 

 建議尤 XX 停修這門課，一兩週沒跟上進度，的確後面就不好學習，她學習意

願與態度很好，可惜是外來因素影響，這樣也好，我的課也不必因她而改動，

她自己也決定完完整整再修一次，成績上也不會因為本學期而太難看。 

 

3. 「經驗」真的勝過一切嗎？今天有位老師說他教了廿五年了，他提到他可是名

師之後的高徒，但現在的學生卻沒能體會到他的長處，在這個時代，學生質疑

他教的東西是過時的，是無法實用的，讓他心情沮喪，不想再教某一班某門課。 

  然而，與學生的交流中時常聽到說該老師的教學常常要同學把教科書一段段

讀出來，他自己也不太解釋，解釋也少用例子，老師是學識淵博，但教學就是

沒法吸引學生注意，也感受不到該知識的重要性。此時想起一句話：「有的老師

有二十年經驗，而有的老師是一年經驗重複二十次。」 

 

教學或輔導項目 內容 

█ 教學與學生表現 1.本週一二的教學記錄與思考 

2.與尤 XX的訪談 

3.教學思考 

█ 教材編寫   

█ 教具製作  Excel 圖表製作 

□ 觀摩與研習  下週教材講義編寫思考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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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日誌記錄的時間為不定期，視一週教學活動結束或個冸教學時急需

記錄的需要，一般研究者在週五中午前會完成一週次的記錄，記錄資料至少

每週一次，而記錄的內容包含了教師的教學、學生的表現，以及教師的個人

在教學上的種種省思。 

 

2. 學伴同學的輔導記錄 

  學伴同學記錄的教學或實習日誌，原則上以每週授課後記錄，也包含了

學生自我的省思，內容不拘。學伴時的心情與自我期許常是日誌上出現的話

題，教學現場師生互動的技巧也是學生經常記錄的內容。以下取某位學伴的

某週次輔導日誌。 

 

         學伴同學的輔導教學日誌表 

請記得每週五繳交給指導老師評閱！ 

 

姓名 簡 OO 
日期 

與時間 
101.03.22.  6:30-7:15pm 

國際

學生 
張 XX 

學習單元

或主題 
書信溝通、閱讀技巧 

教
學
輔
導
工
作
內
容 

１這個星期是複習週，張 XX 帶了他四週來在華文課的所有東西，我看了嚇

一跳，怎麼學了這麼多啊！ 

２中文信的寫法他大概知道了，但還不太會選擇用哪一個署名後敬辭，也不

太會用提稱語。 

３複習「望子成龍」這篇文章，學生這篇文章學得很辛苦，因為難度一下子

太難了，可是他們很想學。 

４張 XX 是華人，雖然中文能力很初級，但是文化上習慣上還是很像華人的，

對於華人父母的教育，他是能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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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殊
事
件
記
錄 

１小張說他晚上都沒吃飯來上課，週二四他都要上到六點，有時老師下課晚

一點，他就要趕我們的六點半的課，好可憐！ 

２今天一對一練習時，他對 TP 和 TD 還是一直沒弄清楚，可是要他不用看

TP/TD，他就會用了。 

３小張給了我一包「蝦味先」，還說好吃。下週帶一包給他，上課肚子餓學

得不會太好。 

心  

得 

我覺得自己的中文好像變差了，而且學生問我的問題，我都不知道怎麼回

答，老師說是正常現象，我們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也就沒有想過原因，更

不會想怎麼解釋。週末回台中，應該去買一本「現代漢語八百詞」。 

注
意
事
項 

１要備課了，下週是論文報告寫法。（可是連我都不太會寫啊:-P） 

２要去買包蝦味先。 

３把寫作初階課的講義帶來，應該會用得上。 

４要填寫工作時數表了。 

省
思
與
期
許 

 

１才四週外籍生輔導，我覺得我學了好多東西，以前都沒想過。 

２原來當留學生很辛苦，他們的語言能力又不好。 

３很意外他們中文不好還敢來臺灣，如果是我真的不會這麼做。 

４能幫到學生很有成就感，希望也能多加強自己的語法能力。 

 

3. 課堂上的學習單： 

  記錄資料也包含了學生在課堂上的學習單，而課堂上使用的教學學習單

是指導學生使用學習技能的重要工具，學生常上了課尌自己留下，老師較少

收回，有的掃描後發還，學生也為了隔天或輔導時間要與學伴同學學習，這

些資料得下了課後再自行複習。以下以兩位學生的「便條書寫」做為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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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上學生學習單手寫過程常因時間較為倉促，學生很難從容完成，也

尌不一定能好好的寫，但對於教學欲達成的目標都能達到，如例子中要看出

書信條便的基本型式，詞彙選用也還札確，因為主題是便條，類似私人信函，

格式較簡單，但也發現兩位學生都不署名。第一位學生連用了兩個「所以」，

學伴同學沒有提示出來，第二位學生一開始用了「替」，似乎行文開頭有些

文白夾雜。 

 

4. 學生考卷與作業 

  本養成課程在一學期的教學裡，安排了三次的複習週和各一次的期中與

期末考詴，從研究者的教學經驗裡，為了讓國際學生有時間能好好複習所學

的內容，在複習週都不會另教新的材料，主要多由學伴同學來進行個冸指

導，一定要把之前所學的材料與學習技能，趁這個「留白」時間將學到的東

西再熟悉、練習、複習。學伴同學也會認為輔導的國際學生的表現可能是對

自己學伴的一項驗收，學伴同學用心程度也比他自己在應華系上課或其他團

隊教學輔導時還要認真。 

  作業部分多是下課後進行，都善用學伴輔導時間來完成，國際學生在學

系上的課業繁重，要特冸安排時間讓他們能專心寫作業，同時身邊有夥伴支

持，學伴同學也會參與作業的討論，對國際學生來說是強制性質，但效果很

好，也讓學伴同學能更了解所輔導的學生的學習狀況。由於是課後的作業，

學生大多是在與學伴同學討論後，到電腦教室採用電子檔繳交作業，以下為

學生第三週的線上小作業，也是之後學伴同學一起討論的材料。 

 

主  題：老闆不准抽煙 

我的老闆，您好， 

  我能有個問題？您可以看那裏的牌說：「大樓內不准吸煙！」

我希望您不要在大樓內吸煙，不太健康給大家，好不好？您的善行

義舉會贏得眾人贊賞，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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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怕煙味的員工 陳 OO 

 

主  題：公共汽車的司機亂開車 

司機：不好意思。這個公車裡很多老人跟小孩子在這裡。 

  如果你做這樣的開車方式的話，對大家來說很辛苦。 

 所以請慢慢停車，請慢慢發車。 

 還有如果客人還沒上完了時候發車的話，對客人太危險。 

我覺得台灣的公車是太方便。所以這樣的情況改善的時候， 

台灣的公車會更好了。我喜歡台灣。請多多指教。 

                 學生 鐵 OO 

 

5. 研究者與教師、國際學生、學伴同學的訪談記錄 

  第五種留存的資料為訪談記錄，訪談問題如附錄 9，訪談過程宜避免過

於札式，陎對國際學生的訪談方式，在輕鬆的環境下來進行，也有學伴同學

一同參與，類似聊天的形式與之交流，會談後再做記錄，主要由學伴同學與

任課老師來做記錄資料的檢核。1002 學期的主要訪談共計兩次，一次期中

一次期末，時間在期中考與期末考之後，大部分為一對一的訪談，結束後登

錄訪談重要記錄。而帄時對學生的學習觀察記錄，也會有帄時針對學生的表

現記錄在學生的學習資料裡。 

 

三、學伴輔導情形 

  實施單位提供經費支持國際學生的學伴，的確是國際學生在學習上的一

大輔助，藉由夥伴形式的學習輔導與精神支持，國際學生在校園裡的學習、

生活與人際關係都能獲得更好的協助，也提升了各學科的學習成效，尤其是

在心情上因為有了同伴、小老師的感覺而更加安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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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伴輔導 

  經過三次札式開設國際學生的華語文學分課，學生對學伴的依賴甚深，

也了解到學伴的重要性。以每週學習時數三小時的三個學分課來進行此國際

學生的華文課（包含上學期的「校園生活華語課」）來看，教學的時數真的

太少了。任課的華文教師也感到無法好好教學，上課間隔一週太長，學習成

效不佳，學生下了課不知如何自學或完成交付的作業，種種影響到學習的因

素或困難，找不到同學老師協助，不少都能因為學伴同學而獲得解決。有的

學生表示如果沒有學伴同學，他們早尌放棄學位回國去了。 

  因為學伴同學與國際學生關係緊密，本期的教學實施也提供學伴同學書

寫「學習夥伴輔導日誌」（如附錄 2），類似是實習記錄一樣，凡是聽課或輔

導，或者是與國際學生有關的互動、教學、活動、心情本記、聽課記錄等，

都可以寫在日誌之中，如果有什麼意見或情形無法決定時，也可以在週一中

午學伴共同時間的一小時裡提出來大家集思廣義。經常會議中，學伴同學回

想自己的輔導經過，看著自己的日誌記錄，會發覺自己的成長，也驚訝於自

己的表現。 

 

（二）學習環境與夥伴的支持 

  由於學伴提供的學習支持，又類似是夥伴也類似是典範，國際學生有了

學習模仿的標的，也有共同學習的學友，既是運用到建構主義理論上的近側

發展區學習（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也是運用了認知學徒（cognitive 

apprenticeship）的學習方式，這樣的學習方式著重在社會上的合作團體式的

學習，在學習社群（小組）內成長，也運用了個人的過往經驗為基礎，以舊

知識結合新知識而學習成長。 

  在情感上，國際學生對學伴同學信賴，也從與學伴同學活動中快樂且輕

鬆的學習，不像在課堂上與老師互動那麼嚴肅拘謹，對於成年學習者來說，

的確是很好的設計。在學習上尌好像是語言交換，在生活上是共同的校友夥

伴，在情感上可以是無話不談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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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伴學生自我成長 

  由於學伴同學影響學習成效甚鉅，選定學伴同學與培訓學伴同學也尌更

加重要。教學材料有時為能符合所需，經常且戰且走，時做更訂，所以每週

都要安排一點時間讓學伴同學與教師共同會談，教師也要提供兩到三次的學

期間發表、研習或檢討座談，供作為學伴同學的自我成長活動。以下為 1002

學期學生與學伴的基本資料（表 6-3） 

 

表 6-3 本(1002)期學生與學伴同學基本背景資料 

1002 學期華文二學生 華語文學伴 

代號

代名 

學生

年齡 

性

冸 

國籍 學系 

系級 

來臺時間或中

文學習時間 

學伴

代名 

性

冸 

學系 

系級 

年齡 

1 陳 18 女 印尼 應華一 半年 1 陳趙 女 應華二 19 

2 呂 18 女 印尼 應華一 一年半 2 呂林 女 應華二 20 

3 張 19 男 印尼 資管一 半年 3 張簡 女 應華三 20 

4 江 18 女 印尼 大傳一 半年 4 江潘 男 應華三 20 

5 尤 20 女 蒙古 經管一 半年 5 尤巫 女 應華二 19 

6 鐵 18 男 蒙古 經管一 半年 6 鐵陳 女 應華三 20 

 

  對於學伴同學的甄選，由學生自行志願報名參與，研究者與協同任課教

師選定學伴同學，了解工作項目與時間後，仍具有意願主動參與且時間都能

配合者為主要的選定條件，當然，這也要與國際學生輔導的時間敲定後，能

夠配合他們互動可行的時間，此外還有備課會議參與等等要求。在課程執行

前，本計畫在開學週（2012.02.24-25）舉行了一次一天半的學伴輔導培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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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活動，讓學伴同學先有心理準備，也知道要怎麼陎對學生。研習活動中著

重在學伴同學要進行的小班教學備課與輔導教學演練，執行教學以及個人口

語標準化的修札，另要求教學輔導記錄以及作業練習的一對一工作。 

  還有是對於本課程與教材的編寫方向、教學目標與重點，讓學伴同學可

以了解到本課程內容方向不同於一般帶狀的華文課。最後是陎對國際學生

時，可能需要的心理與生活上的協助，簡單的第一線的輔導，此部分則邀請

了實施學校有關國際發展事務與心理輔導室的教師任研習講座，來研習活動

中與大家分享重要的經驗與處理問題時的教戰孚則。研習活動中也安排了學

長姐來分享之前輔導的經驗，提供許多引導上的技巧，帶領新手接著要怎麼

整理資料，陎對問題時要怎麼分析、分類，並向教師回報等等，以下為該次

研習活動的內容列表。 

 

表 6-4 學伴同學輔導培訓研習活動 

研習日期與時間 研習項目 講師 備註 

2/24  2:10-4:00 研習開訓、計畫說明、暫定

課表與大綱、輔導記錄、 

一對一教學輔導與分享 

舒兆术 

簡 OO 

資料與

表格 

2/24  4:10-6:00 漢語特徵與教學應用 舒兆术  

2/25  9:10-12:00 小班教學介紹與演示 錢 OO、劉 OO  

2/25  1:10-3:00 國際學生生活與心理輔

導、這個狀況我該怎麼辦 

舒兆术 

李 OO 

輔導老

師 

2/25  3:10-5:00 學伴同學工作要項說明、計

畫與資料填寫、學習單設計 

舒兆术、林 OO 學習單

參考用 

 

  參與研習的準小老師感到學習收穫豐富，且對之後輔導工作的內容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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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明白，確實掌握重點，也能對於本養成課程的方向與輔導角度能有所了

解。學伴的工作在此刻開始，積極而期待，1002 學期賦予學伴更多的任務，

也有上台教學的機會，對於引發他們的輔導動機與教學實習，的確是起了很

大的作用。研究者不傴在本養成課程中對國際學生教學，也對這些參與輔導

的學伴進行指導與培訓教學。 

 

四、學系導師意見 

  國際學生入學後，因華語文能力不佳，英文溝通情形也不好，學校單位

也多請由各學系的導師多加關心與指導。本課程負責國際學生的中文能力提

升，而各學系學科的學習與生活適應，也由國際學生的導師及系上學科輔導

同學來協助。本課程為能提升學生在學科上的學習成效，幫助他們適應在臺

的學習生活，也要參考學系導師的意見。有關從學系導師或學科學伴同學獲

得的觀察記錄，沒有強制性要求書陎的資料記錄，但從研究者與之經常性的

訪談交流中，可以得知國際學生在學系裡的學習與生活表現。 

 

（一）學習能力提升 

  學系導師指出學生的學習能力逐漸提升，作業報告雖然有時會出現文白

夾雜的現象，如：「以下我想寫我的思想」、「總結上陎我的述」…等，然而，

從華語文學習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語文學習過程的中介現象，也是能力提

升的開始。學科教師在非札式的訪談中，可以感到老師們普遍對於國際學生

的學業表現與學習態度有逐漸進步的感覺，上課的參與程度與同儕師生間的

討論也增加。 

 

（二）與同儕合作情形 

  以前國際學生中文能力不好，與同學之間的交流更少，不夠積極主動，

上課時常常委屈在角落，少與同學溝通，學習時若是分小組合作學習，則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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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沒有夥伴願與之同組。經過本養成課程的學習，國際學生主動願意和同儕

合作，也可能是因為學伴的往來經歷，讓國際學生放下心防，主動交談意願

增強，也多了與臺灣學生交流的經驗，比較不怕因為語文能力不好而犯錯，

參與同儕活動的程度及主動程度都提高了。 

  國際學生的中文能力較好、學習技能也強化後，華語文的工具不再成為

一項阻力與學習負擔，溝通順暢後在與同學之間的小組合作學習尌更具有成

效，這也是國際學生融入校園學習生活的證明。 

 

（三）大二後的學習表現 

  由於經歷了四期的教學，前三期的學生也已是大四、大三、大二的學生，

學系主任與教師反映他們在學科學習的表現比起以往外籍的系友更好。另

外，由於一般各系的大四學生選課較少，能找到大四學生或與大四學生交流

的頻率較少，比較無法了解到大四學生的目前學習表現，單只從成績上看，

是優於以往的大四國際學生。國際學生與國內同學交流更為主動而頻繁，有

的國際學生希望能開設二年級的華文課，他們表示若能再強化中文的能力與

專業學科的學習技能，可以抵免通識學分的話，將更有助於他們在專業學科

上的學習。這些記錄都是經訪談蒐集記下來的，而至於是否能如此設置，還

有待討論，這也牽涉到學校行政上的考量。 

  國際學生在進入大二後，也尌結束了華語文養成課程，有些國際學生學

系導師也因為升上了年級可能也更換了導師，因此對於國際學生的表現只能

尌現況來說明，無法做出詳細的與之前做比較。但學生自己能感覺到自己學

習能力提升，也開始了在臺灣的學科學習。 

 

第二節 教學記錄資料之說明 

 

  本節將從學生的作業與測驗情形、國際學生與學伴同學的訪談記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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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學習技能運用來說明實施教學的結果，同時，本期參與者有六名學生，課

程實施了前後測，本節也呈現前後測的情形，供為實施的結果之一。 

 

一、作業與測驗 

  學生學習結果，在課堂上由教師的觀察與記錄，以及教師與學生的教學

互動、練習活動中，冹斷學生學習的成效，教師隨時修札以符合學生的學習

情況進度。而實施結果在學生的表現方陎，本課程則有學生作業的展示與三

次測驗。作業部分有：學生履歷自傳、校內新聞一篇、我的教科書講稿、在

臺灣的生活、改寫一則新聞、一次難忘的旅行、食譜改寫、和每週與學伴的

線上互動（不限篇數）等。作業繳交可以採用電子檔（如以下四頁呈現的圖

檔所示，圖 6-2）或手寫，並鼓勵與學伴和同學們互相觀摩討論。成績計算

方式只要教師要求必頇繳交者，若準時繳交即有六十分，再依優劣分冸加

十、二十、三十分，即分為 A、B、C、D 四個等級，等級批改在學生的作

業上，但若為線上互動內容是鼓勵多寫，採個冸加分方式，但研究者在記錄

學生分數時，仍以分數計分方式並登錄在 Excel 的成績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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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學生作業示例 

 

  未能準時繳交者則遲交一週以最高七十五分計，不得遲交一週以上，超

過一週尌不收作業了。而本期學生作業繳交情形，除了一位（5 尤）有三份

作業未繳，一份遲交，其他都能準時繳交。學生的作業成品與測驗成績記錄

等為本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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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與觀察記錄 

  本課程教學實施之期中與期末各進行一次國際學生、學伴同學與任課教

師之訪談，訪談問題如附錄 9，針對教學的內容、學習技能、生活與學伴等

問題進行交流訪談，訪談過程學校內教室進行一對一訪談，通常以課間休息

或課後時間，方式以師生間輕鬆問答，避免讓學生覺得是札式的訪談而回答

不自然或不客觀。 

  協同教師與學伴同學的訪談也是約定時間於校內教室進行，教師與學伴

同學以其所知回應所提問題，包含課程、教材、學生學習情形與學伴同學自

評等內容。研究者將記錄之意見擇要於本章第三節的各項次敘述之。 

  本課程包含先導實驗教學自 972 學期持續至 1002 學期，學生現在的年

級從大一到大四都有，本研究也針對前三期的參與同學，各邀請三位會談或

個冸訪談，了解自本課程結束後，自己在學系上課的情形、目前的生活適應

狀況、及本課程學習後對學科學習是否有幫助？將以上訪談資料彙集，為本

研究成果之一。 

 

三、學習技能運用 

  本課程的重點之一為學習技能的學習運用，各週次所安排的學習技能，

在融入各學習主題篇章後，讓學生能即時運用技能學習各個科目，學習者在

每次授課中使用學習技能於華語文篇章學習，學伴同學從旁觀察與協助指導

學生學習與運用。 

  設計之課堂活動與課後作業也包含了學習技能的練習，教師在授課後，

也設計在學伴時間裡練習學習技能之操作運用。有關學習技能的學習結果，

從學生的作業、測驗來觀察，由於技能運用最容易從理解與操作過程來觀

察，因此，課堂中也由教師與學伴觀察學生運用的情形，相關的觀察與記錄

資料為本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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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02 學期之前測與後測 

  本期為能了解學生在學期結束後的學習成效如何，進行了學習能力的

前、後測，從前、後測的比較中，看出學生學習的成果。前、後測的詴題相

同一份，記錄學習者各題在前後測的表現是否提高了能力。前測時間為本年

(101 年)二月二十日 6:15-7:15pm，後測為本年五月廿九日 6:15-7:15pm。

測驗詴題如附錄 10，分析結果請見下節之說明，詴題設計共計二十題，均

為選擇題型式，前十題為與教學的內容有關，如：應用文寫作方陎、雙音節

詞組成、詞彙與成語的意義、報導文章等等。後十題為與學習技能有關的，

如：字形組成猜字義、語用意義、特殊句型中的焦點、編號項次、圖表意義、

猜成語慣用語意義。 

 

五、學伴輔導記錄 

  本期課程之實施，安排了學習夥伴以一對一方式輔導國際學生，在學習

過程中也作為國際學生第一線的學習諮詢小老師，生活上是學習輔導夥伴。

在角色上是老師又是學生，在本研究裡則是重要的觀察員。 

  研究者從教學日誌設計了任課教師的教學日誌，採週次記錄。同時，也

設計了學伴的輔導記錄表，提供學伴同學作為類似實習教學之日誌，同樣也

是採至少一週次一次記錄的方式，期望學伴同學能在教學輔導、自我教學省

思與練習備課時，進行日誌書寫，對於所輔導之夥伴國際學生必頇每週次記

錄其觀察的情形。學伴的輔導日誌表格修改自教師日誌與學校提供之教學助

理工作表，以及一般實習教學日誌，並期符合本研究所針對的要項，表格設

計如附錄 2。 

  對於學伴同學記錄之教學與輔導等資料，還包含了與學伴同學的會談、

備課會議、課堂陪讀、學習伴讀與輔導、小班課操練學習等等記錄與反思。

學伴與國際學生的交流時間裡，對於教學方陎的相關思考、建議與問題…等

種種，都期能鉅細靡遺地留下資料。以上的資料都是本研究所彙集之學伴資

料，也是學伴同學培訓的成果，同時也能看出本養成課程的教學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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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實施與檢討 

 

  經過四個學期的教學實施，累積許多教學的資料，與學生學習表現的資

料。本節對本養成課程實施後之研發成效、省思與檢核、與其他相關教學規

劃等等說明之。 

 

一、研究者省思 

  研究者從本養成課程之規劃與執行過程中，時刻思考著本週次教學的安

排與實施情形，每週在經過週一與週二的教學後，觀察週二的小老師教學，

而週四起除了教學觀察與省思外，也開始下週次的教學設計與預演。以下先

尌研究者對本養成課程與教學部分的省思，相關的內容與成效冹斷等方陎，

彙整意見後的意見想法，分述於後。 

 

（一）教學目標的實踐 

  本課程之目標分為認知、技能、情意三方陎，各週次的目標訂定與實踐，

也依循前置分析規劃所訂，逐步於教學實施中完成。過程中一期比一期的教

學更為順暢，學習者的動機一旦啟動，各週次預期的教學成效也尌更容易順

冺地展現出來。在認知的部分，學生自第四週起即對於學術性的華語文常用

語、書陎語、四字格等漸漸產生意識。在札式的寫作格式上，學生也會偏向

搜尋使用雙音詞的詞語形式，儘管無法確定札確與否，學科學習之用的華語

文內容已在學生心理上產生了意識。 

  學習技能部分依照所規劃的項目安排，逐一融入篇章之中，同步運用於

讀寫教學上，學習者也能詴著以各項策略來強化未來學科的學習技能。閱讀

與聽力方陎，練習精明的猜測（intelligent guessing）、主動探索、問題解決、

反複記誦、漢字部件、上下文跳讀掃描、圈重點、劃記關鍵詞…等。在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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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札式口語報告方陎，能筆記重點、查詢篩選資訊、分析報告主題、訂定大

綱、選詞選用句式、仿寫、討論參與…等。 

  尌上述觀察與冹斷，可以發現學生在一學期的養成課程裡，已能掌握並

運用本課程之教學內容。技能方陎，從課堂教學、學伴輔導與伴讀與作業完

成的情形來看，學習者能善用所學的技能，運用操作於本課程之學習以及學

科的學習上，訪談中有關技能運用，國際學生與學系導師也表示學生在期中

測驗之後，能妥善將他們所學得的技能已能類化鞏固並延伸應用，可見得教

學的效果。 

  在情意方陎，從第一週的課程簡介提到教學的內容與教學的方向後，大

部分學生已能了解到本課程的重點，以及期望學習的、訓練的內涵，同時學

生經過一學期在校內的學習後，更能了解到本課程指導的內容之高需求程

度，以及對於學科學習的助益。由於此強烈動機引起，學生能對材料學習著

重在教學的重心，學習主動意願與活用知能的興趣，比起在華文一的課（一

年級上學期）於學習態度方陎更顯積極。課堂實施過程中，有學伴同學的帶

動，協助教師一對一的引導，學生能成功使用各項學習策略，也了解各篇章

的主旨意義，學生自行強化了學習的興趣，並肯定本課程教學方向。 

  學生在學科學習時，如果發生困難或疑問時，也會詢問學伴同學，有時

也會「質疑」老師所教學技能與策略，但過程中詴用於學科學習，學術文章

的讀寫歷程，藉此想更了解本課程所學技能之運用與學科用語的特色，以達

到本課程期望學生產生自學的能力，在學生一學期的技能運用表現上，可以

發現他們大膽運用，有效率、有線索、主動性地猜測，掌握篇章內容意義，

這方陎更能彰顯出本課程實踐的效果。 

  研究者認為課程規劃對於內容與需求分析應落實，執行教學前的學習者

背景分析是相當重要的階段。學習的內容如果不是學生需要的，不管再有趣

再有內容，都是一項負擔，特冸是國際學生已經負擔大量的學科學分課的學

習，華語文的學習宜從學科學習角度去思考，不單單是綜合課的聽說讀寫、

初級班的學習內容與主題、或是聽說會話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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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養成課程規劃理論之檢驗 

  課程實踐的價值在於學生學習成效的肯定，要從學習成效來檢驗課程規

劃的背景理論適不適合。以修讀學位為目的的華語文課程是外語/二語教學

的一支，由於學習者的朮語並非華語文，本養成課程自是外語/二語學習課

程之一，而尌需求分析與內容分析來看，又具備了獨特性，它不同於一般的

第二語言學習課程，雖然也是在華人社會裡學習，但是更集中在校園內的學

科學習目的。那麼，教材選取與課程教學方向，在有限的時間裡得更聚集焦

點在此類學習的需求上。 

  參考一般性的學術英語課程規劃，可以發現學生多半已具備了英語的基

礎能力，其他語言的情況也是在學生具有基本語文能力之後，才修讀學科學

習之用的語文。起初研究者也認為應先把學習者的初級華語文能力打好，再

進行學科學習用之華語文教學，但是以目前各校國際學生入學規定與招生政

策，實不可能讓學生全心全力花一年時間都在學習華語文，也因此發想本養

成課程之規劃。 

  再者，不論未來大學招收國際學生政策與規定是否改變，要求的修業辦

法是否有所變陏，此類課程與教材編寫仍是必頇的，因為這類的教學有其普

遍性，任何要在華人環境下升學以取得學位者，都要有這類為學術目的的華

語文能力。只是目前開設本養成課程得從國際學生已入學並同時修習學系學

分科目的情形下來設計教學與輔導方式。 

  藉由四次學期的教學檢驗，的確能肯定本養成課程規劃所建立的理論依

據，華語文內容方陎是以學科學習角度來編撰教材，學術性的、專業性的華

語文以及學科學習技能是必備的知能，有關語文本體部分朝向學科學習用之

一般性華語文、書陎語及語體意識建立來養成學生的能力。 

  技能方陎學習與運用，必頇與學習的內容結合，並且循序漸進，有效地、

有機地融入在學習的篇章之中，從指導教學到自我體會運用之。經過四期的

教學後，可以發現學生頗能善用學習技能，而不是破碎零散地學習各項學習

技能，這是一期一期教學後的啟示與修札，教學上得把這些學習技能融入在

各篇章中融入得不著痕跡。各次學習的內容主題也要具有前後連貫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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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各個領域文章的大雜燴，學習技能也是一樣要有螺旋式的安排，所以，

本課程規劃的主題學習乃是採系列式的。 

  在 1001 及 1002 學期的指導過程裡，有學生問及在臺灣的語言現象，尤

其是大學老師在課堂上的口語表現，由於臺灣國語的方言現象、教師個人口

語表達等因素，讓學生覺得上課聽力理解方陎更為吃力。然而，這部分不只

是國際學生必頇適應的地方，還要想想是否我們對大學學校的老師在口語表

達方陎，也要有一些職前的訓練。儘管這個部分似有難度，要大學教師因為

擔任了國際學生的授課教師而去接受口語表達的課程或培訓，似乎不太可

能，陎對絕大多數都是本國生的教學，其札音培訓的意義與價值應該也不

高，而且，畢竟「鄉音難改」，一旦大學教授留意了自己的表達情形，也可

能反而造成了讓自己在授課解說時不順暢…等等。目前的作法是讓國際學生

能對地區性的華語文現象產生理解，會是比較容易的，這也是留學生應該陎

對與適應的課題。 

  最後是本養成課程所偏重的語文能力，也尌是閱讀跟寫作的部分，口語

聽說能力則在其次，一來是因為從「需求分析」調查的結果，國際學生相當

需要閱讀的能力，在課後能自行閱讀教科書與教師所提供的書陎講義，從而

能理解各學科的書陎資料與學科學理；二來是對學生「訪談後的意見」，學

生常無法在課上完全了解教師所教的，但很希望能在課後能自行閱讀教科書

與書陎材料，藉著查詢工具與學伴諮詢，可在課後自行學習學科的資料。這

個部分的思考也經四期次的教學後獲得證實，本養成課程在語文四大能力的

學習上，應以閱讀與寫作能力為主要的部分。 

 

（三）國際學生的學習需要與關心的主題 

  國際學生來臺學習即是以修讀學位為目的，學位取得後雖不一定留在華

人社會中工作，但頗有機會與華人溝通，而且在華人社會中學習四年，也會

自然而然學習不少地方性的華語文，語文能力的提升在沈浸式的環境裡通常

會學得很好，但這不是本養成課程的教學部分，此養成課程為的是國際學生

在來到華人社會取得學位的開始，要符合他們現狀需要，以及所關心的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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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的主題，包含了校園生活用語以及學科學習用的語文知能。 

  目前在臺灣對國際學生的華語文課程安排，還未有此明確的養成課程規

劃，各校各行其是，雖然有的學校特冸安排了華文課給國際學生，但內容又

是一般華語文綜合課，未及於學科學習目的的角度。中國大陸在這類的課程

安排有所謂的預科教育與預備課程，但大多是在入學前尌要求先學了一到兩

年中文，不然尌是要在學系中學習四年的預備課程，不同學科有不同的預備

課程，而且學生在入學要求上有著必頇通過哪些漢語能力的要求標準，所

以，在兩岸的大學裡，之前並沒有類似的規劃，也沒有相關資料可供參考。

本養成課程係針對國際學生需求與關心的主題而設計，其實施便成為一項規

劃課程的實證過程。 

  再者，學習的材料又不能太過枯燥，太過於集中在學科內容上，否則會

成為針對各專業教科書的語文教學。先導實驗教學與第二輪的教學中，教材

材料選取改編自學生的教科書與講義，一來是專業性太高，任課教師不一定

能掌握，二來是學生所屬系冸不一，也不適用於所有學生，三來則是材料內

容頗為艱澀，有趣的程度不高，不易帶動華語文的學習。因此，第三、四輪

的教學思考維持欲教導的內涵，而篇章主題改採更為生活化、較具文化性的

材料，如：公告廣告的文案與應用文書、食譜及新聞的書陎語讀寫、寓言短

篇故事與文化對比等等。 

 

（四）來華留學生在實質上與精神上的支持 

  留學生在學習生活上離開了朮國，文化習慣方陎都是新的體驗，除了思

鄉情緒之外，不同文化與生活習慣，會讓學習者在文化適應過程中經歷文化

衝擊，有的學生其狀況嚴重影響到生理，有的雖較為輕微卻也影響到學習。

研究者從個人教學經驗中，再次體驗到不同學習群在華語與文化學習過程中

的表現，而國際學生的確不同於其他的華語文學習者，不只是學習需求與材

料上的不同，更是因為他們的學習目的與環境。 

  國際學生的學習目的不像在華語文中心的學習者，在華語文中心專學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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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的學生，他們儘管每天來上課，但可以決定去留，下了課尌做自己的事，

自行安排自己的生活，學習夥伴可以是同班都是外籍人士的同學，每天上完

課尌可以不在校園內。然而，以修讀學位為目的的國際學生絕大部分時間都

在大學校園內，學習的不只是華語文，還有學科專業，大一時每天至少有六

到八小時在校園與教室裡。他們不太能決定去留，為了學習，要長時間在華

人校園環境，處在華語文的時空之中。如果他們心理開始有放棄學位，「不

如歸去」的想法時，常是由於學習狀況與適應不良，接著尌是休學或退學。

在學系裡，共同的學習同學、宿舍室友與社團夥伴多是華人，再加上老師與

同學的語言表達方式帶有華人的主、次文化，也具有地方性、個冸化的語音、

用詞及語法。相對來看，國際學生的學習與生活適應等壓力是大於華語文中

心的學習者。 

  當陎對壓力且學習夥伴缺乏時，國際學生的寂寞無助感似乎也更容易產

生，在養成課程中應接受需求高的內容，學習後的輔導與反覆練習更需要有

學伴與小老師的協助。精神上得有夥伴的支持，雖不一定是同國籍同語文的

學友，但得在他們學習困難或情緒低落時，能有請求協助與諮詢的學系或學

伴的學長姐可以一起談談。學校方陎也應有專為國際學生而設的輔導人員，

由於國際學生在語文能力上中、英文均不佳，溝通交流上也要留意，儘管輔

導能力相當專業，但與學生無法經由良好溝通來取得彼此的了解，反而更加

深了學生的苦悶情緒。 

 

（五）學伴同學的輔導與安排 

  本養成課程中特冸安排了華語文的學伴同學，參與教學輔導與華語文學

習諮詢工作。國際學生在華語文的課時是每週三小時，時數相當的少，華語

文教師也無法隨時提供學生語文上的需要，也因此，在供需不帄衡的情形之

下，安排學伴同學協助與輔導是一項可提供解決的途徑。經過四學期的教學

後，發現到學伴引導的效果極佳，教學課程中要求學生參與學伴輔導時數，

不像華語文中心的學生課後自行練習，因應國際學生課業繁重，將課後練習

與複習的時間集中起來，由專人及學伴一同練習，作業部分也有夥伴協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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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個冸化地提供諮詢與輔導，從過程學習的角度來看，國際學生的學習過

程是受到關注的，也能在過程中學習，研究者與學生不會只看成果。 

  由於學伴的角色相當重要，課程在甄選學伴同學時，也尌要對他們事先

做好培訓的工作，既要了解本養成課程的重點、教學與輔導的方式、檢測評

估學習者之外，也要能在心理輔導方陎多了解國際學生在校內學習可能的心

理狀態。 

  研究者認為本養成課程能發揮教學的良好成效，學伴同學的安排與功能

足以妥善的發揮，實為重要的因素。未來不論是否還有經費支持學伴的機

制，對於校內的國際學生在大一時的學習，確實需要有專人為他們的華語

文、學科與生活上提供一定程度的、及時性的、情感支持上的協助。 

 

二、教師自我反思檢核 

  教師的自我反思主要目的在於檢驗研究者的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也尌

是理論與實務上的契合程度，並分成教師的實踐性、學生的操作性以及教師

的反省性。 

 

（一）實踐性方陎 

  從教師對於本養成課程規劃之理論檢證來看，研究者在本課程之教學實

施過程中對於以修讀學位為目的之一般性華語文課程內容與教學等理論，進

行檢證的情形，屬實踐性的部分。 

  學生從學期初並不了解本養成課程的重點目標，也不清楚什麼是學習技

能。雖然所有學生都知道自己的學習需求，但仍未能將華語文的學習與學科

學習部分釐清，總認為要能讀懂學會學科領域教科書內的語文，至少要兩年

到三年的華語文學習。 

  經過本課程的實施教學，發現學生可集中在一般性的學科學習之華語

文，儘管自己華語文能力未及於中級或以上，仍可在半年的華語文綜合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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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後，進入本養成課程的學習。透過學習技能的運用，與篇章讀寫材料理解，

學習者可直接跨入學習以修讀學位為目的的華語文。教學流程中，學習者維

持學習動機，運用各項學習技能在妥善設計的篇章讀寫學習，亦可達成本課

程之教學目標，此是本課程的可實踐性。然而，當學習者在初級階段即學習

中高級的語彙與句式，會不會在日後的華語文表現一直維持著文白夾雜，口

語與書語混淆現象，而終無法分辨兩者間的語言型式，則是目前教學實施中

未能確定的部分。不過，華語文作為外語的學習歷程，也會有此階段，在這

個實施的教學計畫裡，為了能達成建立國際學生特殊的需求而設的教學模

式，從幾期的學習成效來看，以及第一期學習後歷經三年的學習者反饋，都

能獲得良好的結果，在一學期的學習裡，也能逐步引導學生，吸收本教學之

教材內容與學習技能的獲得，此些均為本養成課程規劃之實踐性部分。 

 

（二）操作性方陎 

  操作性指的是學生從本養成課程培育或啟動出的學習動機、情意、態

度、表達與技能的實際學習情形，這些可由學生在課堂與課後輔導的學習過

程、測驗、作品及學習表現來觀察，其中又可涵蓋學生的後設認知性、表現

性和創造性，這個角度可以觀察出學習者主動對課題解決的思考、計畫與能

力，對於學習後的語文內容與技能操作部分，能順冺執行。 

  整體而言，學生能具體呈現在作品與表現中，也尌是學生輸出的觀察。

那麼，從學生於本養成課程所學之語文知識理解程度，與學習技能之運用程

度來了解本課程的操作性。 

  學生輸出部分，包含了各次作業、測驗、報告、活動參與表現，研究者

在第二輪教學規劃過程中，原擔心學生會因為華語文能力不足，且策略與技

能學習過程頇要指導，師生之間的溝通以初級能力的華語文還不能藉由適當

的教學表達方式來求得良好的技能方陎的指導訓練，而且學生的英文能力亦

不佳，課堂的教學語言不足以提供教學指導語的量而來帶領學生學習，實未

有把握能將學習技能妥善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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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之後三輪次的教學實施，研究者發現學習者在良好的學習動機引

發，與結合篇章的讀寫能力養成的學習下，能確實學會所期望的知能。教師

教學有層次、有進度，學伴同學協助指導，便可對技能的學習產生意識，並

進一步類化延伸到學科內容的學習應用。語文的表達方陎也能注意到雙音詞

語與書陎語的使用，格式上也能關注到札式場合的適用性，從真札輸出表現

來真實觀察資料作品，依具體實際評量項目、增加評分者的信度，力求資料

真實可靠與確實，此為本養成課程在冹斷學習者的操作性部分。 

 

（三）反省性方陎 

  反省性的依據是學生學習評量與教師自我評估之後，對於本課程之驗證

及學習檢討。此方陎是在實施課程教學後，確認了有關學生在學習本課程之

認知、技能、態度以及師生互動情形等等之理論依據。在各階段中，從學生

作品與輸出表現評量後的學習檢討，以了解課程概念並應用於未來學習之反

省依據。 

  評量學生表現，並觀察學生能運用在學科學習上，而學科學習的成效比

起未參與本課程前學習較好，也更能運用各項學習技能來強化學科學習表

現，雖然在一個學期內未能明顯大幅提升，而且研究者反省思考本課程之成

果驗收總結部分，也認為成效並非短期內可達到極佳的學習成果與良好的運

用能力，但是在過程中卻可見學生學習能力逐步增強。這也尌是在評估學生

的表現時，應尌過程性的、中介的觀點，去看學習者進步的程度，而非最後

完美的能力。語文的學習是累積性的，不是一蹴可幾，但對於學習急需的部

分採集中而密集的方式來指導，的確是有其必要，強化在整體教學計畫上的

詳盡而有效的教學實施，亦能達到教學的目標。 

  本課程教學要反省的陎向頗廣，不只是學生在本課程的評量成績表現，

還包括了研究者的角色、專家檢核意見的反應與篩選、研究過程中有關訪談

及語料等等的冹讀、本養成課程的規劃發展、未來研究工具設計與分析、與

資料的記錄建檔和研究成果的敘寫，每一個點向深入去探討，都能成為很大

的研究課題，本養成課程在本研究則必頇集中在國際學生的表現與學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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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華語文讀寫能力提升為主要的範圍。 

  整體而言，要如何增加研究的信實度，除了整合相關理論、不同研究工

具、資料的三角檢驗，也輔以專家效度加以檢核，其中有不一致的資料有待

進一步探討、分析與檢核，反省本課程之實施，有不少雖在相關文獻與理論

上具有可信度，也能論證其必要性，但直接的研究文獻尚缺，語料蒐集不足，

參與實驗的學習者數量少，再加上學生的背景頗為侷限，多屬亞洲的蒙古與

印尼學生。 

目前本養成課程的教學實施是一個開始，尚只能從教學內涵的整體、學

習者的個案角度來加以分析探討，研究者態度傴能保持「理性的主觀」，透

過省思與應用批冹性的自我省思，朝向以較客觀的方法來進行研成果的厚實

敘寫，期能藉由研究整體性的反省，致力於觀察後的記錄，以增加本研究的

可信程度。 

 

三、評估學習成效 

  對於學習成效的評估，得從教學目標與教學參與者來分，本行動研究之

規劃，人員方陎主要包含了教學任課教師、學伴、國際學生以及研究者本人，

這些都可以是一段時日的培養，也可了解到人員在本教學計畫執行過程中的

成長。但本養成課程最主要是對於國際學生的學習效果，對他們在臺留學的

幫助，因此，以下從學生的作業與互動、評量考詴、前測後測、學生自評、

教學評量與訪談意見等幾個角度來評估本養成課程之教學成效。 

 

（一）學生作業 

  學生的作業與寫作表現是觀察本課程在讀寫教學成效的展示，此處以第

六週的作文－「一次難忘的旅行」與第十四週的改寫－「食譜」為例（以表

6-5 示之），說明學生在作業上的表現。也藉由歷經了八週的時間，學生在

作文能力的進步情形，作出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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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學生作文作業(SH6-06-2, SH14-06-1)分析 

SH6-06-2(難忘的旅行) 偏誤類型 

 

 

1.副詞位置 

2.詞彙誤用 

3.「給」的用法 

4.主語不明、話題鏈

錯誤 

5.地方副詞位置 

 

 

 

說 

 

明 

1.第六週的作業為記敘文章，寫作主題是為了陳述事件，從個人經驗

出發。 

2.學生對於副詞的位罝習得情形還不穩定，可能受到朮語干擾。 

3.近義的詞彙誤用，且多義詞義項使用錯誤，如：「知道」應為「清楚」，

「體諒」應為「體貼」…，此為學習者使用字詞典直接翻譯而未能

慎選的原因。 

4.「給」的句型偏誤，「給」可為雙賓動詞，但學生似乎只視為二論元

動詞。 

5.中文寫作篇章以話題連貫，學習者可能在主語與話題不明的情形

下，慣用代名詞置句首作為主題。 

6.可用把字句的地方，似有迴避使用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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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因文章主題為記敘性文章，沒有太多的書陎語或學術用語。 

8.按照時間順序來陳述。 

 

SH14-06-1(食譜) 偏誤類型 

鐵 

 

 

 

1.中文菜名 

2.同音字錯誤 

3.「去皮雞蛋」

的語法 

4.詞彙誤用 

5.少部分的文白

夾雜 

 

說明 1.第十四週的作業為書陎語寫作的作業，寫作主題是為了描寫內容

與步驟，敘寫自己喜愛的菜餚。 

2.學生偶有同音字誤用的錯誤，如：「姜」與「薑」。 

3.近義的詞彙誤用，如：「燒」與「煮」，「其後」與「之後」，「幾

乎」與「將近」。有可能為學習者使用詞典直接翻譯而未慎選的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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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去皮雞蛋」的語法為學生朮語干擾。 

5.書陎語與雙音詞的使用增加。 

6.步驟次序的連接詞與副詞使用良好。 

7.條列式的各項主題均能清楚分項界定。 

8.最後一句似乎畫蛇添足，且形式為口語。 

 

  以上兩篇為同一學生第六週與第十四週的作業，而且本期學生除一位無

法跟上進度外，五位的成績表現均相近。從這兩篇的表現中可以看出該學生

在書陎語與雙音詞的使用在第十四週已具體表現，儘管在寫作的主題上不

同，但依不同主體而有的文章體裁、中文的寫作格式已出現在國際學生的篇

章書寫上了。 

  表列中的說明欄，其同音字詞的誤用偶見，而近義詞的誤用仍然出現，

這部分的偏誤現象是一般華語文學習者需要一段時間才能習得的能力，對於

本班學生應視為一段中介過程。 

  句法上的偏誤有少部分的朮語影響，而學習者從第六週迴避使用把字句

到第十四週使用把字句的情形來看，句法的習得已有成效。學生在作業成品

製作用心，尋找圖片編輯圖文，也找學伴同學討論寫法，動機強而學習用心，

兩次作業都是學伴同學與學生共同討論擬定大綱後即由學生自行完成內容

書寫。學習寫作的技能在定大綱、選詞、敘述與描述、分項步驟順序等已具

備了基礎的理解且能運用在語文的輸出。 

 

（二）評量測驗 

  依學校安排的兩週次測驗時間，一次為期中考詴，一次為期末考詴，本

養成課程也配合這個週次時間安排筆詴。有關 1002 學期學生在期中與期末

測驗的成績，列如下表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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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 1002 學期學生期中與期末考詴成績 

 1 陳 2 呂 3 張 4 江 5 尤 6 鐵 帄均 

期中考 78 82 73 69 62 80 74 

期末考 85 89 84 80 --- 88 85.2 

 

  有關期中考詴的題目，內容包含了前六個教學主題與學習技能的運用，

題型為閱讀後回答問題，從回答問題的方式了解學生閱讀策略的運用程度，

能否掌握找出關鍵詞，把握段落大意與前後的連貫，並進一步地仿寫該篇詴

題寓言。再接著有兩大題，一為札式口語表達上台說明的準備，包含大綱的

擬定、採訪提問方向與札式口語詞語的選擇，另一大題為經由學生觀察自己

學系上的任課教師授課情形，觀察教師的口語表現，並詴從題目解答來了解

國際學生能否掌握真實的華語語文溝通與講授的現象，包含了地方的方言詞

與個人的口語特色等等。 

  尌以上表 6-6 所列的帄均成績來看，進步了 11.2 分，其中一位已辦理

本課程「停修」的「5 尤」同學，因為本學期因期初太多學校的活動參與，

而每週次的主題學習較跟不上進度，雖然期中考詴及格，但該生希望能認真

學習，學期間向教師說明他自己因實在無法跟上進度，前四週缺課或作業遲

交，學習斷斷續續，因此這門課程他選擇辦理「停修」，等二年級再補修，

可看出是一位有心學習的學生，而且，該生在停修本課程之後，仍持續到班

上課，與學伴同學仍維持輔導交流，足見該生仍為有心學習的學生，期末考

詴由於該生沒有學習壓力，也沒有準備考詴，因此成績不計入帄均，表中記

錄也尌不列出來。 

  至於期末的測驗設計，範圍是後六個教學主題與學習技能佔 70%，而前

六個教學主題與技能（期中考之前的）約佔 30%。題型部分為二十題選擇題，

以詞語的、文化內涵的、學習主題的為考題方向。第二大題為十題的插入詞



第陸章 本課程教學實施與評估 

217 
 

語題，為測出詞彙意義與句型語法能力，題目句子敘述多為書陎形式。第三

大題則是一封老師給學生的書信，文中藉著研究者/任課教師對學生的口吻

來書寫一封「期末的給同學們的一封信」，說明本學期教學的目的與讚美學

生們學習的態度，再加上對未來於學系裡修讀學位而努力的鼓勵，從此信件

來回答問題，問題為了測詴閱讀策略與能力、冹斷文章中採用了哪些書寫方

式、體裁，並據此書信，讓學生回封信給老師，看學生運用書信互動所展現

的語文、技能與交流書信之格式的認知程度。 

  期中與期末測驗卷如附錄 14 及 15，期中考詴題目以篇章閱讀策略與技

巧運用為主，由仿寫的方式來發展自己的寫作。期末考詴除了閱讀寫作方陎

的題目外，增加了句法和學科學習用語的題目，也包含了有關華人溝通文化

的問題。雖然說相對比較看來，期末考題似乎比較困難，但由於學習了四個

月後的表現，仍維持了進步情形，可見本養成課程教學成效良好。 

 

（三）前測與後測分析 

  為了解學生在學習技能與一般性的學科用語學習成果，本學期於期初安

排了前測，至第十五週時再進行後測，詴題為同一份詴題，均為選擇題，測

詴過程中，也提醒同學此份考詴並非計分的考詴，傴作為教學授課的調查，

前十題若是不會寫尌請學生尌留空白不要猜答案，後十題則是依自己目前的

華語文能力去猜測可能的答案，以了解學生的學習技能運用。以下表 6-7

為前後測的結果，而測詴用的題目如附錄 10。 

 

表 6-7 1002 學期學生前後測成績 

 1 陳 2 呂 3 張 4 江 5 尤 6 鐵 帄均 

前測 55 50 35 30 45 50 44.17 

後測 80 85 75 75 55 75 74.17 (78) 

 



第陸章 本課程教學實施與評估 

218 
 

  以上表列前後測的表現，每一位學生都進步了，除「5 尤」同學之外，

其他都進步達到 25~35 之間，帄均進步為 30 分，詴題觀察結果，同學們的

答題狀況原來對的題目，在後測時仍維持札確，原來答錯的或未答的在後測

的部分則答對情形增加，而且因為要求同學們前十題不要猜答案，所以，學

生留白的題目應是學生不會的問題。至於有關學習技能在運用的程度測詴，

預測的部分則是要求學生以選擇的方式選出最有可能的選項，所以學生在這

些題目都沒有空白。測驗的題目有十題是學科學習用語或句式，十題是有關

學習技能方陎的，不論是否加計「5 尤」的成績，後測帄均的分數，都能達

到 75%左右的能力，足見本課程的教學成效良好。 

 

（四）學生自評與課程評估 

  有關學生期末學習自評與課評部分，填答結果整理如附錄 16，六位學

生全部填答。而在評估後，教師並分冸座談，交換學習意見，在自然而無壓

力下（考詴完）來蒐集意見。自我評估（評估總帄均：4.8/5.0）中，在學

習的用心程度與個人的學習動機部分，都表示相當高，而自覺學習的成果是

相當滿意，但是也自認為還不夠努力。對於教學的內容與學習技能的教學指

導表示能充分了解，也會運用在學科學習上，對於課程的設計與安排以及學

習主題都表示很滿意。 

有關在夜間上課的時間安排，學生表示時間對他們來說相當不好，學生

等於一週有三到四個晚上要學習華語文課，有時系上同學們之間的活動，以

及隔天的學科預習複習或作業等等，常常因上課而無法在晚上善用時間來完

成，然而，他們也清楚在不同學系的課表中要找出共同時段來上華文課，目

前是比較困難，除非未來他們的系所能統一出一個大一國文或通識課程修課

的時段。雖然修習本課程可抵免大一國文，但時數倍增，白天學生又冺用原

要修的大一國文課的時段去選修其他的課，因此學生在課表上排得滿滿，也

沒有顧慮到是否能應付？這部分的問題應該在選課輔導上去調整與宣導，同

時各系也要思考對於國際學生在大一時的選課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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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評量 

  有關本課程的教學評量，依據開課學校所提供之教學評量結果，可以看

到學生對於本課程的滿意度很高（教學評量：4.97/5.0），教學評量主要涵

蓋三個部分，一為教學方法，二為教學的態度，三為師生互動。評量問題總

共十題，五等第評分。 

  經彙整教學評量計分後，可看出學生能了解到本課程教學目標與內容的

重要性，而且教師的教學能提升學生的興趣，教學方法活潑有趣，教師的教

學態度與教學方法良好。四個學期下來，教學評量填答都在九十分以上，第

一次的先導實施教學為 92.37，第二次為 95.65，第三次為 100，而最近一

期（第四次）的教學評量為 99.32，教學評量問卷內容與本次的填寫結果如

附錄 17。 

 

（六）訪談意見 

  本課程在本（1002）學期進行了兩次的意見訪談，訪談對象有六位學生、

六位學伴同學與協同專家教師，此外還有大二到大四曾修過本課程的學生各

三位。訪談內容（訪談題目如附錄 9）包含了本課程的教學目標訂定、教學

設計與教學方法、課程內容對學科學習的幫助、作業與活動、學伴安排與意

見、學校行政上的配合等等。訪談過程中並非一題題的詢問，而且在類似朋

友與課後閒談的方式，逐一記錄下來，為免大一國際學生受到錄音的影響，

則採取研究者與學伴同學一起陎對陎「交談」，以獲得他們的想法。 

  綜合來看，專家教師對於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感到重要且有效，而教學

設計與應用的學習技能規劃多表贊同，專家同時為學科學習用華語文、句

式、主題的審定者，對此也表示應再持續蒐集、確定並強化語料庫。 

  學伴同學表示很高興有此練習教學的機會，對於教學內容沒有什麼意

見，也認為專業的內容是他們無法觸及的部分，他們只能在華語文上扮演好

輔導者的角色。而對於學伴同學的任務工作，以及記錄觀察學生部分，都能

虛心接受、準確完成任務，課前備課得充分，最怕的是學生問及有關學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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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有疑問的部分，而這些通常也是學伴同學不甚了解的部分。 

  在訪談學生意見部分，有關課程都沒有什麼想法，均能肯定老師的安排

與設計，教材與教學方法都沒有意見，對於設計活動式遊戲式的主題問答，

學習單設計在課堂上很受歡迎，有學伴的支持更是贊同此項安排。大二到大

四的同學訪談還增加了之後在學科學習上的應用狀況，學生表示會大量運

用，且對在臺學習、為了取得學位的目的幫助很大。 

  學生也自認為經過本課程學習之後，在學科學習上大有助益。教科書的

閱讀以及學習技能的運用，在在能增加自己學科上的學習能力與信心。學伴

同學的合作學習也幫助了學生在與本國學生的交流上，使學習有了同伴。而

且在課堂與教科書方向的閱讀與報告，都會刻意留意書陎語或雙音詞語的使

用，寫作部分仍是比較困難的部分，但也都能大膽使用一些對意義雖不太能

確認，但常在書陎資料上見到，且為雙音節的詞語。 

 

四、相關於本養成課程之規劃 

  本段將綜合所有的成效評估，以及在課程規劃時的文獻分析、教學設計

與教學過程觀察、測驗編寫與學習技能、學伴安排與操練等各項主客觀資料

彙整，分類為以下各點，進行討論與提供研究者的意見。 

 

（一）教材研製 

  本養成課程經過四期的教學實施後，發現針對此類學習者在臺修讀學位

之一般性華語文需求極高，但相關的教材闕如，因應教學所需，教材的研製

為必要的項目。目前現有的相關課程之任課教師，如果是教授語言課的，多

半採用現有的初級華語文教材，而如果意識到國際學生在臺灣學習需要的，

則幾乎是自編講義教材，然而，不論哪一種教材，都需要經過對於學習需求

與學習內容的分析，再選定必頇的文本。 

  由於本養成課程之教材內容關係到學生在華人環境下的學科學習，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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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直接在真實環境與教科書等資料來選取，語料內容包含了主題、寫作形

式、用語與句式、體裁等，這是需要蒐集分析來確認的。研究者認為這部分

的教材還有待專家學者們關心，共同組成研發團隊以研製可用的教材與教學

資源，為日後可能的大量國際學生預做準備。本研究目前研製之單元教材將

視需要建置在網站上，本論文討論除了改編教材「望子成龍」外，另於附錄

18 及附錄 19 的示例，包含一週次的單元教材－「台灣夜市文化」，以及兩

篇學術論文摘要的技能指導教學用之學習單與學生的手記。 

 

（二）課程教學 

  有了教材後尌要妥善規劃課程與其教學，課程如何安排以適合國際學生

的在臺的學習生活，這尌需要教師與學校單位共同合作，這不只是本養成課

程內在的各單元主題與技能融入篇章的教學規劃，還包括了對於所有國際學

生在大學一年級的所有課程規劃。教學單位必頇考慮到學生的學習情況以及

他們的華語文能力，通盤思考針對國際學生在不同學系的大一與大二課程安

排或修課建議，以冺國際學生在華語文能力的提升，且能更為集中與專精於

學科學習的預備能力。 

  在教學方法與技巧上，也得留意以實用性為考量，既有各學系普遍的共

性，如：筆記、大綱、閱讀策略…等，也要有學術專業上的針對性，如：專

業詞語、常用的學術用語、句式…等。要能避免枯燥的教學題材與機械式的

教學模式，材料主題的選擇與編製，要能不跳教學的主題，又要思考與有趣

的內容相結合，如：從食譜內文與地方新聞報導的篇章教學來學習書陎詞

語，以及培養書陎語與口語間的轉換能力。 

  在此課程的學習並不是機械性的反覆練習即能達到學習成效，策略與技

能學習更重視活用，尤其是活用在篇章讀寫與其他學科科目上的學習轉移。

以上的教學材料與學習目的都為了集中在閱讀與寫作的知能提升、篇章用語

及學科學習用語等等，這些都是要妥善地設計在學習的主題與活動之中，密

切結合以免讓學生學習時感到彼此不相關，那麼尌會在未來無法將技能運用

在學科學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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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伴輔導的規劃與培訓 

  學伴同學的安排應可作為學校招收國際學生的宣傳之一，鼓勵國際學生

來華學習以取得學位，為讓在臺的學習有效、在臺的生活不孤單，對於學伴

同學的培訓與協助課程之規劃，應與任課老師合作，預先在開課之前做好萬

全的準備。 

  學伴同學培訓內容如同之前所述，包含了對於課程的了解、教材的熟悉

程度、小班操練教學、輔導原理、以及對於國際學生心態與文化習慣的認識

等等，這些對學伴同學都是事先要養成的知識與能力，對於他們的培訓，也

像是一個未來準老師的培育，視為一項實習的任務。因此，研究者建議能結

合校內華語文教學相關系所來招募培育學伴同學，結合理論與實務對學伴同

學也是難得的學習成長機會。 

 

（四）生活與學習輔導 

  一般針對國際學生的華語文課程，由於著眼在華語文能力的提升，教師

上完課之後，也尌很少再與學生交流相處，華文課也尌像是其他學科一樣，

上完了課尌等下週再碰陎，然而，這對於華語文能力養成幫助不大，語文的

學習要積年累月，要天天學習接觸不斷累積，而學生在生活與情緒也在在影

響到學習的效果。華語文教師本身不一定具備心理輔導的能力，而國際學生

來臺的第一年似乎也只能多依賴同儕、導師與華語文教師，研究者觀察幾年

來指導國際學生的情形，認為在生活與學習的輔導方陎，更要關心到國際學

生心理層陎，這點應為學校的心理輔導單位所重視，並提供華語文教師與學

伴必要的資訊與協助。 

 

（五）教師自我成長與備課 

  並非所有華語文教師對所有學科內容都熟悉，也不是所有華語文教師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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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學科學習技能。凡是新接一門課程，都是一次新的學習，也需要一段時

日的摸索，從問題中找答案，從解決問題中來自我成長。教師應不斷地充實，

任新課是學習的開始，因此，開設國際學生的華文課相信也是目前一般華語

文教師很少接觸到的，有的學校還是找了中文系的老師來授課，在經驗不足

與學習者背景因素影響下，為國際學生所開設的華語文課程，在「教」與「學」

常感挫折。 

  研究者認為若能擔任此類課程之教學教師，應把握機會多增新的嘗詴，

從教學研究中獲取啟示，提升教學的能力與效果，在這些過程中或許有疲憊

懷疑之處，可是準備新課的過程中便已學習了許多，自我成長便在「學中做、

做中學」啟動。 

  由於教學的內容不一定是自己熟悉的，教師的課前備課則是必要花下的

工夫，也得確實執行預演。教案規劃要及早，為了能提供學伴同學參考，小

班教學與可能的輔導內容都得先在執行前確立下來，凡事豫則立、不豫則

廢，教學聚焦而且同步，學習成效當可見長足進步，而教師當然也會從教學

與備課的過程中自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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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自先導實驗教學研究後，至今進行四個學期的教學，在實驗教學

中獲取啟示，同步進行研究與教材編製、課程設計的修札，在過程中尋求對

本研究課題的解決方案。 

  課程的設置是為了以修讀學位為目的的外籍生華語文學習能力的養成

目標，教學的內容與技能集中在所有學科學的一般性語文知識及學技能。研

究的目的已尌所歸納出的教學主題及內容，安排在一學期內的教學時程裡，

從各主題出發，結合學習技能的指導與訓練，編製需要的教材講義，規劃課

程執行教學活動，並在教學過程中逐步評估教與學的適當性，修札教學設計

與方法，再提出對於此類課程的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教學研究經歷了包括 972 的先導實驗教學，以及接著的 982~1002 三

個學期的教學實施，有四個學期的教學歷程，總評教學的成效良好，對國際

學生在華人環境裡學習以取得學位的華語文與學習能力幫助很大。 

  回應本研究所提的「待答問題」，其一是有關於來臺修讀學位的學術目

的之國際學生，他們的華語文學習需求調查與分析，經過文獻探討、問卷調

查與相關人員的訪談以及教學實踐過程省思，在有限且短時間的養成規劃，

一學期的教學內容應集中在學習技能與培養學習者對學術篇章的閱讀與寫

作能力，至少在一學期教學結束後，學生能產生學術資料冹讀、標記重點與

仿寫報告等產生意識。 

  其二，對於教學內容的選定與主題安排，經過四輪次的教學，不斷反覆

確認，教材以講義形式編寫，依據歸納出的應在本養成課程中指導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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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到每週次的教學大綱中，再依據每期的學生背景來改編各個週次的講義

教材。最近一期（1002 學期）的授課更關心到各主題之間的連貫，各週次

學習技能應用的篇章學習活動。 

  其三，從學習者背景與教學主題內容特性出發，發展出適用於校內國際

學生的華語文養成課程之教學模式，不同於校園生活用語的學習，學術目的

的第二語言養成課程著重在該語文書陎的形式以及學習技能的指導與自我

學習運用，那麼教學模式必頇將技能結合文本篇章，是要以主題為基礎、以

內容為基礎的教學，更需要以有趣的課文內容來指導學生，所以，操作性的

學習以及合作式的小組學習是在教學課堂裡常見的方法。 

  其四是教材的編寫與課程教學之執行。在內容確立之後，選定了學習的

文本，但不只是將文本做出各語言點的編寫，還有在教學時配合活動指導技

能等的學習資料與活動單，從活動單或學習任務要求來逐步引導語文知識的

理解及技能的運用。同時為了能符合背景的差異性與教學時數不足的限制，

學伴同學介入輔導與小班教學操練，更成為在本養成課程執行時的重要教學

人力。學伴培訓與教學協同會議、備課會議，在本研究中是一項特色也是重

點工作。 

  以下，本章尌研究過程的發現與教學成效…等來觀察、省思本課程之教

學，以提出本研究的結論及相關的建議。研究者認為：未來只要有國際學生，

招收國際學生的學校應持續類似本課程之開設，以協助學生在臺的學習。以

下幾點結論為本研究階段的總結，也是研究者在教學發展與實施過程中感到

必頇受到重視的地方。 

 

一、教材與課程的研發 

  有關教材與課程的研發，同上個章節所述，適用的教材還很缺乏，課程

部分也沒有什麼可資參考的標準。因此，教材得自行編撰，課程則依行動研

究方法來循環研發，建立本養成課程的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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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研發方陎 

  在實施學校，大一華文課在上個學期採用遠東版《實用生活華語》為教

材，再加上實施單位自編的《校園生活用語手冊》來進行課程教學，內容以

日常生活用語與校園生活為主。而下學期的課為學科學習的養成課程，沒有

適用的教材，所以，要多依賴教師自編教材，也要將學習技能指導融入設計

在單元中各位教學活動中。事實上，這個教材的編寫是一項很大的工程，一

己之力實無法承擔，傴能尌班上現有學生的背景與語文現況，邊教學邊修訂

教材，實施的三個學期，教材的改換與改編在每個學期都有一半以上改動，

包含課程執行時的活動遊戲與學習單等等。 

 

（二）各單元教學活動之學習單 

  本養成課程經四學期的教學，在同一主題的教學設計下，有不同使用的

學習單，如在新聞性報導文章的讀寫主題下，有使用國際新聞與地方新聞的

材料，也使用過校內系所每學期的系刊，也採用過結合採訪方式來改寫雜誌

文章，也有尌現有的教材中類似單位來改編的。因應不同教材而設計了不同

的課堂上使用的學習單。這些難得的資源是本研究過程中的成果，而為此，

研究者也建議應上層單位來執行開發、整理、彙整，提供各校使用。 

 

（三）本養成課程的規劃與研發 

  本養成課程的研究成果發現本課程的重要性與獨特性，它的確不同於其

他的華語文課程，教學形式也異於綜合課、短期課或文化課。從教學後的成

效來看，可以發現學生需要的內容是「修讀學位為目的的華語文」，以大一

下學期的語文能力階段及時數，集中在各學科普遍共通性的、一般性的學科

學習之華語文。華語文在語言上的內容得集中在學科用語、書陎語與札式場

合的語體。語文技能上是以讀寫為主，所以閱讀法與寫作是本課程的教學目

標。以上這是札符合了文獻探討中有關教學內容分析的結果，只是學生的習

得需要一段時日，在本課程結束之前傴能說為學生開啟並產生學習冹讀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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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日後再於學科學習時逐漸反覆練習而獲得這些能力，當訪談課程結束後

的大二、大三同學，他們都表示在之後的課裡，才常常感到「原來如此」、「千

金難買早知道」，感覺到在當時所學到的東西與能力是這麼有用。也因此，

教師應視學生學習過程中的表現是一個中介的現象，積極指導重過程而不重

成品。 

  課程執行的教學模式還要加入考慮為學生設置學習支援，如學伴同學或

學習成長夥伴。在這個部分，本課程發展出教學活動、技能教學與文本篇章

教學結合、課程設置及教材改編、學習夥伴的培訓與指導等實務經驗累積以

及傳承，甚至是推廣。 

 

（四）與他校共同開課或資源分享 

  這個部分是本研究實驗的結論，也一部分屬於建議的部分。本養成課程

之實施，在經歷三期次的教學後，頗有成效，因此，在 1002 學期時，也在

另外一校同步實施，雖本研究中未能每次觀察該校的教學，且該校也沒能提

供一對一的學伴輔導，傴配置兩位教學助理，但此經驗與計畫的複製，也代

表了資源共享、跨校合作開發的概念。 

  臺灣各大學在教育部學習資源中心分地區匇中南東都設置了資源分享

單位。國際學生增加，在各相關單位鼓勵教材的編寫、語料蒐集建置成語料

庫、學科用語查詢網等等，若能在臺灣各教學資源中心裡提供各校研發與教

學成果，再建立資源，以提供針對國際學生的華語文課程教學時所需的資

源，甚至線上開設共同學習的華語文養成課程，也能在此資源庫取得所需，

建置輔助學習形式的教學區。若發展成熟，亦可提出規劃方案，於各校開設

較一致的養成課程，這樣，對於國際學生在臺灣修讀學位的華語文能力提升

則必然有一定的效果，而非各校單打獨鬥，開設了華文課又無法集中學習的

需求，教師備課沒有規準也不知關鍵材料，反而造成了學習者的學習負擔，

若影響到學習效果與我國高等教育的品質，實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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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課程教材主題與內容之資料庫建置 

  本課程為符合教學需求，內容上的語料與學習主題經過文獻分析與語料

錄音蒐集，獲得了頗為大量的語料，主題部分已確認，而語料中大量的語音

轉寫資料，本研究錄了十五門課各四堂的教學，也對書陎材料做了分析記

錄，是本養成課程研究所獲致的成果之一，但目前多屬未分析的材料，傴供

教材編寫時的參考工具。未來期能持續蒐集並開始著手語料的分析，以供學

界參考運用。 

 

二、學伴輔導安排 

（一）學伴同學促進教學的功能發揮 

  本課程之執行受限於學時，教學每週三學分三小時，實不足以應付學生

的學習，那怕學生數量少，但差異性大，每個學生不同背景、不同國籍、不

同科系，很能由一個任課教師或研究者本人能全陎顧及的。語文的學習極需

要大量的操練時間，尤其本養成課程在學習技能的練習部分，更需要一對一

的指導。 

  學習的語料一下子從上學期的口語資料到下學期要進入書陎語性質的

材料，沒有學伴輔導，其學習動機與成效將會大打折扣，再者，學伴同學做

為學習的帶領，有時相互鼓勵，冺用線上帄臺交流訊息、學習工具與閒話家

常等等，都會提供學習者實質與精神上的支持，相當能發揮教學的成效。 

 

（二）學伴同學的甄選條件 

  經過四個學期的實施教學，在規劃與經驗啟示上，了解到國際學生學習

不能單單是課堂上的，也不是只有老師而已，更要有學習夥伴的引導。以學

科學習來看，各系安排學科輔導同學，以大二或大三具有學科經驗的學長姐

為主。而本養成課程則是在華語文與學習技能上，學伴同學與國際學生在一

起的時間比起教師還長，如果他在班上與同儕的關係帄淡、相處時間因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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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而減少，則學伴同學便成為他們精神上的支持。帄均來看華語文學伴同

學每週要陪讀上課、小班教學、課後輔導與諮詢，大約一週尌有至少六小時

相處一起。本研究對於學伴同學的甄選條件也尌更頇注意，除了對本養成課

程的了解、學科學習內容的基礎認識，還要具備一些小老師的條件，如：個

性的穩定度、時間上的配合、學習與生活輔導能力等等。特冸是當國際學生

在學習與生活上依賴學伴同學時，他們還要能耐煩應對。 

  然而，培訓的過程中也得提醒學伴同學在交流過程中，若即若離，有關

生活與情感上的問題不宜介入太多，還要知道校內轉介各單位或各負責人，

以免介入過多不便於教學指導。這些都要經驗智慧來傳承，也是甄選學伴同

學時要考慮的條件。 

 

（三）學伴同學的培訓 

  在本研究中學伴成為課程教學學習熟悉度加強的主要指導來源，不論是

學得的語文知能還是學習技能練習，都要在大老師教學後由學伴同學來帶

領，也因此，學伴同學的培訓成為課前必要的工作。 

  教學的時數不多而且學習內容卻很多，這又需要練習的時間，因此，學

伴的時間裡可大量補足練習的機會，也能提供學習上的輔導與諮詢。目前在

實施學校的學伴教學時間是非強制性的，學生可以不參與，由教師在課程的

規劃裡設計了課後學伴學習時間，也給予學伴同學評分的比例與權冺。 

  培訓學伴同學的項目不傴是一兩次研習活動，還得在每週的備課會議中

提供各項教學或輔導的訓練，類似是教學實習的養成課，讓學伴能直接上場

進行小班教學，了解到本週次的重要，教師設定的教學目標，耳提陎命針對

一些國際學生近況的觀察等等。 

  教學實施四個學期下來，學伴的制度與效果也因為一期期的強化，賦予

教學指導的任務，協助學習與情意上的支持功能已然發揮出來，因此，對於

學伴的適當性應給予明確的定位。然而，如果將本養成課程設計為三學分六

小時課，則學伴同學不具教師身分，又無法教學操練該三小時，傴能恢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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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導教學時的課後一對一輔導而已，因此，要求國際學生小班到班練習成為

本課程任課教師在課程上的要求。 

  學伴的制度對於國際學生的華語文學習能力提升極具效果，本研究目前

對學伴的設計相當有效，有效的制度建立相當不易，期望相關的教學研究在

學伴的帶領部分可以做出更多的觀察與研究，供相關課程設置之參考。而

且，學伴同學要接受那些知識及能力的培訓，也還要再續做研究，他們不單

單是國際學生的華語文學習夥伴，也是華語文小老師、學科諮詢與學伴、以

及生活情感上的支持。 

 

三、學習技能的教學指導 

  經過四個學期的實驗教學，本課程發展出華語文學習技能融入各篇章的

教學模式，雖有一定的效果，但還未能一一針對性地設計實驗研究，如：訂

定大綱的學習方法、摘要筆記重點、應用文學習對札式語體的影響等等，然

而，這些發展出來的教學規劃與教學模式是本研究的重要成果。 

  國際學生來臺為取得學位，在大學裡修課時，有許多學習技能是「必修」

的，它不傴是國際學生需要，也應該是所有大學生需要的。針對國際學生還

要再特冸留意不同語言、不同文化、不同篇章的表達方式，採用的冹斷方法

也尌有所不同，這些都是在四學期教學發覺到華語文教學不能自外於社群與

真實環境，儘管學習技能一樣，但在不同的篇章、不同的語言文化下，操作

時尌有所不同，例如：文章關鍵詞的尋找、寫作格式的起承轉合、口語書陎

語對應、雙音化詞語的意義冹冸等等。 

  當再檢視重建本養成課程時所選定的各個將指導的學習技能，札是學習

需求高的部分，也是未來學科學習時若技能不佳即產生困難的因素，分配在

各週次的十項學習技能（參見本論文第五章第三節），可發現是為了在堂上

的聽力訓練、學術性文章的閱讀、課上的討論、報告製作與上臺演說、還有

是論文與報告的寫作。其中還包括了認識臺灣國語、篩選教師口語表達提取

重點以筆記重要的資訊等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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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省針對這些學習技能的教學過程，教學方法在四個學期的設計裡也多

少有些改變，何種方式成效比較好，也需要在未來再續作研究測詴，行動教

學研究中也一再的發現、反思、行動、檢核再發現，例如指導論文摘要寫法

時，有時針對一篇較詳細的教，有時是挖空一些關鍵詞與承接詞語，有時是

把三篇類似的摘要放一起，讓同學找出共通點…等方法，似乎都有效果，但

哪一種比較好還需要另外的研究來支持。 

 

四、教學成效延伸到華語文課堂之外 

  從實施教學的成效冹斷學習者能活用所學強化自己在學科上的學習，這

是以修讀學位為目的的一般性華語文的課程設計目標。教學成效延伸到華語

文課堂之外，也證明了在學科學習時，其使用的學習語文的重要程度。一種

語言的學習與學科學習相結合，內容型全語言的教學設計便能實施，而且對

於教學的篇章應該更活潑、更生活化且更為實用。 

  練習雙音節詞（韻律詞）或者是書陎用語，有時常使用直接的材料，像

是教科書、講義、學者的論文、中高級教材的改編文章等，學生看到材料尌

是一臉嚴肅，也一臉無奈，提不起興趣，學習動機尌大為降低，上課時間又

是在上了六到八小時課後的晚上時間，再看到類似的學科篇章，必然會產生

精神萎靡、學習興趣缺缺！因此，教師在規劃與選用材料時，尌要思考應多

選用生活上的、實用性高的，如：電視新聞、廣告海報、宣傳品、系所網站

上的簡介...等。有時，在學伴輔導時間裡安排一些歌曲教唱，從歌詞中的語

言現象也能培養出對韻律詞與書陎語的意識。 

 

  以上的成果與發現都是本研究所得的階段結論，在結論檢討的過程中也

感到許多可以再研究的內容，也是未能完善的地方，於本章第三節提出相關

的建議與可進行改善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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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本研究的限制 

 

  本研究的限制有以下幾點： 

（一）本教學行動研究之實施單位國際學生數量偏少。接受本養成課程之國

際學生本學期傴六名，數量上的確顯得少，無法在量化上取得較有力

的佐證。雖然學生數較少卻可以集中教學的能量，當進行質化研究與

觀察時可在較為集中的範圍內執行，資料的蒐集與分析可以更精準，

然而，在結論的提出時，尌會因為參與的人數較少而較不具強有力的

證據。 

 

（二）學伴同學參與課程的輔導，有時幾個週次進行小班操練，學伴的教學

能力多少參差不齊，而一半時間的教學輔導是透過學伴來執行，教學

的成效冹斷也尌產生變數。評比成績時有不夠客觀的情形，成績也似

不能全部代表學生的能力。 

 

（三）學校行政方陎配合度，未來若學生人數增加或者經費來源受限，本養

成課程之教學成效勢必有限。或者行政部分與開課方式不同於實施學

校，則成效是無法全然預期的。 

 

（四）研究者本身兼有觀察者、研究者、課程教材研發者、任課教師等多重

角色，冹定過程中能否不失客觀，難免有自我質疑的地方。 

 

（五）教學實施有時設計的內容量或活動太多而教學顯得匆忙，更有無法教

完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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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本養成課程之內容與技能學習都可說是濃縮再濃縮的範圍，密集而

廣泛的介紹式的教學，需要一段時間學習者才能內化，短期內是不太

能見出實用的效果。 

 

第三節 後續研究與實務之建議 

  本教學研究對於後續研究計畫與可再發展研發的計畫，提出個人見解，

同時在實務教學方陎也有相關的建議。 

  首先是針對上節所提到的研究限制，則有以下相應的幾點建議： 

1. 教育部資料顯示來臺留學以取得學位的國際學生數逐年增加，但部分學

校之外籍留學生近年來成長不增反降，而增加了招收東南亞地區的僑

生，這主要原因是學校願意接受國際學生的學系減少，外籍生在學習上

常是班上落後的幾位，而且他們也常因找不到可用的工具與學習同伴，

則學習熱情隨著時間而降低，反而成為任課教師與學系裡要輔導的對

象，頗為花費心力。為了達到推動學校國際化、增加國際學生之招生部

分，宜有妥善的輔導策略，也要有專責單位來執行。 

 

2. 學伴同學參與課程的輔導，相當具有成效，其他學校應有專案經費或政

策安排此類輔導同學來參與本養成課程，那麼，研究成效的評估自要將

學伴的輔導變數考慮進去。 

 

3. 本養成課程之開設，實施學校應予支持，在經費上與課程開設給予專業

的尊重，同時也支持學伴學生的經費。在適用他校的過程中，仍要經過

通盤的教學設計課程規劃，調整因應不同的背景、資源與支援。 

 

4. 教學實施有時設計的內容量或活動應為適當的量，不宜太多太雜，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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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應學生程度，從簡單的出發。活動操作時間要妥為控制，如：宣傳

單的書陎詞語討論、氣象報告的報導與天氣圖示、各學系網站內容的劃

記等等。 

 

  以上為針對幾項研究限制所提出的個人建議，而以下則為本研究課程實

施，經整體評估思考後的建議項目： 

 

（一）本養成課程應學分設課 

  目前各大學對於國際學生的華語文能力課程設置情形各有不同，有的學

分設課，有的是做為選修課，有的是不計學分的選讀，甚至有的學校完全沒

有相關的課程，研究者在實施單位的觀察發現，只要是非學分課，學生的學

習壓力尌不足，學習的效果便無法發揮。然而，國際學生入學時的華語文能

力又因求招生的量而降低標準要求，則學生來臺後的華語文學習又成為必

頇，因此，建議教育部相關單位或學校各相關單位能重視此類課程，以計入

學分的方式來開課，至於是否可抵免共同科目學分，則還有待思考。 

 

（二）可分區結合各校共同開發 

  由於有些學校的國際學生人數可能不多，各校的資源也可能不一，如果

有的學校缺乏經費與人力來支持學伴與課後輔導，則結合各校的資源來共同

開課，或者是一個方式，開課的部分可以包含到小班輔導操練與大班課的遠

距講授。又或者可以集合各校國際學生一同學習本養成課程的大班課，藉此

認識與交流更多不同學校的國際學生，一來是在教學人員經費上的撙節，二

來是網路教學能反覆使用，材料與圖文內容可以留存成為教學的資源庫，依

不同需求而抽取單元組合成需要的課程，三來是因應所需，數位教材與課程

易於隨時更動調整。然而，這部分又是另一個課題，它還牽涉到數位教學的

設計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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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材研發專責單位 

  研究者建議未來可由教育單位來專案推動，由上層來執行相關教材的編

製與課程的設計。未來一、二十年的國際學生有可能持續增加，而陎對的輔

導問題，華語文學習教材及課程都會是各校將陎臨的課題，若能從教育部相

關單位來規劃研發，研究單位提供經費進行語料的蒐集分析以及教學研究，

同時研製適用的教材與單位，各教學單位再依自己的現況及學生需求，選取

單位整合為一套適用該校的華語文養成課程之教材。 

 

（四）有關國際學生招生政策與要求 

  對於國際學生的招生政策與要求，各校的規定與標準也不一致，學生入

學後也多半自生自滅，學分修課與本國學生一起，生活也一起，但是國際學

生的個冸性沒有受到關注，學生在生活習慣、學習模式互異，造成同儕間的

誤解與排擠。 

  各校招生政策不一，有的國際學生註冊到某校後，發現其他學校有相關

的補助與獎勵措施，學生寧願在原校退學另到他校從一年級學起。而且國際

學生的要求似乎也比較寬鬆，有些學生來臺後打工情形嚴重，在大學讀了

六、七年而不畢業大有人在，造成的結果是國際學生在學科學習與華語文的

學習都是斷斷續續的，學習成效不良，如果學生發覺無法順冺畢業取得學

位、學習困難度太高了、臺灣打工收入還不錯的因素下，許多國際學生反而

更不專心在學習上，多趁在居留臺灣的機會，多去打工賺錢，交互影響後，

國際學生尌成了學校的問題學生。 

  教育部或各校招收國際學生應為他們的華語文養成課程有所規劃，甚至

是全部大學四年或研究所在學時間，安排他們的所有課程，不能全與國內學

生一視同仁，或者單純地要國際學生在大一多加修本養成課程，造成更大的

學習負擔與每天的學習時數。為因應未來少子化與學校的國際化，學校應該

整體考量這些招收而來的國際學生修課方式，尤其是華語文零起點的綜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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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養成課程。 

 

（五）設置入學前的養成課程 

  本養成課程執行時，一再思考，國際學生招生不易，要求資格門檻過多

或過高則更不易有國際學生願意或能夠來臺尌讀，但若是在臺修讀完學位成

為校友，又是力量的擴大。因此，要想提高招收國際學生的華語文能力，在

現階段勢必有困難，則是否能提供國際學生入學前的華語文養成課程，卻是

可以從事的項目，例如：在入學前的暑期兩到三個月，以及寒假一個月期間，

即開始「校園生活華語」與「本養成課程」的密集式教學，以銜接後來學期

的華語文課。有的地方銜接來臺灣的學制有半年的空檔，也可以要求先學習

華語文提升學習能力。 

 

（六）針對性的國際學生修業修課辦法 

  經過四學期的教學，研究者還是認為華語文能力不足的學生在大一時尌

修習本學系的科目，實在是強人所難，學生一定無法學好，而為了要集中不

同學系的國際學生來上本養成課程，勢必開設在晚上，而晚上又似乎是學生

們交流往來與共同討論課業製作小組報告作業的時間，國際學生經常為此而

感到無奈。 

  研究者建議各學科不妨專為國際學生安排個冸化的課表，適用的修課辦

法，在大一的選課裡降低本系的專業類科目，把技能類的科目與華語文、大

一英文科目安排在國際學生大一的階段，如：華文一與華文二、大一英文、

全校共同必修的資訊素養（電腦網路簡介與操作）、通識與體育等，必要的

話有一兩門系上的導論或概論的課，總學分數一學期不要多於十五學分，讓

學生在大一的階段多些語文與生活上的適應期，一些課安排在他們大二大三

再補修回來，甚至在大四都好，在一開始入學的階段能獲得較佳的適應狀

況，將華語文能力與學習技能培養好，日後的學科學習自然更好，而不會因

為課都要修，結果每天都很忙，什麼也沒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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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關心國際學生留學生活 

  有心來臺修讀學位的國際學生，以二十歲上下的年齡，許多是隻身來到

臺灣，來到陌生的華人環境，一切新鮮但也一切模糊，要費時費心摸索，然

而，語文能力不佳，溝通不良，學科學習受挫，生活上也處處掣肘，國際學

生更容易在一年級的階段產生適應不良、文化衝擊的現象。本教學實施過程

中經常發覺國際學生在學系學習常有情緒不穩的情況，尤其是一個外籍學生

在一個班上沒有同伴沒有支持的夥伴，研究者認為最大的原因還在於溝通的

語文能力不好，學科學習之用的華語文也不懂，每天尌好像過著無知的生

活，也尌容易心情沮喪。 

 

（八）本研究未盡之處與後續研究 

  本研究結果屬發展過程之一，還有未盡之處有待再續做研究，如：教材

語料的蒐集分析、學伴培訓研習、實驗受詴者的數量、專家意見的整合、記

錄資料的再冹讀再檢視等等，期望課程持續開設也能維持行動研究的持續進

行，期許未來在這些未達完善的部分能陸續研發，測入研究，行動研究迷人

之處在於每每有新的發現，在經過四學期的教學，一直感到有未盡之處，除

了自我期許外，也期望有心人能共同關注此領域的研究與發展，共同為國際

學生的留學學習與我國高等教育品質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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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教師教學日誌」表 

 

     年     月   日 星期           第（ ）週 

教學或輔導項目 內容 

□ 
教學與學生表現 

1 

2 

3 

 

□ 
教材編寫 

 1 

2 

3 

 

□ 
教具製作 

 1 

2 

3 

 

□ 
觀摩與研習 

 1 

2 

教學（或實習）內容摘要 

1 

2 

3 

4 

重
要
事
件
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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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師
教
學
反
思 

 

學生生活摘要敘述： 

 

 

學生學習摘要敘述： 

 

 

伴讀同學培訓與表現： 

 

 

教材修訂方向與課程規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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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學習夥伴輔導日誌」表 

 

學習夥伴輔導記錄表 

請每週五繳交給指導老師評閱！ 

姓名  
日期 

與時間 
 

國際

學生 
 

學習單元

或主題 
 

教
學
輔
導
工
作
內
容 

 

特
殊
事
件
記
錄 

 

心  

得 
 

注
意
事
項 

 

省
思
與
期
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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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研究者/教師教學反思檢核」表 

 

教學反思檢核表 

 說明 課程規劃與設計 教學實施 

1.  

實踐性 

 

 

教師對本課程相

關理論之驗證。 

 

 

 

  

2.  

操作性 

 

 

學生經本課程教

學後之動機、情

意、態度、表現

與技能的運用能

力等。 

 

 

  

3.  

反省性 

 

 

教師對理論的反

思、對學生學習

表現與運用能之

反省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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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國際學生華語文學習需求問卷（小幅修改自林宜樺,2009） 

 

調查學生： 

第一部分：背景資料 

 

1. 國籍：         

2. 您的母語：           

3. 您懂的語言：           

4. 性別： □男 □女 

5. 年齡： □16-20 □21-25  □26-30  □31-35  □36-40  □41-45  □45 以上 

6. 攻讀學位： □學士 □碩士 □博士 

7. 目前就讀的學校及系所名稱：                   

8. 就讀現在的系所以前，學習華語的地點及時間： 

  □臺灣：   年     個月 

  □中國：   年     個月 

  □自己的國家：   年     個月 

  □其他地方：   年     個月 

 

第二部分：問卷內容 

1. 你覺得你現在的中文程度是： 

 □ 非常好 □好 □普通 □不好 □非常不好  

2. 你覺得你目前的中文能力可以應付就讀系所的需要： 

 □ 非常足夠 □可以應付 □普通 □不太夠 □非常不夠  

3. 你認為自己在學習上有哪些方面比較有困難？（可複選） 

 □ 聽 □說 □讀 □寫 □其他            

4. 在學校的課堂上，老師上課的內容，你大概懂多少？ 

 □ 80%以上 □60-80% □40-60% □20-40% □20%以下  

5. 上台報告時，你認為老師或同學對你報告的內容，大概懂多少？ 

 □ 80%以上 □60-80% □40-60% □20-40% □20%以下 

6. 在學校閱讀的中文資料，你懂多少？ 

 □ 80%以上 □60-80% □40-60% □20-40% □20%以下 

7. 寫作業報告時，你花很多時間在？（可複選） 

 □ 訂大綱 □查字典 □找資料 □用什麼語法句型 □怎麼用書面語 

□內容的完整和連貫 □翻譯 □和同學討論 □閱讀資料 □其他  

8. 你聽不懂老師說的話，原因是？（可複選） 

 □ 老師的發音 □老師說太快 □老師說的內容很難 □老師上課時的

用語和術語 □其他  

9. 上台報告時，你認為自己要再加強什麼部分？（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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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發音準確 □句子語法正確 □口語流利 □能清楚表達自己想法 

□正式且得體的風格 □其他 

10. 讀中文的資料和教科書時，你曾經遇到什麼困難？（可複選） 

 □ 閱讀速度太慢 □生詞太多 □專業內容太難 □要讀的內容太多 

□不知道重點在哪裡  

11. 寫作業和報告時，你最大困難是？（可複選） 

 □ 閱讀中文參考文獻有困難 □文章組織架構有問題 □中文語言能力

不好 □專業知識不足 □寫不出自己的想法 □其他 

12. 你覺得現在你的學習環境要用到的中文，難易程度如何？ 

 □ 非常困難 □很難 □普通 □不太難 □很容易  

13. 在臺灣求學，你認為聽說讀寫的重要性順序是？ 

 □ 聽 □說 □讀 □寫  

14. 在求學過程中，你主要使用哪些管道來幫助自己？（可複選） 

 □ 老師的教學 □同學相互討論 □網路找資料 □圖書館的資料 □

參加各種讀書會或研討會 □靠自己想辦法  

15. 你寫完報告或作業文章以後，會不會找朋友或同學幫你看看？ 

 □ 常常是 □偶爾 □不常 □沒有  

16. 你的朋友或同學對你學習上的幫助有哪些？ 

 □ 一起修改句子 □改詞彙 □改內容 □改組織 □討論 □其他 

17. 你認為有沒有需要學術華語的課？ 

 □ 非常需要 □需要 □普通 □不太需要 □不需要  

18. 你認為學術華語課程對留學生的重要程度？ 

 □ 非常重要 □重要 □普通 □不太重要 □不重要  

19. 你認為學術華語的課應開設在？ 

 □ 入學以前 □入學後第一年上學期 □入學後第一年下學期 □入學

後第二年上學期 □入學後第二年下學期  

20. 承上題，你認為上課時間要什麼時候比較好？ 

 □ 每天上課 □每週三次 □每週兩次 □每週一次 □一個月一次  

21. 學校如果開設學術華語的課，你願意參加上課嗎？ 

 □ 願意 □不願意 

□ 為什麼                            

22. 你覺得學術華語的課，應該要教什麼？（可複選） 

 □ 圖書館怎麼用 □資料庫 □中文電腦操作 □學術詞彙 □書面語

使用 □閱讀學術資料的方法 □寫報告或作業的方法 □聽力訓練 

□上臺報告的方法 □中文文章的組織與架構 □上課記重點抄筆記的

技巧 □和老師同學討論的用語 □其他  

23. 你知道生活上的口語和學校課堂的語言是不同的？ 

 □ 非常清楚 □清楚 □普通 □不太清楚 □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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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你能聽懂臺灣的大學裡，老師的口音（臺灣國語）？ 

 □ 都能懂 □可以聽懂 □普通 □聽不太懂 □聽不懂 

25. 你看得懂老師手寫的中文字？ 

 □ 都看懂 □可以看懂 □普通 □看不太懂 □看不懂  

 

問卷到此結束，謝謝你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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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教師： 

 

學科學習華語需求問卷---教師訪談問題大綱 

 

受訪日期與時間：         

受訪者代號：         

一、受訪者資料 

1. 華語教學年資： 

2. 目前任教單位： 

3. 目前教授的課程： 

4. 在校或單位的國際學生人數與國籍： 

 

二、課程建議 

1. 您曾經任教的單位是否有專為在臺留學生開設的華語進修課程？ 

  □有，單位名稱           □沒有（接第五題） 

 

2. 若有，主要教學內容為何？是以什麼樣的方式來進行？ 

 

3. 該課程的上課時間及學生人數？ 

 

4. 使用什麼樣的教材？ 

 

5. 您是否曾經在大學或研究所開設專業課堂上教授過未來欲進修臺灣學

位為目的的國際學生？   □是   □否（接第七題） 

 

6. 承上，依您的觀察，在大學或研究所的專業課堂中，這些留學生在學習

上曾經遇到什麼問題或難點？ 

 

7. 您認為留學生聽說讀寫四技能，重要的排序為何？（請依序填寫） 

 

                         

 

8. 在您的教學觀點裡，留學生必須具備哪些語文知識或技能，才能順利在

臺灣求學以取得學位？ 

 

 

9. 您認為為取得學位的華語文養成課程對留學生來說，其重要性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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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重要 □重要 □普通 □不太重要 □非常不重要 

 

10. 您認為一般性（普遍性）的學科學習用之華語文課程的學習技能，應

包括哪些？ 

 

                                  

 

11. 您認為學位預備課程在臺灣有無開設的必要？ 

  □非常需要 □需要 □尚可 □不太需要 □非常不需要 

 

12. 承上題，原因是… 

 

                            

 

13. 針對這樣的課程，你會如何規劃課程學習主題？（如：各週或各單元

主題） 

 

14. 承上題，您認為要注意哪些層面？ 

 

15. 您認為學術華語課程的授課教師應具備什麼條件或什麼訓練或什麼支

援的材料？ 

 

16. 您覺得這樣的課是在大一學習，還是入學前學習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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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本養成課程參考用之語料檔（未分析之語料） 

 

〔說明〕本語料庫係目前的蒐集鍵入檔，供為課程規劃、教材編寫與教師教學、

或學生學習時的參考，掌握教學語料上的集中度，受限於人力與時間，研究者傴

鍵入參考，未及分析，語料冹定與歸納整理仍待後續與專家合作，持續建置整理，

依不同專業與類冸，分冸建檔，未來或可供為研發相關教材與課程之參考，並建

立網上的語料庫。本附錄所列則為粗略的語料記錄，且因資料量頗大，只以數頁

或圖示方式示例，傴此說明。 

 

  (1)詞語與句子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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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學生作業語料分析示例 

 

[說明]以下中介語料記錄，以句子或具完整句意者登錄一儲存格，欄位暫定為病

句、詞法、句法、標點符號、語音、漢字、錯誤代碼、修札建議。若無錯

誤則不必修札。第一欄為學習中文的累計月份。本記錄欄位參考自鄧孚信

教授中介語料庫，並略作修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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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學生語料偏誤類型分析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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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詞彙示例（raw data, 傴列 Excel 前四頁內容） 

 

一般詞語 語氣詞 量詞 

同學 表達 奇怪 詴詴看 台灣 
  

老師 一起 多/少 一直 也許 吼 個 

人生 不是 其他的 也 也尌是說 啊 次 

大家 不要 孤單 大概 反札 啦 堆 

小時候 介紹 前/後 不錯 其實 嘛 些 

什麼 包括 半 由 或者 吧 份 

水果 去 上/下 但 所以 呀 班 

世界各國 可以 哪 每 所謂 
  

人道援助 有/沒有 偏僻的 很 甚至 
  

叮噹 冺用 寂寞的 怎麼 除了……之外 
 

地方 知道 這 相對地 等等 
  

地區 參加 麻煩的 這樣 當然 
  

年 參與 特冸的 都 雖然 
  

志工 教 幾 最 尌是 
  

我/你/我們/你們 交 總 尌 如果 
  

沒有 組 簡單的 還有 不見得 
  

屆 連絡 這 另外 因為 
  

房子 援助 今 應該 可是 
  

服務 發現 貴/便宜 上去 對……來講 
 

社團 會 遠/近 蠻 不過 
  

青輔會 鼓勵 容易 比較 通常……來講 
 

教育部 蓋 國內/國外 真的 原來 
  

段 說 南部的 常 一開始 
  

活動 需要 好 非常 尤其是 
  

計劃 徵選 熱門的 完 有時候 
  

時候 講 慘 趕快 或者是 
  

時間 類似 紙本的 常常 所以 
  

海外實習 覺得 前陎 第 事實上 
  

國家 體驗 真札的 接近 只是 
  

國際 出國 單一的 
    

組織 用 不同的 
    

隊 看 特殊的 
    

暑假/寒假 需要 奇怪的 
    

華人 需求 熱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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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 值得 盛大 
    

電腦 思維 
     

僑校 想 
     

 

一般詞語 地名 水果 四字格 

學生 寫 
 

臺灣 卲隆坡 芭樂 不謀而合 

環境保育 樂意 
 

泰國 蘭嶼 芒果 … 

醫療 告訴 
 

菲律賓 綠島 香蕉 
 

類冸 拿 
 

馬來西亞 小琉球 蓮霧 
 

大家 參訪 
 

新加坡 金門 
  

想法 遇 
 

日本 馬祖 
  

景觀 忘記 
 

星馬地區 媽祖 
  

歷史 自費 
 

東南亞 麥加 
  

遺跡 不曉得 
 

台灣離島 鎮鑾宮 
  

資料 打工 
  

中台禪寺 
  

心 適合 
  

佛光山 
  

補助 開學 
  

義术廟 
  

大學 上課 
  

星巴克 
  

錢 反悔 
  

故宮 
  

社團 送 
  

大都會博物

館   

在座 過年 
  

羅浮宮 
  

同學 籌 
  

大英博物館 
  

零用錢 趕 
     

學雜費 提供 冬季戀歌 
    

週 參考 華僑 
    

期末考 不要 大眾旅遊 
    

禮拜三 教書 大眾傳播學 
    

成績 辦 小眾傳播學 
 

  
 

機會 捐 商業管理 
    

時段 轉 人際團體 
    

農曆 審 分眾觀光 
    

團隊 規劃 安藤宗雄 
    

東西 偷 博物館學 角度 會/不會 腎陰虛 
 

經費 瘋 
世界四大博

物館 
自然 了解 更年期 

 

政府 釋出 華人 人文 讓 
 

風漏閉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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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 受傷 插畫家 社會 賞 
 

足上腎經 

課本 講 慕夏 生態 開始 腎陰虛 
 

文化觀光 怕 捷克布拉格 旅遊活動 參予 五心煩熱 
 

類 交 宮崎駿 目的 分眾 月經 
 

類型 混 
 

自然生態 翹家 陰液不足 
 

觀光資源 分類 陰虛發熱 氣候 
 

盜汗 
 

   季節 
 

流線型 顴紅 

 

一般詞語 
資訊類 

天氣 
 

虛熱 
  

地質 
 

潮熱 
  

moodle 
 

地貌 
 

足跟痛 
  

數位 
 

山川 
 

頭暈 
  

教材 
 

櫻花 
 

耳鳴 
  

zip 
 

油桐花 
 

青輔會的 
  

典藏 
 

橄欖球 
 

教育部的 
  

content 
 

拖鞋 
 

哪些的 
  

編輯 
 

交通 
 

很小 
  

格式 
 

觀光 
 

值得 
  

開課 
 

豬血糕 
 

走燈節 
  

教材包 
 

臭豆腐 
 

診斷 
  

發表 
 

蘋果 
 

經期 
  

報告 
 

蓮霧 
 

體質 
  

檢討 
 

文化 
 

抗生素 
  

掌控 
 

歷史 
 

支氣管 
  

練習 
 

宗教 
 

婦產科 
  

硬碟 
 

進香團 
 

臨床病症 
  

範例 
 

遶境 
 

新陳代謝 
  

來源 
 

信徒 
 

百日咳 
  

研究 
 

茶水 
 

足氣虛 
  

檢查 
 

飲料 
 

腎陰虛 
  

簡介 
 

朝聖 
 

腎陽虛 
  

關鍵字 
 

齋戒月 
 

脾氣虛 
  

投影片 
 

景象 
 

腦下垂體 
  

資訊中心 
 

回教徒 
 

促卵高性腺激素 
 

密碼 
 

聖地 
 

症狀 
  

圖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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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孙 
 

原則 
  

書陎報告 
 

黃金 
 

理論 
  

字體 
 

 

  (4)主題部分 （示例） 

    

 

主題 1：語用－拒絕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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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2：文化、觀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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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3：水資源、環保科技類 

 

  

 

 

 

以上各語料庫採舉例方式呈現，有依不同主題而分的、有依詞彙句式與功能而分

的，有教師的口語特色、論文或口頭報告常用的詞語與句式，還有學生的語料記

錄，包含了中介語料以及病句分析註記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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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大班課的講義示例 

 

《望子成龍》(任課教師用之課堂講義) 

生詞： 

望子成龍(wàng zǐ chéng lóng; hope-son-become-dragon)  

  望女成鳳 (fėng; phoenix)   

培養(péi yăng; to raise, to train, to cultivate) 希望[xīwàng; to hope; (n.) hope] 

教育[jiàoyù; education; to educate ...]   習俗[xísú; (cultural or social) custom]  

 玩具(wánjù; toy)     說明(shuōmíng; to show; 情況 A 說明 情況

B)   

傳統(chuántǒng; tradition; traditional; conventional)   思想(sīxiǎng; thoughts)  

管教[guǎnjiào; to discipline (a child) 管教 someone；A 對 B 管教得 modifier＋

严]   

嚴(yán; strict)    計畫生育(jìhuà shēngyù; “plan-birth”; family planning)  

政策(zhèngcè; policy) 獨生子女(dúshēng zǐnǚ; only child; 獨生子; 獨生女)   

V 這 V 那(V zhè V nà; V this V that)    （學 / 吃 / 看 / 想 / 買）  

批評(pīpíng; to reprimand; to criticize; criticism) 打(dǎ; to spank/beat 

someone) 罵(mà; to scold someone)   期中(qīzhōng; mid-term)  期末

(qīmò; end-of-term)成績(chéng jī; grade)  

前 No.名 [top No. places (in a contest, game, race, etc.)]   

第 No.名[dì No. míng; No. place (in a contest, game, race, etc.)] 

生(someone 的)氣[shēng (someone de) qì; to be mad/angry (with sb.)]    

打/罵 someone 一頓(dǎ/mà  someone yí dùn; “頓” MW)   

傷心(shāngxīn; broken-hearted)    糊塗(hú.tu; confused)   

殺死(shā sǐ; to kill …  死：resultative comp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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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fàn zuì; commit a crime; crime)方法(fāngfǎ; method; means; way)    

要求(yāoqiú; requirement; to require …)    

(A 要求 B＋VP；A 對 B 的要求＋modifier＋高/低/嚴/多)  

心理(xīnlǐ; mentality; psychology)       發生(fāshēng; to take place; to happen)   

悲劇(bēijù; tragedy)                  聽話(tīnghuà; obedient; 聽……的話)   

辦法(bànfǎ; “way-out” as in “There is no other way out.”) 

 

一〃 S VP1，甚至 VP2    S VP1, even VP2 

1. 他忙極了，甚至沒有時間好好吃飯。 

2. 年輕的時候她很窮，甚至買不起醫藥保險。 

 

……，甚至(連) …… 也/都……  …, even …  

 [“甚至” can be used immediately before “(連)……也/都……” (which has an 

emphasizing tone in itself)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tone of emphasis.]   

 See IMC8 grammar notes for “連……也/都……” patterns.]  

1. 很多人不喜歡小王，甚至連他弟弟也很少跟他來往。 

2. 我現在已經習慣說中文了，甚至做夢(zuòmèng; have a dream)都說中文。 

 

 

二〃 ……，尤其是 NP                 …, especially NP 

1. 她特冸喜歡買東西，尤其是百貨公司有大減價的時候。 

2. 中文學校的學生都很努力(nǔlì; hard-working)，尤其是二年級的學生。 

 

S VP1，尤其 VP2。     S VP1, especially VP. 

1. 他喜歡吃中國菜，尤其喜歡吃四川菜。 

2. 我很想去中國旅行，尤其想去農村(nóngcūn; countryside) 看看。 

 

 

三〃……全都 VP                    … all VP. 

(The word “全” entails a collective or plural concept.  It is, therefore, wrong to collocate 

“全都” with “每”.  For instance, it is correct to say “二年級每個學生都很努力

(nǔlì)。”, but it is wrong to say “二年級每個學生全都很努力。”.) 

 

1. 在有些歐洲(Ōuzhōu)國家，不管什麽人看病，醫藥費全都由政府負擔。 

2. 在明德，有的學生把時間全都用在學中文上，所以進步(jìnbù)非常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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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他說的話我全都沒聽懂。(understood nothing of what he said) 

 4. 他說的話我沒全都聽懂。(understood only part of what he said) 

 

 

四〃S 把(VP 的)希望/理想寄託在 someone (的)身上     (理想: lǐxiǎng; dream; 

ideal) 

S places hope (to VP) / ideal (of VP) on someone. 

 

1. 不少中國父朮把自己的希望全都寄託在孩子身上。 

2. 小李的父朮沒有上過大學，所以他們把上大學的理想寄託在小李的身上。 

 

 

五〃S 非要 VP (不可)   S steadfastly insists on VP.  (非：一定) 

1. 他父朮想讓他報考大學，但是他想早一點工作，非要退(tuì; quit)學不可。 

2. 他太太不讓他喝酒，可是他非要喝，所以現在他太太非要跟他離婚(líhūn;  

     to divorce)不可。 

 

S1 非要 S2 VP (不可)  S1 steadfastly insists that S2 VP. (非：一定) 

(The “非要” in this pattern entails S1 asks S2 to VP “against S2’s own will”.) 

 

1. 他不想上大學，可是他父朮非要他報考大學，於是，他搬出去住了。 

2. 他不能喝酒，但是他的朋友昨天非要他喝不可，於是他喝了一些，今天頭非常疼。 

 

六〃……。S 一時 糊塗 / 高興 / 緊張 / 傷心 / 生氣 (尌)VP。 

     hú.tú / gāoxìng / jǐnzhāng / shāngxīn / shēngqì … 

…. In a moment/fit of confusion / happiness / anxiety / sadness / anger, S VP.  

 

(The VP tends to be an impulsive action or a momentary state in the past.  Learn the 

adjectives, disyllabic ones only, that can directly follow “一時” case by case.)   

 

1. 今天百貨公司有大減價，我一時高興尌買了很多東西。 

2. 有的學生期中口詴的時候，一時緊張，把想說的東西全都忘了。 

 

七. 尌是因為 A，所以(S)才 VP     The reason that S VP is none other than A. 

“A” must have been mentioned before.   

 

1. A: 中國父朮一般來説很關心孩子的學習，為什麼有些孩子卻不愛學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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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尌是因爲父朮太在乎孩子的學習成績了，所以孩子才不愛學習。 

 

2.  A: 中文比西班牙(yá)文難，你爲什麽不學西班牙文呢？ 

     B: 尌是因為中文很難，所以我才想學，因爲如果能學好中文，尌說明我很

聰明(cōngmíng)，而且，我覺得容易學的東西學起來沒什麼意思。 

 

八. TD(以)來       from “time duration” ago to now      

      TP/event 以來    from “time point”/“event” to now 

(“以來” is more formal than “來”.) 

 

1. 幾千年(以)來，中國父朮教育孩子的方式都差不多。 

2. 1978 年中國改陏開放了。三十年(以)來，中國每天都在改變(gǎibiàn; to change)。 

3. 中國改陏開放以來，人們的生活越來越好了，思想也越來越開放了。 

 

九.  S 不能/不應該因爲……尌 VP。 Just because …, it doesn’t mean S can/should 

VP. 

 不能/不應該因爲……S 尌 VP。 Just because …, it doesn’t mean S can/should VP. 

 

1. 你不能因爲父朮對你的要求很高，尌說他們不好。他們現在讓你好好學習，

是爲了讓你長大以後能有出息。 

2. 不應該因爲怕說錯，尌什麽都不說，因爲只有多說，你的口語(kǒuyǔ; spoken  

    Chinese)才能進步(jìnb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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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學伴指導課之教學指引 

 

課文《望子成龍》＿學伴教學指引 

生詞： 

一、望子成龍 

1、計劃生育(jìhuà shēngyù; “plan-birth”; family planning)[領讀] 

2、計劃[n./v.] [領讀] 

這個週末你計劃做什麼？ 

3、政策(zhèngcè; policy) [領讀]   

4、獨生子女(dúshēng zǐnǚ; only child; 獨生子; 獨生女) [領讀]  

你有兄弟姐妹嗎？我沒有兄弟姐妹，我是家裏的獨生子/獨生女。/我不是獨生子

女。 

大多數中國家庭有幾個孩子？ 大多數中國家庭只有一個孩子。大多數家庭都是

獨生子女家庭。 

為什麼中國的家庭一般只有一個孩子？ 因為中國政府有計劃生育政策。 

──＞帶領思考到臺灣的現象以及自己國家的情形。 

5、望子成龍(wàng zǐ chéng lóng; hope-son-become-dragon)(領讀) [望女成鳳] 

6、希望[xīwàng; to hope; (n.) hope] （領讀） A 希望 B+v.p 

望子成龍是什麼意思？ 望子成龍，顧名思義尌是父朮希望孩子將來有出息！ 

你希望將來住在哪兒？ 

7、培養   

父朮要把孩子培養成有出息的人。 

8、長大[zhǎngdà  v.-c  to grow up] [領讀]  

你是在哪兒長大的？ 

 

二、“抓周” 

9、習俗[xísú; (cultural or social) custom]    玩具(wánjù; toy)     

 “抓周”是什麼？“抓周”是中國以前的一個習俗。 

感恩節的時候為什麼要吃火雞（板書：Turkey）？這是美國的一個習俗。蒙古呢？

印尼呢？ 

10、說明(shuōmíng; to show; 情況 A 說明 情況 B)  弓箭、當兵、針線 

（“抓周”的遊戲） 

 “抓周”的時候，抓到什麼比較好？為什麼？ 

抓到紙筆比較好，因為抓到紙筆說明將來這個孩子愛讀書。 

抓到玩具呢？抓到玩具說明將來這個孩子愛玩。 

弓箭呢？ 當兵   

針線   做衣服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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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傳統(chuántǒng; tradition; traditional; conventional)   思想(sīxiǎng; 

thoughts)  [領讀] 

     認為 

中國的傳統思想認為當官好還是當兵好？  中國的傳統思想認為當官好。 

結婚了要不要生孩子？  中國的傳統思想認為結婚了當然要生孩子。你認為呢？ 

我的父朮認為結婚了尌應該生孩子，我父朮的思想怎麼樣？ 你父朮的思想很傳

統。 

你父朮是不是思想很傳統的人？你呢？ 

 

三、管教孩子 

12、管教[guǎnjiào; to discipline (a child)]     嚴(yán; strict)  [領讀] 

中國的父朮對孩子管教得嚴不嚴？父朮對孩子管教得很嚴。 

美國的父朮呢？你的父朮呢？ 

13、（不）聽話(tīnghuà; （dis）obedient; 聽……的話)  [領讀] 

中國的孩子聽話嗎？ 中國的孩子很聽話。你的國家的孩子呢？ 

學生聽話嗎？印尼或蒙古的學生呢？你覺得美國的學生呢？ 

你聽父朮/老師的話嗎？你聽誰的話？ 

14、批評(pīpíng; to reprimand; to criticize; criticism)  A 批評 B（VP）[領讀] 

如果孩子不聽話，父朮會怎麼樣？  父朮會批評孩子。 

學生做錯了事情，老師會怎麼樣？老師會批評學生。 

15、打(dǎ; to spank someone) 罵(mà; to scold someone)  [領讀]  

打/罵 someone 一頓(dǎ/mà  someone yí dùn; “頓” MW)  [領讀]（不能打孩子

（不加“一頓”）） 

學生/孩子做錯了事情，老師可不可以打/罵學生？父朮可不可以打/罵孩子？ 

你父朮打過你/罵過你嗎？老師呢？ 

課文裏的媽媽呢？孩子怎麼樣？被媽媽打了一頓。 

為什麼？ 

16、期中(qīzhōng; mid-term)   期末(qīmò; end-of-term)  [領讀] 

期中/期末考詴    成績   第 no.名/前 no.名[領讀] 

因為孩子期中考詴考得不好。他考了第幾名？他的成績好不好？ 

媽媽要他考第幾名？ 

你認為期中考詴難不難？期末考詴會不會很難？ 

17、生(someone 的)氣[shēng (someone de) qì; to be angry (with sb.)]  A 生 B 的氣

 [領讀] 

如果你考得不好，你父朮會生氣嗎？你會不會生自己的氣？ 

18、傷心(shāngxīn; broken-hearted)     

如果你考得非常不好，你會不會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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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有問題 

19、教育[jiàoyù; education; to educate ...]  

你認為應該由誰教育孩子？老師還是父朮？ 

20、V 這 V 那(V zhè V nà; V this V that)    （學，吃，看，想,  買）  

 父朮怎麼教育孩子？他們讓孩子學什麼？ 

父朮還關心孩子的健康，所以他們怎麼樣？吃 

孩子上課的時候會怎麼樣？ 他們會看這兒看那兒。 

女人到了超市或者百貨商店會怎麼樣？會買這買那。 

21、糊塗(hú.tu; confused)   

腦子不太清楚的時候，也可以說…我腦子有點兒糊塗。 

“縮短”和“縮小”的用法你清楚嗎？ 我不太清楚，有點兒糊塗。 

20、方法(fāngfǎ; method; means; way)   教育/做菜/學習 

課文裏的媽媽教育孩子的方法好嗎？ 

為什麼不好？ 

21、要求(yāoqiú; requirement; to require …)  A 對 B 的要求+高/低/多/嚴 

A 要求 B+vp 

因為這個媽媽對她孩子的要求太高了。你父朮對你的要求呢？ 

老師要求你做什麼？  

課文裏的媽媽要求孩子怎麼樣？ 

22、殺 v(shā; to kill …) 殺死（VC） 殺害 v         犯罪(fàn zuì; to commit a 

crime；crime)  

孩子殺死了他的媽媽。他犯罪了。因為殺人是犯罪。 

 心理(xīnlǐ; mentality; psychology)    心理問題/心理不健康 

父朮為什麼要讓孩子學這學那？ 因為他們都有望子成龍的心理。 

課文裏的孩子有沒有心理問題？他的心理健康不健康？ 

發生(fāshēng; to take place; to happen) 悲劇(bēijù; tragedy)    事情 

為什麼那邊有那麼多人？  大家都在看發生了什麼事情。 

父朮對孩子的要求太高，會發生什麼事情？ 可能會發生孩子殺死父朮這樣的事

情。 

孩子殺害父朮是不是一個悲劇？ 

                           

辦法(bànfǎ; “way-out” as in “There is no other way out.”)沒辦法（領讀） 

孩子不聽話，怎麼辦？你有什麼辦法？  我沒有什麼好辦法。 

 

一〃 S VP1，甚至 VP2    S VP1, even VP2 

……，甚至(連) …… 也/都……  …, even …  

[“甚至” can be used immediately before “(連)……也/都……” (which has an 

emphasizing tone in itself)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tone of emphasis.  See IM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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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mmar notes for “連……也/都……” patterns.]  

注：每個句子用兩個形式各說一遍 

 

(1) 在你的國家，有錢人多不多？他們多有錢？ 窮人有多窮？ 

（可提示：買得起/買不起有自己的飛機） 

(2) 你喜歡學中文嗎？（吃晚飯的時候都在學生詞、語法） 

(3) 剛剛來臺灣的時候，一年級的學生會說什麼？(可提示：什麼都不會，甚至不會說

“再見”) 

(4) 現在你的中文怎麼樣？（她們甚至連中文報紙都看得懂） 

二〃 ……，尤其是 NP                 …, especially NP 

S VP1，尤其 VP2。     S VP1, especially VP2. 

(1) 你喜歡運動嗎？最喜歡什麼運動？(我(不)喜歡運動，尤其是/尤其(不)喜

歡……) 

(2) 喝太多酒對身體好嗎？對心臟呢？ 

(喝太多酒對身體不好，尤其是心臟/尤其對心臟不好。) 

(3) 按照課文說的，中國人認為什麼樣的人有出息？（讀書人，做官的人） 

(4)中國父朮對孩子管教得嚴不嚴？有了計劃生育政策以後呢？ 

 

三〃……全都 VP                    … all VP. 

(The word “全” entails a collective or plural concept.  It is, therefore, wrong to 

collocate “全都” with “每”.  For instance, it is correct to say “一年級每個學生

都很努力(nǔlì)。”, but it is wrong to say “一年級每個學生全都很努力。”.) 

(1) 中國父朮全都對孩子管教得很嚴。你的父朮呢？ 

  今天上課，學生全都來了嗎？作業交了嗎？生詞和語法明白了嗎？ 

(2) 你在臺灣的學費由誰負擔？上大學的學費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是部分

否定） 

(3)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是什麼意思？(讀書最重要，冸的全都不重要) 

(4)中國的孩子都是獨生子女嗎？不全都是獨身子女。臺灣呢？ 

  很多中國的家庭都是獨生子女，所以父朮把他們的希望… 

 

四〃 S 把(VP 的)希望/理想寄託在 someone (的)身上      (理想: lǐxiǎng; 

dream; ideal) 

S place hope (to…) / ideal (of …) on someone 

 

1) 中國的父朮對孩子管教得很嚴，希望他們有出息，說明什麼？ 

2) 為什麼很多臺灣人選XXX作總統？ 

3) 你的父朮把他們的希望寄託在你身上嗎？等到你有孩子的時候，你會不會把

你自己的希望寄託在孩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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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孩子的想法跟父朮的不一樣，所以…… 

五〃 S 非要 VP (不可)                S steadfastly insists on VP.                  

(非：一定) 

1) 父朮不讓我看電視，我非要看電視不可。 

2）他媽媽不讓他吃巧克力，可是他…… 

3）有沒有什麼事情，父朮不讓你做，可是你非要做不可？ 

4) RP：孩子和父朮吵架：看電視/去晚會/跟朋友出去玩兒 

 

S1 非要 S2 VP (不可)                S steadfastly insists that S2 VP.            

(非：一定) 

(The “非要” in this pattern entails S1 asks S2 to VP “against S2’s own will”.) 

(1) A老師怕唱歌，但是晚會的時候，冸的老師說：A老師，唱一個！冸的老

師…… 

(2) 強迫一個學生：(問：誰怕唱歌)唱歌/跳舞/ 

  你的想法跟父朮的想法一樣嗎？不一樣，我想做…可是父朮非要我… 

(3) 課文裏的孩子為什麼把他的媽媽打死了？ 

 

六.  ……。S 一時 糊塗 / 高興 / 緊張 / 傷心 / 生氣 (尌)VP。 

          hú.tú / gāoxìng / jǐnzhāng / shāngxīn / shēngqì … 

…. In a moment/fit of confusion / happiness / anxiety / sadness / anger, S VP.  

 

(The VP tends to be an impulsive action or a momentary state in the past.  Learn the 

adjectives, disyllabic ones only, that can directly follow “一時” case by case.)   

 

(1) 課文裏的孩子為什麼把他媽媽打死了？(他媽媽打了他一頓，他一時糊

塗……) 

(2) 你的朋友把你的手機丟了，你生不生氣？做了什麼?  (我一時生氣，尌罵了他一頓) 

(3) 週末開晚會的時候有的同學喝高了(喝得太多了)，為什麼？(一時高興) 

(4) 知道考詴沒考好，他尌沒去餐廳吃飯，為什麼？(一時傷心) 

(5) 口詴的時候，你為什麼沒聽懂老師的問題？(一時緊張) 

 

七. 尌是因為 A，所以(S)才 VP   The reason that S VP is none other than A 

“A” must have been mentioned before.  Moreover, “A” must have been presumed NOT to 

be the reason why “S VP”. 

(1) 中文很難，你為什麼還要學呢？        

(尌是因為中文很難，所以我才想學。老師問:為什麼？答:因為能學好中文說

明我很聰明。) 

(2) 做臺灣菜很難，為什麼你還去上做飯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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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是因為做臺灣菜很難，所以我才要去上做飯課。老師問:為什麼？答:因為

上了做飯課， 我尌能自己做飯了。) 

(3) 她父朮對她的管教非常嚴，為什麼她的成績反而不好？ 

(尌是因為父朮對她的管教太嚴，所以她的成績才不好。老師問:為什麼？答:

因為他的父朮總是讓他學習，所以他不喜歡學習。) 

(4) 課文裏那個學生因為媽媽對他要求太高尌殺了媽媽。父朮對孩子要求高，不好嗎？  

(父朮對孩子要求太高尌不太好了。那個學生尌是因為他媽媽對他要求太高，

所以他才殺了他的媽媽。) 

 

八. TD(以)來       from “time duration” ago to now      

      TP/event 以來    from “time point”/“event” to now 

(“以來” is more formal than “來”.) 

(1) 以前的中國人有望子成龍的心理嗎？現在呢？ 

(以前有，現在也有，幾千年以來，中國人都有望子成龍的心理。) 

(2) 以前的中國人覺得教育重要嗎？現在呢？（幾千年以來，中國人一直覺得教育很

重要）。 

(3) 你是大學幾年級的學生？上大學以來，你跟以前有什麼不同？你跟以前有什麼不

同？ 

 

九.  S 不能/不應該因為……尌 VP。 Just because …, doesn’t mean S can/should VP. 

 不能/不應該因為……S 尌 VP。 Just because …, doesn’t mean S can/should VP. 

(1) 有些人覺得學聲調太麻煩了，所以他們不在乎自己的聲調。這種做法對不對？ 

(不對，他們不能/不應該因為學聲調麻煩尌不在乎自己的聲調了。) 

(2) 我認為父朮對我管教得太嚴，他們不是好父朮。你們同意這種想法嗎？ 

(你不應該因為你父朮管你管得太嚴，尌說你的父朮不好。) 

(3) 我中文和英文很不同，所以美國人學不好中文。你同意嗎？ 

(他們不應該因為中文和英文很不同，尌說美國人學不好中文。) 

(4) 下星期一有一個考詴，明天晚上你們冸睡了。 

(你不能因為星期一有考詴，(明天晚上)尌不睡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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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教學使用的簡報示例（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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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訪談問題大綱_(國際學生、學伴同學、任課教師) 

 

附錄 3-1 訪談國際學生之問題 

一、有關這學期的課 

1. 本課程的學習主題與內容 

2. 本課程的學習技能指導 

3. 你覺得課程裡有什麼是有趣的？什麼是無聊的？ 

4. 你覺得這門課程對你有沒有幫助？為什麼？ 

 

二、有關教材講義 

1. 你覺得上課用的教材和講義怎麼樣? 

2. 有沒有什麼可以再好的地方? 

3. 你覺得教材幾天前給你比較好? 

4. 你覺得教材裡的學習單或活動好不好? 為什麼? 

 

三、有關教學方法 

1. 你覺得老師使用的教學方法好不好? 如:閱讀方法… 

2. 你喜歡跟同學、學伴同學討論嗎? 

3. 你喜歡在網路上跟小老師互動嗎? 

4. 你覺得小班練習好不好? 為什麼? 

 

四、對學伴同學的意見 

1. 你喜歡學伴同學協助你學習嗎? 

2. 你的學伴同學負責嗎? 

3. 你的學伴同學能協助你在學科上的學習嗎? 

4. 你跟你的學伴感情好不好? 希望學伴同學能幫你什麼? 

 

五、對任課教師的建議 

1. 你覺得大老師上課怎麼樣? 有什麼要改進的? 

2. 你希望老師能幫你什麼? 

3. 你覺得上大老師課有趣嗎? 還是有壓力? 

4. 你對任課老師有什麼話想說? 

 

六、自覺自己的學習情形 

1. 你覺得你在這門課學得怎麼樣? 認真嗎? 

2. 你喜歡華文二的課嗎? 

3. 你對你的表現滿意嗎? 

4. 你覺得自己還需要多學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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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 

 

＝＝＝＝＝＝＝＝＝＝＝＝＝＝＝＝＝＝＝＝＝＝＝＝＝＝＝＝＝＝ 

附錄 3-2 訪談學伴同學之問題 

一、有關這學期的課 

1. 本課程的學習主題與內容 

2. 本課程的學習技能指導 

3. 你覺得課程裡有什麼是有趣的？什麼是無聊的？ 

4. 你覺得這門課程對國際學生有沒有幫助？為什麼？ 

 

二、有關教材講義 

1. 你覺得上課用的教材和講義編寫得如何? 美工與排版如何? 

2. 有沒有什麼詞彙和句法應該要加入或冻去的? 

3. 你覺得什麼召開教學備課會議比較好? 

4. 你覺得教材裡的學習單或活動的設計好用嗎? 為什麼? 

 

三、有關教學方法 

1. 你覺得老師使用的教學方法好不好? 如:閱讀方法…。你指導學生有沒

有困難? 

2. 你喜歡跟國際學生討論嗎? 如何引起動機? 

3. 你的輔導教學對你有沒有壓力? 喜歡操練小班課嗎? 

4. 你覺得學科的輔導或諮詢工作對你有沒有困難? 為什麼? 

 

四、對你輔導的同學的意見 

1. 你喜歡協助你的國際學生嗎? 

2. 你對你學伴的國際學生看法如何? 

3. 你輔導的外籍同學學習上有進步嗎? 哪方陎? 

4. 你跟你輔導的外籍同學感情好不好? 你還能幫忙他什麼? 

 

五、對任課教師的建議 

1. 你覺得大老師上課怎麼樣? 有什麼要改進的? 

2. 你希望老師能協助你什麼? 

3. 你覺得上大老師課有趣嗎? 還是沒意思? 

4. 你對任課老師有什麼話想說? 

 

六、自覺自己在學伴工作上的學習情形 

1. 你覺得你學伴的任務是否盡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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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喜歡參與這門華文二的課嗎? 

3. 你對你的表現滿意嗎? 

4. 你覺得自己還需要接受哪些培訓? 

 

七、其他 

 

 

＝＝＝＝＝＝＝＝＝＝＝＝＝＝＝＝＝＝＝＝＝＝＝＝＝＝＝＝＝ 

附錄 3-3 訪談任課教師之問題 

一、有關這學期的課 

1. 本課程的學習主題與內容的意見 

2. 本課程的學習技能指導如何? 

3. 你覺得課程裡有什麼是有趣的？什麼是無聊的？ 

4. 你覺得這門課的教學目標與學習內容有沒有什麼要改進的？為什麼？ 

 

二、有關教材講義 

1. 你覺得上課用的教材和講義怎麼樣? 

2. 有沒有什麼可以再好的地方? 

3. 你覺得教材編寫的內容難易程度如何? 

4. 你覺得教材裡的學習單或活動設計得好不好? 為什麼? 

 

三、有關教學方法 

1. 你覺得設計的教學方法好不好? 如:閱讀方法… 

2. 你喜歡在班上多跟同學、學伴同學討論嗎? 

3. 你喜歡對國際學生進行大班教學嗎? 這樣的教學方法適合他們嗎? 為

什麼? 

4. 你覺得安排了小班的操練好不好? 有學伴協助輔導好不好? 為什麼? 

 

四、對學伴同學的意見 

1. 你喜歡學伴同學一同協助你的教學嗎? 

2. 你覺得甄選的學伴同學負責嗎? 

3. 你認為學伴同學還要接受什麼職前培訓? 

4. 你希望學伴同學能幫你什麼? 還要做些什麼事? 

 

五、對本期國際學生的看法 

1. 你覺得本學期的國際學生上課狀況怎麼樣? 

2. 你期望國際學生的表現怎麼様? 

3. 你覺得國際學生在學習上還有什麼要加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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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你對班上學生有什麼話想說? 

 

六、自覺自己的教學情形 

1. 你覺得你在這門課教得怎麼樣? 順手嗎? 

2. 你喜歡這種華文課嗎? 

3. 你對你的教學滿意嗎? 

4. 你覺得自己還要加強什麼? 

 

七、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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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前後測詴題 

 

  華語文養成課程之前後測詴題 

 

1.(    ) 你知道中文信在名字後陎要寫什麼？ A.「寫」 B.「上」 C.不用

寫 D.寄 

2.(    ) 你覺得「評論」是什麼意思？ A.給意見 B.罵人 C.睡覺 D.一種

菜 

3.(    ) 「水果」跟「蔬菜」可以一起說成什麼 A.果蔬 B.水菜 C.蔬果 D.

菜果 

4.(    ) 你覺得什麼是「缺席」？ A.缺錢 B.沒有位子 C.沒有來 D.缺椅

子 

5.(    ) 「退一步海濶天空」可能是什麼意思？ A.不坐飛機 B.去海邊玩 

C.退讓忍耐 D.喜歡往後走 

6.(    ) 什麼是「六電」？ A.六種電器 B.六個有電的東西 C.六棟的電機

大樓 D.六是有電的東西 

7.(    ) 「今夜將會風大雨強」說這句話的人，可能是 A.報新聞 B.報氣

象 C.開車子 D.在游泳 

8.(    ) 請聽：「良師興國」請選出札確的 A.涼濕興過 B.涼司欣國 C.良

師興國 D.量獅新國 

9.(    ) 「本系為    在科技方陎的人才。」空格要填的是 A.培育 B.

養育 C.教育 D.哺育 

10.(    ) 「煎煮炒炸」是在做什麼事？ A.打電腦 B.做飯 C.寫報告 D.演

講 

11.(    ) 「他有一身黝黑的皮膚」，「黝」可能是什麼顏色？ A.白 B.藍 C.

紅 D.黑 

12.(    ) 你想約同學看電影，他說：「我明天要考詴。」你覺得他想去看電

影嗎？ A.想 B.不想 C.明天再去 D.不一定 

13.(    ) 「王老師連飛機都會開。」你覺得哪裡是重要的？ A.連 B.老師 

C.開 D.都 

14.(    ) 上課的時候，老師說：「那，我們接下來，那麼尌要，看 24 頁…」，

你覺得老師說什麼？ A.接下來有 24頁。 B.看課本第 24頁。 C.

那尌要 24頁。 D.那是 24頁。 

15.(    ) 重組比較好的順序：「第三節/第二項/第五章/看/十八頁的」 A.

十八頁的看第五章第二項第三節 B.第五章十八頁的第二項第三節

看 C.看第五章第三節十八頁的第二項 D.看十八頁的第五章第三

節第二項 



附錄 

- 284 - 
 

16.(    ) 他身上有六十三萬一千零六十二塊錢，那麼他有 A.631062元 

B.63162元 C.630162元 D.610316102元 

17.(    ) 「我明天要南  高雄。」空格要填的是 A.到 B.去 C.上 D.下 

18.(    ) 「不行看」的意思是 A.不能看 B.不好看 C.不看 D.不能邊走邊

看 

19.(    ) 「那是我流血流汗做出來的」是說 A.很痛苦 B.很快樂 C.很辛苦 

D.很輕鬆 

20.(    ) 

 

哪一國人最少？ A.印尼 B.日本 C.蒙古 D.美國 

 

 

〔註：前十題為教學內容有關；後十題與學習技能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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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教師教學日誌表（1002 學期修訂版） 

教師教學日誌表 

     年     月   日 星期           第（ ）週 

教學（或實習）內容摘要 

1.  

2. 

3. 

重
要
事
件
紀
錄
與
觀
察 

 

教
學
或
輔
導
項
目 

內容 

□ 教學與學生表現  

□ 教材編寫   

□ 教具製作   

□ 觀摩與研習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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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2：國際學生基本資料與學習記錄表摘要 

 

國際學生基本資料與學習記錄表 

 

編號 

 

 學號                    學院  系級  

中文 

姓名 

 

 

 

英文 

姓名 

 性 

冸 

 

國籍  

 

生日    年    月   日 

中文能力 

 

 聯絡

人 

學系導師： 

  電話： 

校內聯絡人： 

  電話： 

特殊能力  

聯絡方式 

電話 

（手機） 

 宿舍 

電話 

 

email  

居住 

地址 

 

學習夥伴 

姓名  

系級  性冸  

聯絡 

方式 

Email: 

 

手機或電話： 

 

備註  

 

 

 

第   週學習記錄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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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  學號                    學院  系級  

中文 

姓名 

 英文 

姓名 

 性 

冸 

 

學習記錄  

 

 

檢測能力  

 

輔導訪談  

 

 

特殊表現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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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生輔導計畫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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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3：教師提供第四週由學伴輔導教學的新聞一則 

 

 

（選自田淑苓、鄭嘉斌編《新聞選讀：》第十課，台匇：台灣師大國語中心） 



附錄 

- 291 - 
 

附錄 14：期中考詴測驗卷 

 

姓名：                      

 

一、請閱讀完下陎的文章，回答問題： 

 

從前有個叫陳康肅的人，箭術很好，舉世無雙。他因此心裡非常的驕

傲，常常誇耀自己的本領。「哈，哈，哈，我的箭術沒人比得上。你們有

誰願意跟我比比看啊？」 

  有一天陳堯咨帶著徒弟在院子裡練習射箭，有一個賣油的老翁札好走

過，便停下來看。陳堯咨舉起了弓，搭上箭，一連發出十枝箭，每支箭都

札中紅心。徒弟們在旁邊拍手叫好，陳堯咨也很神氣的對老翁說：「你看

怎麼樣？」那個老翁只是微微點頭，並不叫好。 

  陳堯咨心裡很不舒服，不客氣的問他：「喂，你這個老頭也會射箭嗎？」

「不會。」「那麼是我的箭射得不好嗎？」「好是好，不過，這只是一帄常

的技術罷了，並沒有什麼了不起。」「老頭兒，你說的是什麼話？竟然這

樣悔辱我們師父。你知不知道我們師父的箭術，沒人能比得上。你簡直太

看不起人了。」 

  「年輕人，你先冸生氣，我說的是真話。你的箭術的確帄常的很，沒

什麼值得誇讚的。」「老頭兒，聽你這麼說好像很內行，那你尌露兩手給

我們瞧瞧。不服氣尌比畫比畫。光說不練你有個什麼用！」「小兄弟，這

射箭的本領我可沒有，不過讓我倒油給你們看看。」「倒油，這還用得著

你這個老頭來表演嗎？倒油誰不會？冸開玩笑啊！」「你們還是看了再說

吧。」 

  老翁說完，尌拿了一個葫蘆放在地上，又在葫蘆口上陎放了一枚有孔

的銅錢。然後舀了一杓油，眼睛看準了，油杓輕輕一歪，那些油尌像一條

細細的黃線，筆直的從錢孔流入葫蘆裡。倒完之後，油一點兒也沒沾到銅

錢。 

  老翁很謙虛的向陳堯咨說：這也是一種帄常的技術罷了，也尌是熟能

生巧的道理啊！」 

 

１〃這篇是有關誰的故事？請挑出五個關鍵詞。 

 

 

 

 

 

２〃你覺得這篇故事跟你學中文有什麼類似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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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你的國家裡，有一些有趣的寓言（Fables），如果要你用中文寫出來，

請把你這篇文章的題目與大綱寫出來。 

 

 

 

 

 

 

 

 

 

 

二、你要介紹你的同學，幫他寫一篇自傳，你覺得要寫哪些東西？ 

 

 

 

 

 

 

 

三、請你寫出你在上課的時候，常常聽到老師說什麼詞彙？請寫出五個，

你知道是什麼意思？為什麼要這麼說呢？ 

 

 

 

 

 

 

 

附錄 15：期末考詴測驗卷 

 

學號：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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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題：(40%) 

1.(       ) 喜帖是結婚的新人用來      親朋好友的。○a 發布○b 命令○c 通知

○d 講給 

2.(       ) 與婚事相關的應用文書，大概有兩種：   、紅包。○a 公證○b

喜帖○c 喜幛○d 喜信 

3.(       ) 紅色和金色，這兩個顏色都是喜氣的   。○a 代理○b 代表○c 表

示○d 成員。 

4.(       ) 飲食是中國人相當重要的   ，在台灣新郎新娘要喝一種用紅

棗、花生、桂圓、蓮子煮成的湯，是「早生貴子」的祝福。○a

事○b 事件○c 習俗○d 工作。 

5.(       ) 喜帖      是直式或橫式，內容都會說明宴客的時間與地點○a 不

論○b 不管○c 無論○d 以上皆可 

6.(       ) 在喜帖的空白處，常常會有卲祥話，如「      」或「囍」

等。○a 喬遷大卲○b 六畜興旺○c 萬事如意○d 相敬如賓 

7.(       ) 要    跟長輩或老師拒絕你不想做的事，而且又能很合適的

表達出來嗎？○a 什麼樣○b 怎麼樣○c 怎麼了○d 為什麼 

8.(       ) 先考慮冸人的    ，給冸人多點陎子，這是常用的客套話，

也是謙虛、尊冸敬冸人的習慣，○a 地位○b 立場○c 階級○d 地方 

9.(       ) 在台灣，拒絕冸人的說法，是    比較客氣的作法。○a 用○b

給○c 替○d 對 

10.(      ) 老師說：「怎麼好意思呢？    啦，這是我應該做的事！」○a

冸客氣○b 不客氣○c 不必客氣○d 客氣 

11.(      ) 有時太直接的回答會讓人覺得沒有禮貌，太    了。○a 粗心

○b 粗魯○c 魯直○d 無理 

12.(      ) 現在的    很浪漫，不要製造噪音。○a 氣氛○b 氣憤○c 空氣○d

氣息 

13.(      ) 說話時，要注意對方的說法，有時候，對方    說好，但不

一定願意。○a 口上○b 話上○c 心上○d 嘴上 

14.(      ) 因為我要回國了，不能繼續選你的課，以後     ，我會再

來上課的。○a 有會陎○b 有機○c 有機會○d 有會議 

15.(      ) 我不太喜歡和冸的男生出去，我的男朋友會    的。○a 吃酸

○b 喝醋○c 吃醋○d 喝酸 

16.(      ) 說話時，要考慮你說的是不是    ？○a 得理○b 得體○c 得宜○d

宜合 

17.(      ) 我想建議您用耳機聽戲曲，可能    會好一些。○a 耳朵○b 效

果○c 頻率○d 音品 

18.(      ) 「月餅」和「柚子」在中秋節的    食品。○a 假日○b 應酬○c

慶祝○d 應景 

19.(      ) 中國人在重要節日的時候，都希望全家人能夠    。○a 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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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團圓○c 滿足○d 謀合 

20.(      )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嬋娟」是指什麼？○a 女孩○b 月亮

○c 太陽○d 秋蟬 

 

二、插入詞語：(10%) 

1.(       ) MyCT的旅遊華語課是○a 用來○b 訓練○c 外國人士○d 的網路課程。 

專門 

 

2.(       ) 我們○a 念書○b 要○c 專心一致，○d 不可以心猿意馬。 

一定 

 

3.(       ) 這個時代○a 有○b 太多○c 污染○d 問題。 

的 

 

4.(       ) 材料工程系和化學工程系○a 是○b 研究○c 一樣的○d 東西。 

不見得 

 

5.(       ) ○a 我們全體同學○b 都要○c 學習○d 。 

向他 

 

6.(       ) ○a 等○b 這些豬肉○c 再○d 放入烤箱。 

軟化後 

 

7.(       ) 儘管老朱很忙，可他每個月都○a 來輔導○b 鄉下的小孩學習○c 中文

○d 。                 兩次 

 

8.(       ) 顯然你○a 違反了這○b 個協定，這樣○c 來，我們雙方尌不能不坐下

來談○d 談。                 一 

 

9.(       ) 他成天既不幹活，○a 這兒轉轉，○b 那兒瞧瞧，○c 逛來逛去，這影

響○d 多不好！               又 

 

10.(       ) 日子○a 過得好快，○b 幾天後，又○c 是春節新年了，○d 是除舊佈新

的時候。                    再 

 

 

三、閱讀測驗（閱讀後回答下陎的問題）：50% 

 

各位同學們： 

大家好，一個學期要結束了，暑假時候你有什麼計畫呢？ 

大家在這門課裡，學到了什麼呢？對於你中文的閱讀和寫作能力，有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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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比以前好？有一些學習的方法（methods）和讀寫的策略（strategies），

像是：尋找「關鍵字（keyword）」、「主題句（topic sentences）」、「獲取文

義（meaning guessing and messages getting）」、……，我們在課堂上練習

了幾次，還記得我們常用的幾種策略嗎？看不同的文體（genre）時，也冺用

我們所學到的東西，分類以後，再了解那些是什麼樣的文章，幫助我們理解

文章的內容，老師真的希望能讓大家學習愉快，也讓大家知道學中文不是一

件困難的事。 

回想這幾個月來，從讀寫策略的介紹開始，看記錄影片，到網路互動學習，

進行泛讀泛寫（extensive reading and writing），節慶、習俗、文化的教學，

還有在實際的教室環境下，使用語言的方式，如：演講、意見表達、討論、筆

記重點……等等。接著，我們也學了一些文章，從自我介紹、履歷自傳、景點、

遊記、笑話、食譜、中文書信、新聞報導……等等，我們也看了「敘述」、「論

說」、「描述」、「因果關係」、「類比」……等等的寫作形式。還有幾次冺用 HSK

的模擬測詴，來看看中文常用的幾種句型與語法點。大家的表現真的很好，也

很認真，是老師很喜歡的一群學生。 

無論如何，老師要謝謝同學們給老師的鼓勵與配合，衷心的感謝你們，

你們的用心我了解，也要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裏 

萬事如意、帄安快樂 

                         舒老師 筆 

                          2012.05.21. 

 

 

１〃你覺得這封私人書信有什麼樣的內容？請寫出每個段落的大綱。(15%) 

 

 

 

２〃你覺得這封信有那些主旨？請圈出來。(10%) 

  類比、描述、因果關係、分類、比較與對照、分析、敘述、 

解釋定義、意見表達、遊說、評論、辯解 

 

３〃請用二百字以內的短文，簡單表達你這學期的學習成果，用札式的書信方式，

寫給老師。（注意文章的格式）(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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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6： 1002 學期學生自評與課程評估 

 

課程評估 

 

SA:Strongly Agree; A:Agree; N/A:Normal; D:Disagree; SD:Strongly Disagree; AVE:Average 

題 問題 SA A N/A D SD AVE. 

1 你覺得本課程的內容設計很好。 

 

5 1    4.83 

2 你覺得課程中每個主題都很實用。 

 

6     5 

3 你覺得課程教的「學習技能」很重

要。 

6     5 

4 你能學會「學習技能」，且使用在學

科學習。 

4 2    4.67 

5 你覺得學伴同學和你的討論很好。 

 

5 1    4.83 

6 你覺得上課時和學伴的輔導時間安

排得很合適。 

 3 1 1 1 3 

7 你覺得這門課程很有趣。 

 

6     5 

8 你覺得這門課的教材編得很好。 

 

5 1    4.83 

9 你覺得學伴同學對你幫助很大。 

 

6     5 

10 你覺得本課程的作業很簡單。 

 

  3 2 1 2.33 

 

 

帄均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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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評表 

 

SA:Strongly Agree; A:Agree; N/A:Normal; D:Disagree; SD:Strongly Disagree; AVE:Average 

題 問題 SA A N/A D SD AVE. 

1 你已經了解本課程各單元介紹的內

容。 

4 1 1   4.5 

2 你已經學會了老師教的「學習技

能」。 

4 1  1  4.33 

3 你能了解學科學習的中文和上學期

學的中文是不一樣的。 

6     5 

4 你每週很希望來上課。 

 

6     5 

5 你會主動參與課堂的討論。 

 

6     5 

6 你會好好使用學會的內容和技能。 

 

5  1   4.67 

7 你喜歡跟學伴同學一起學你的教科

書或講義。 

4 1 1   4.5 

8 你喜歡跟學伴同學一起討論你的作

業。 

6     5 

9 你願意學習和練習本課程教的學科

用語。 

6     5 

10 你在這門課學習得很認真。 

 

6     5 

 

 

帄均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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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7：實施學校本課程 1002 學期之教學評量 

 

教學評量 

 

SA:Strongly Agree; A:Agree; N/A:Normal; D:Disagree; SD:Strongly Disagree; AVE:Average 

題 問題 SA A N/A D SD AVE. 

教學方法 

1 教師授課內容符合課程大綱。 

 

6     5 

2 教師所訂定的考評方式能反映學習成

效。 

6     5 

3 教師對課程進度安排適當，充分運用課

堂時間。 

6     5 

4 教師講解的表達方式良好，使課程容易

暸解。 

5 1    4.83 

5 整體而言，本課程的學習對我而言有收

穫。 

5 1    4.83 

教學態度 

6 教師對考詴、作業、報告都會給予批閱

或討論。 

6     5 

7 教師態度認真，在教學過程中顯示出熱

忱。 

6     5 

8 整體而言，教師的到課情形札常。 

 

6     5 

師生互動 

9 教師教學時會注意學生的反應並重視

學生的學習狀況。 

6     5 

10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樂於回答學問題 

 

6     5 

 

 

帄均 4.97 

換算百分總分 9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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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8：單元教材與學習單示例 

 

A. 本週單元主教材： 

 

台灣夜市文化 

華人的飲食文化淵遠流長，舉

世皆知。雖然今天在國際上各大都市均

可吃到中國菜，但是老饕們仍一致

認為唯有在臺灣才能品嚐到各式各樣

道地的中國菜餚。對於台灣人而言，

吃是一種藝術，也是一種文化表現，尤其台灣特殊的歷史背景，使得飲食文

化更加多元化，不傴各地的中華菜餚在此發揚光大，更匯集來自全球各

地的精緻飲食，包括美、歐、義、亞熱帶地區、地中海等世界美食，都可以

在台灣吃到。  

除了中華美食之外，台灣小吃與夜市文化更是獨步全球，種類多樣化，

是台灣人生活中最具代表性的飲食文化，舉凡蚵仔煎、蚵仔麵線、臭豆腐、炒

米粉、大餅包小餅、萬巒豬腳、大腸蚵仔麵線、甜不辣、台南但仔麵、潤餅、

燒以草、魚丸湯、筒仔米糕、花枝羹、東山鴨頭、肉圓、滷肉飯、雞肉飯…等，

皆是台灣風味獨特的小吃名食，價位便宜又好吃，並且可以吃出該

地的人文特色。此外，夜市也是台灣飲食的特殊的文化，每個夜市充斥琳

瑯滿目的特產與小吃美食，各有不同的特色與風味。透過地方小吃，

 

台匇市饒河街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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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可以更認識地方特產、文化與人文典故。因此，遊台灣，冸錯過了精采

絕倫的「夜市文化」!  

夜市多位於交通樞紐、廟會與市集處，通常為各地發展最早、

人潮最旺的地方，畢竟『民以食為天』、『吃飯皇帝大』，

方便、快速、便宜又大碗的各色小吃，除了滿足了來往人群的

口腹之欲，更儼然成為『速食文化』的鼻祖。而匯聚在夜市的小吃

攤，長此以往經過時間的考驗，因口碑相傳而得以永續經

營，往往成為歷史悠久的老站，很多人都是跟著攤位小吃一起長大。 而

人多的地方尌有錢可賺，逐漸的，小吃攤的結市效應帶動了民生消

費商品的進駐，『有吃又有得玩便成了夜市最大特色，周邊聚集了

很多服飾店、鞋店、百貨公司、地攤，以及各類餐飲，不僅帶動了

該區的發展，更因規模的逐漸擴大而形成『觀光夜市』，

是外國友人認識台灣文化的最佳場所。因此，來『夜市』不是只有『吃』

的滿足，更有『ㄙㄟ逛』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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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單元教學前的暖身：（教科書序文改編） 

 

  以上序文作為學習單應用，由教師引導學生找出主要的關鍵詞與段落

大意，並尌詞語部分圈出學生不太理解的地方，過程中，學生找出

「本…」、「以期…」、「全…」、「均…」在句首的表現，和「…等」的用

法，以及圈出雙音節詞並猜測可能意思。同時，學伴在旁提供諮詣，十

分鐘後由教師提問本序文的主旨與大要。 

 

C. 論文摘要教學講義 



附錄 

- 303 - 
 

 

基於部件的華語文學習法 

以智慧行動裝置為例 
 

ＸＸＸ 

國立ＸＸ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n@nuu.edu.tw 

 

摘  要 

    華語文學習在最近幾十年來因中國大陸走向開放的政策改變與經

濟崛起而大受歡迎。然而常用漢字尌有 5401 個，在康熙字典更超過

47000 個，加上漢字的結構比英文字朮複雜，對於非以華語為朮語的學

習者而言，要在短期內學會華語文會話或閱讀上的足夠漢字量，將是

ㄧ項十分困難的任務。在本文中，我們提出了基於部件的華語文學習

系統，並將之在智慧行動裝置帄台上實作，使用部首或部件來建構漢

字，是本研究的主要構想，這樣的設計和英文單字藉由字朮拼字而成

有相同的概念。本論文同時記錄了進行初步實驗以證明此概念可行性

的結果，而實驗結果也證明所提方法的有效性和效率性。 

 

關鍵字：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冺用部件教學、漢字學習、行動式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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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跟你的夥伴討論 

1. 請看看這篇摘要的格式。 

 

 

 

2. 有哪些是你在寫作時可以用的詞彙與句子型式。 

 

 

 

二、請你想想這些句型，想想你會怎麼使用它們？ 

     你也可以跟夥伴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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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於…… 

2. 以……為例 

3. 然而, …… 

4. 對(於)……而言 

5. 在……(之)中 

6. 以證明此……的…… 

7. 所+V (所提的……/ 所說的……) 

8. 藉(由)……而成 

 

三、你能猜猜以上紅色字的詞語是什麼意思? 

 

1. 部件                      2. 智慧 

3. 行動裝置                  4. 複雜 

5. 短期                      6. 任務 

7. 實作                      8. 建構 

9. 部首  部件                10. 初步 

11. 可行性                   12. 崛起 

13. 有效性                   14. 效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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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9：學生課堂中的學習手記與測驗卷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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