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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理漫畫運用於華語教學之
研究
中文摘要
隨著華語作為二語日漸普及，學生在教室外使用各種不同的管道來精進自
己的語言發展是很普遍的現象。對多數華語為二語的學習者而言，
「漫畫」
(comic books) 是眾多易取得資源的管道之一。許多學習者均從「漫畫」中得到
似乎無窮無盡的「可理解輸入」(comprehensible input)，培養學習者進行傳統文
學作品的閱讀及比較的技巧。本論文的研究重點是如何將漫畫融入實際的華語
課堂環境。
本論文的第一步回顧內容導向教學以及廣泛閱讀教學的相關文獻，並提出
在華語課堂環境中使用漫畫協助教學的框架和原則。接著選擇兩部具有共同主
題內容 – 料理 – 的漫畫，並進行以下分析：首先，取出漫畫中的文本，以獲取
有關漫畫詞類和難度的數據，並跟不同類型之文本進行比較。其次，嘗試鑑定
漫畫中的哪些特徵符合內容和語言的整合學習 (CLIL) 的要求。最後，根據結果
編寫教案，並提出相關提示與建議。
本論文結果支持前人研究結果，認為：(1) 透過廣泛閱讀教學計劃，漫畫可
以順利融入華語課堂環境，達到良好的教學效果。(2) 大量的閱讀是傳統華語教
學經常缺乏的一點，漫畫融入教學有助於讓中級學習者對中文閱讀有初步的能
力，並能提高閱讀興趣，讓學習者成為自主學習者。

關鍵詞：華語教學、內容和語言的整合學習、廣泛閱讀教學、漫畫、二語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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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king Comic books applied to
TCSL
Abstract
With the ever rising popularity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it comes with no
surprise that students use all different sorts of input sources outside of the classroom
in order to further progress on their own. In that regard, many students find in comics
a seemingly endless supply of comprehensible input, which in turn allows them to
move on to more "classic" literature. The main idea behind this thesis is to identify the
ways in which comics could be used to teach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in an actual classroom setting.
Through a thorough analysis of literature revolving around two main topics –
content based instruction, and extended reading – we lay out a framework and key requirements for using comics in a TCSL classroom setting. Then, we select two comics
with a specific subject – cooking in our case, and further analyze them using statistics
based on the text in the comics, in order to get some data on the type and difficulty of
the comics' words, then we identify which particular aspects of the comics match
CLIL requirements. Then, an example class plan is drafted, and we lay out some further relevant tips.
This thesis supports its relevant literature: through structured extended reading
plans, comics can be successfully integrated in a classroom setting. Reading is something that traditional TCSL often lacks, and comics can give students basics in reading
Chinese, in order to become an "autonomous acquirer".
Keywords: TCSL, CLIL, Extended Reading, Comics,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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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隨著全球化以及近20年中國快速發展的影響，世界各國的華語學習者日趨
眾多。以法國為例，英語通常為學生的第一外語，而華語為第二外語雖然仍排
在第二外語的第四名 （僅次於西文、德文和義文）(Conseil National D'Evaluation scolaire, 2019)，但學習者總數2015年已經超過十萬名，達到了十年前的五
倍 (Bellassen, 2015)。據各來源的媒體，華語教學在世界各地毫無疑問地已形成
熱潮，從2009年的4千萬名學習者 (York, 2009)，預期 2020年突破1億人次 (Global Exam, 2016; China Daily, 2017)。
隨著這個被命名為「華語熱」的趨勢，學習者的背景、性格與興趣也越來
越多元，因此許多教學機構陸續開始發展和運用各種不同新創教學法、教材設
計原則與教學模式，如內容導向語言教學 (Content-Based Instruction，以下簡稱
CBI) (Brinton, Snow, & Wesche, 1989)，
「語言內容整合學習」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以下簡稱 CLIL) (David Marsh, 1994)、
「肢體反應故事
教學法」 (Total Physical Response Storytelling，以下簡稱 TPRS) (Blaine &
Contee, 2004)，以提升教學品質以及學習者的參與動機。台灣各校院有關華語教
學法的學術論文亦能反映教師們對新創教學法的創意與熱忱，不斷更新華語教
學的定義與範例。
此外，書本漫畫在現代社會普遍受歡迎，尤其是在法國。法國擁有悠久的
漫畫文化，從19世紀到現在依舊很受社會的歡迎。國內外漫畫的銷售量排在歐
洲第一，2018年突破紀錄，達到4千4百萬本 (Saint-Laurent, 2019)。而漫畫的類
別非常多元，有少年、少女或青年等傾向的漫畫，亦有動作、愛情、夢幻等主
題的漫畫。不管讀者的年齡、性別或興趣，肯定可以找到適合該人興趣與性格
的漫畫。
本研究的目標為結合「漫畫」與「內容和語言整合學習」，闡明其原則與優
點，界定適合如此教學的漫畫本，分析其貢獻度並設計加強「聽說讀寫」四個
語言能力的教學活動。最終目標是讓學習者透過漫畫得到雙重收穫：一方面學
習專題或學科內容，另一方面加強自己的語言能力，透過漫畫閱讀培養閱讀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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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讓學習者理解漫畫文化，鼓勵他們自己篩選中文漫畫，了解其內容，跟其
他漫畫讀者討論漫畫。透過本論文的研究，希望展現漫畫作為教學題材的好處
與運用方式，讓華語教學界逐漸重視流行漫畫及其影響。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本論文的主要動機為漫畫對研究者的中文學習過程所扮演的角色。回顧過
往的學習，漫畫曾提供研究者許多簡明易懂，接近生活實境的語言輸入。而研
究者認為由於漫畫本身以圖片敘述故事，在提供語言輸入的同時能夠臨時圖解
該語言輸入，幫助提升對生詞的認知。因為漫畫讓研究者學習不少生詞、成語
與慣用語，已讓研究者培養閱讀興趣，研究者認為「用漫畫教中文」為良好的
研究題目，讓人看到漫畫當教材的好處與運用方式。

一、流行文化融入華語教學
一看當前有關華語教學的論文，可以發現許多有關如何運用流行文化內容
來教華語的論文。學者們認為：台灣華語偶像劇可以幫助提升學習者的溝通能
力，包括提供自然的語言環境與大量的語言輸入（林慧娜，2015）。華語動畫語
調教學能有效提升對話與語調的重視和掌握度，能激發學習者動機，並讓學習
者希望這樣的教學能融入當今的華語課程中（陳嬿汝，2014）
。流行音樂華語對
於人的生理與心理均具正面效果，具有放鬆學生心情、減少焦慮、提高動機等
作用（張佳靜，2013）
。朱庭慧的研究又提出：學習詞彙時，用實際物品或圖片
輔助教抽象文化內容，對認識新詞彙來說，有很大的幫助，而且記憶深刻，不
易忘記（朱庭慧，2018）。
在這個內容越來越多元的環境下，似乎極少存在著以「流行漫畫」為內容
的教材。「用漫畫學英文」等相關文獻數不勝數，第二語言習得學術領域中最有
名的學者 Krashen 自身提倡漫畫幫助外語學習並提升閱讀興趣。另外，由於日
本的漫畫文化，「用漫畫學日文」相關書本和論文也相當多，然而乍看之下，漫
畫極少被運用於華語教學，讓研究者覺得可惜。從朱庭慧的研究結果（用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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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或圖片輔助教抽象文化內容有很大的幫助）衍生論述，可以假設漫畫在華
語詞彙教學可能會有很大的幫助，在教學過程即時提供非常具體的例子，提升
學習者對詞彙的認知。

二、華語教材中的漫畫
在華語課本內，已經可以看到些許漫畫的痕跡。許多比較通用的華語課本
在教學單元的後面會把插畫或連環漫畫 (comic strip) 當單元課文的教學輔助工
具，補充說明該單元的生詞或語法點，提供有視覺效果的例子。這些視覺例子
通常為配對教學的活動或練習，如讓學生敘述漫畫角色的動作，或描述插畫的
情景，以提升學習者的語言產出能力。
表1-1：漫畫在通用華語教材之運用方式

課文

生詞

文字解釋

漫畫例子

語法概念

口語說明

漫畫活動

註：「漫畫例子和活動」可有可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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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已有以連環漫畫為內容之
華語教學課本，如「趣味漢語語法：
35課幽默對話與漫畫」
（李紅、張
静，2014） 和「漫畫漢語101句」書
本系列（張婧，2009）
。以上書籍的
設計原則和教學對象與本論文有所不
同，其內容為基礎溝通中文，未涉及
到專業華語或學科內容。另外，書籍
對漫畫的應用僅限於提供視覺例子，
無任何故事因素，實際上跟一般華語
課本的漫畫應用方式無所不同。

圖1-1：「漫畫漢語101句」

三、本研究設計原則
本論文的設計原則與以上書籍的不同在於預設將專題流行漫畫的特點融入
教學，如故事敘述、專業知識、專有名詞、文化層面等等。從漫畫取出教學方
案，而非依教學目標設計漫畫輔助教學。

表1-2：本研究的設計原則

流行漫畫

生詞

文字解釋

語法概念

口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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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有教學機構認可用流行漫畫當語言教學題材：在修學過程中，如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國際文憑組織，以下簡稱 IB）。IB 組織「面向全
世界的兒童和青少年提供四個國際文憑教育項目：小學項目(PYP)、中學項目
(MYP)、大學預科項目(DP)」 (IB 組織，2019)。IB 就如一般教學機構提供不同
的科目，而 IB MYP「語言與文學」課程內的「指定翻譯文學作品目錄」共有八
部被列為「視覺文學」(Graphic novel) 的作品 (IB 組織，2019)：

表1-3：IB MYP 指定視覺文學

原文標題

中文標題

作者(國籍)

年分

Maus

鼠族

Spiegelman (美國)

1972

City of glass

玻璃之城

Auster (美國)

1985

ナルト

火影忍者

岸本齊史(日本)

1997

遥かな町へ

遙遠的小鎮

谷口治郎(日本)

1998

Jimmy Corrigan:

(無中文版)

Chris Ware (美國)

2000

Persepolis

波斯波利斯

Satrapi (伊朗)

2000

De: Tales

(無中文版)

Ba (巴西)

2006

Aya de Yopougon

(無中文版)

Abouet (象牙海

2006

The Smartest Kid
on Earth

岸)

從表格裡頭，可看 IB 指定翻譯文學漫畫的多元性：光是這八部漫畫，有幻
想與真實、黑白與彩色、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時代、不同背景的漫畫。各個漫
畫的畫風與呈現方式大不相同，從此可以意識到漫畫文化的多元性，研究者認
為漫畫文化教學值得探究。只不過，這些漫畫在 IB MYP 課程裡頭被運用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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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教學，語法較複雜，內容頗沉重（如「鼠族」是以漫畫講述作者在納粹德國
的經歷，作品涉及到猶太人大屠殺以及社會對猶太人見死不救之行為），研究者
認為內容和難度可能不適於第二語言教學。因此，研究之前，需要先根據教學
目標找出符合學生的興趣並適於第二語言教學的漫畫。
再者，由於預設將專業漫畫設為本論文的教學題目，研究者認為應該應用
指定的設計原則來當設計方針。基於要分析漫畫為題材的考量，內容導向語言
(CBI) 和內容和語言整合學習 (CLIL) 值得探究，從兩者的比較和分析出發。CBI
和 CLIL 的原則相近，CBI 是「以專題內容為媒體的二語/外語教學或學習」
(Brinton, Snow & Wesche, 1989)，CLIL 是「將學科內容和外語學習相結合，用
外語教授科學、地理、歷史、藝術等內容，從而促進語言和學科內容的雙重學
習」(Marsh，1994)。在漫畫的分析之前，會先澄清兩者的差別，再將其原則適
用於研究。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文的目標為以 CLIL 教學和廣泛閱讀教學原則作為基礎，分析專題流行漫
畫何種程度能夠應用於華語教學，透過教案編寫探討教學線索，尋找實際建議
和教學技巧。
教學目標有三個：
一：根據所篩選的漫畫內容教授專題華語知識
二：同時鞏固學習者的整體華語能力
三：激發學習者的學習和閱讀動機，讓學習者成為自主學習者

第三節 名詞解釋
一、漫畫
漫畫（英語：comics）是一種二維視覺靜態圖畫藝術，構圖（如顏色、線
條運用）一般比美術繪畫（如油畫、水彩畫）精簡，可以加上文字（如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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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述、狀聲詞）構成內容。根據周宛薏、侯佳欣與陳思婷（2009）
，漫畫在中文
中有兩種意思。一種是具有諷刺、幽默和詼諧的意味，且通常比較短的漫畫。
另一種是內容寬泛， 風格各異，運用分鏡手法來表達一個完整故事的多幅繪畫
作品。流行的現代漫畫常裝訂成冊。

二、視覺文學
視覺文學是一種利用漫畫表現風格進行創作，並且集結成書的作品，目標
是給普遍成人讀者閱讀。在當今西方漫畫創作界，這個名詞通常隱含著內容更
複雜、更有企圖心的意涵，想要和傳統針對兒童創作的漫畫做出區隔。（大英百
科全書，2020）

三、華語/華語教學
本文內之「華語」一詞指的是現代漢語（又做中文），另外「華語教學」
（同華語文教學）指的是針對母語非中文的教學，包含教學法、教學資源等
等。該詞在中國大陸地區也做為「對外漢語教學」。

四、內容和語言整合學習 (CLIL)
內容和語言整合學習(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簡稱 CLIL)
是由 David Marsh 於1994年發展的一個語言教學模式，其主指為將學科內容和外
語學習相結合，用外語教授科學、地理、歷史、藝術等內容，以促進語言和學
科知識的雙重學習。初期在北歐國家流行，後來被歐盟推廣，直到現在 CLIL 已
在全世界盛行，尤其是在英文雙語學校和計畫。

五、廣泛閱讀
廣泛閱讀（簡稱泛讀）是一個在語言學習上使用之閱讀模式，與精讀相
比。精讀指的是對較短較難的外語篇章進行完整且精細之閱讀，泛讀則是大量
的閱讀，對所閱讀的篇章文義有總括性的理解而非著重於單詞或單句。泛讀的
是一種廣泛而大量的閱讀，不要求學習者逐字地理解字詞或語法結構，主要以
理解篇章的文義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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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探討與本文相關研究，依教學目標界定教學指導方針及原則，以界
定最有效率、對學生最有幫助的漫畫華語教學。
二語教學自古以來已存在著，跨文化交流是現代人類必然的現象，華語教
學和學習不例外。有史以來，許多來自西方的學者試圖將中文帶回母國，自金
尼閣神父 (le Père 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 編寫第一部系統性的羅馬化漢語詞
典後，華語教學的原則不斷更新。每個語言的二語教學具有一些共同原則，可
以把這些原則運用於華語教學。二語教學最初期1967年被 Pit 在 The Significance
of Learners' Errors 分析，然後從 Krashen 博士1982發布的「第二語言習得原則」
開始，第二語言習得研究真正地歷經了重大改變。在 Krashen 的定義裡頭，
「學
習」和「習得」是不一樣的，「學習」是刻意的，像學外語一樣，照著外在的規
則去學；但「習得」是暗示性的，像學習母語一樣，透過很多暗示，在無意識
之中習得語言能力。Krashen 的理論對第二語言習得的貢獻非同小可，當前的第
二語言研究和理論皆全部或部分源於 Krashen 的「輸入假說」：Krashen (1982)
認為理解書面語言或口語是增加語言能力的主要方法，而語言的輸出則對學習
者的語言能力沒有影響。
以這個假說為出發點，許多學者開始思考如何供給學生更有意思的輸入，
讓他學習他需要或想要的語言能力，達到有效率的語言教學。

第一節 內容導向教學
與 Krashen 撰寫其大作後，來自大西洋兩岸的學者各自開發兩個相同的第
二語言教學模式：CBI 和 CLIL，以提升第二語言教學的效率，供給學生適應社
會的能力。兩者大同小異，主要概念都屬於「內容導向情境」語言教學 (content
based approach language learning) ，也就是以特定題材為內容教授語言，或以外
語為媒體教授學科內容。部分學者認為兩者幾乎一模一樣 (Cenoz, 2015) ，另外
還有學者認為不完全相同 (Brown & Bradford, 2017) 。透過文獻回顧，將會試著
定義這兩個概念，分析其原則，以找出適當的教學設計原則，運用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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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CBI 的由來與定義
（一）CBI 的啟發：知識框架理論
CBI 最初期在1980年代後期出現 (Brown, 2016) 。受加拿大沉浸式教學計畫
以及美國移民群體教學措施的啟發，CBI 應用了建構主義學習理論 (Piaget,
1971) 和第二語言習得語言輸入理論 (Krashen, 1982) 形成。第一篇以「內容導向
語言教學」為主題的研究是 Bernard Mohan 在1986年發布的「語言與內容」
(Language and Content) 。在文內，Mohan 注意到當時教學的「一個矛盾：在學
科教學，我們時常忽略語言正為教授的媒體。另一方面，在語言教學，我們也
往往忘記我們在轉達內容。因此，我們可以把每一位老師視為語言老師。」
(Mohan, 1986) 。由於這個矛盾，Mohan 提出「知識框架理論」（Knowledge Framework）
，為語言教師提供一個把語言與內容結合的教學活動設計框架。
「知識
框架理論」強調以內容為基根，透過知識、語言及思維能力系統性的整合，提
升學習者的學科和語言應用能力。根據知識結構框架理論，無論涉及何種內容
的「社會活動」，都要結合「背景知識」（即理論）和「行動」
（即實踐）
。

表2-1：知識結構框架（Mohan 1986）

Background

Classification

Principles

Evaluation

Knowledge

分類

規則

評價

Action Situation

Description

Sequence

Choice

行動操作 – 輸出能力

描述

排序

選擇

背景知識 – 輸入理解

知識結構框架為一種語言課堂的教學活動設計原則，教師應先前決定一個
「社會活動」，再按照以上表格的步驟界定相關詞彙和語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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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買漫畫」的社會活動包含以下資訊：
表2-2：買漫畫知識結構框架

Background

Classification

Principles

Evaluation

Knowledge

分類

規則

評價

背景知識 – 輸入

漫畫種類

哪裡買漫畫

漫畫排名

漫畫標題

漫畫的價格

漫畫評價

Action Situation

Description

Sequence

Choice

行動操作 – 輸出

描述

排序

選擇

能力

向賣家描述自己的

向賣家詢問價

做出決定，進行

需求、興趣或想法

格或相關諮詢

交易

理解

如果把「買漫畫」設為課程指導方針的「社會活動」
，就可以依以上表格教
授學生買漫畫所需要的知識和詞彙，如系列、作品、畫家、畫風等等，「請問我
要買最近很紅的那部漫畫，你們有賣嗎？」之類的。
許多「知識框架理論」相關研究指出這種視覺教學資源在語言發展的重要
性。它即可以顯示相關詞彙的詞義關係，更擁有跨文化特徵，在二語教學可以
激發學生母語的背景知識。其功能也很多元，可以促進學生的創作(輸出)能力，
提升學生的理解力，並讓學生評估，促進獨立思考。學生覺得這種視覺教學資
源讓他們更掌握他們的學習，提供一個組織筆記的策略，另外，也讓他們更有
自信 (Tammy & Soule, 2011) 。

（二）CBI 的定義
CBI 則是 Brinton, Snow, & Wesche (1989) 以 Mohan 的研究為出發點而整理
的語言教學模式。CBI 原本「在北美洲受到重視，尤其是在中學和大學，因為
它有潛力幫助外國和移民學生迅速適應主流教學的學科內容」 (Brown, 2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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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nton, Snow, & Wesche (1989) 最初期給予 CBI 的定義包含三個基本 CBI
模式：
（一）

主題式教學 (theme-based instruction) ：以特定主題為內容的語言教

學 (如環境保護、文化季節、家庭環境等等)。教學重點在於語言，這裡學
科內容僅為主導方針，啟發學習者的興趣和學習動機。
（二）

隱蔽式教學 (sheltered instruction) ：一種內容為重點，外語為媒體

的授課方式。目標是讓外來的學生（如移民者或外籍大學生）慢慢地適
應新的環境，以後能夠上當地母語的正常課堂。
（三）

輔助式教學 (adjunct instruction)：外語老師和學科老師互相合作，

將各自的課程內容協調，或者同時授課，以提升雙方的教學成果。
表2-3：基本 CBI 模式

在早期研究，Met (1998) 把 CBI 定義為一個很廣義的名詞，不管重點在於
語言還是內容，皆可稱為 CBI。CBI 開發學群 Brinton, Snow, & Wesche (2003) 也
把 CBI 定義為「一個雨傘名詞」，說它泛指所有以學科內容教授第二語言的教學
模式。為了圖解說明 CBI 不同的模式及其「雨傘特性」，Van Lier (2005) 劃出以
下圖形，該圖形得到 Brinton & Snow (2017) 的認可與讚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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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Van Lier 的 CBI

根據 van Lier ，這個圖形簡單的提醒我們 CBI 是一個連續體，而不是一個
是非選擇。「語言為重點」的課程落在圖形的左邊 (A 點)，最佳的例子是主題式
教學，內容只是一個帶著語言的工具，以介紹概念並啟發練習。 相反的，圖形
的右邊 (B 點) 包含「內容為重點」的課程。這種課程的例子是隱蔽式教學，內
容的掌握最為優先，第二語言是透過內容的學習而發展。最後，我們可以將輔
助式教學放在圖形的中間，學科和語言課程互相強調彼此。
經過近年語言教學發展研究的探討，CBI 的原始創造學者團隊中的 Brinton
& Snow (2017) 修改 CBI 模式，提出「混合 CBI 模式」
：

表2-5：混合 CBI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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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nton & Snow 描述這個新模式中的概念：
（一）

Immersion education （沉浸教學） ：教授一個國家的其他官方語言

或當地方言的雙語教學，用目標語言教授部分或全部課程。它的特點在
於主要是在中小學施行，而且即使學生周邊可能很少使用目標語，該目
標語還存在於當地社會。
（二）

Sustained content （持續內容） ：拉長主題內容教學模式，在偏長

的時間以特定的主題教授語言，例如用書籍教語言。
（三）

CLIL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Brinton & Snow

認為 CLIL 屬於一種 CBI 教學模式，解說雖然原則跟 CBI 很相近，CLIL
主要是發展多語、擁有跨文化知識的人士的語言政策，以適應現代的全
球化社會。Brinton & Snow 認為它跟隱蔽式教學的不同在於隱蔽式教學的
目標是讓外來的學生適應當地環境，CLIL 教學的目標是讓當地學生獲得
向外面發展的技巧和跨文化知識。Brinton & Snow 批評 CLIL 為一種精英
教育，只供給社會高層的學生。
（四）

EMI (English Medium Education) （全英語授課）：以英文為授課語

言教授學科內容給非英文母語者。這裡，重點在於內容的教學，課程內
極少補充說明語言原則。它的特點是學生需要一定的基礎才能開始上
課。
（五）

Modified and Simulated Adjunct Models （修改和模擬輔助式教

學） ：從輔助式教學衍生的許多不同的模式，譬如透過學生團隊的組織
讓學生互相幫助，或者請語言專家（非學校正式老師）課後輔導。另
外，模擬輔助指的是學科老師在課堂內提供相關外語資源，讓學生自行
學習。
（六）

Other Hybrid Models （其他混合模式）
：Brinton & Snow 說明這個新

模式無法涵蓋所有的內容導向語言教學法，許多老師反應當地情況而發
展專屬的 CBI 教學模式，這些模式往往沒有被記載。
以上為 CBI 的開發團隊 Brinton & Snow (2017) 給予 CBI 的定義，不過由於
認為這個定義過度廣泛，還有學者將它的範圍縮小於語言教學為重點，說 C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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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綜合性的語言教學模式，從學科題材抽取題目、課文和內容，但始終注
重語言認知能力的模式 (Crandall and Tucker, 1990) 。另外，部分學者認為 CBI
在教室實際的應用方式往往為主題式教學，Stoller (2002) 也說 CBI 之內的主題
式教學重於其他模式，且學科內容事實上「僅為教授語言的外殼」。Brown &
Bradford (2016) 也認為 CBI 的目標「明顯跟語言習得有關，學科層面僅為提供
意義的媒體，或者提供真實的目的，啟發語言學習的動機」。因此，Brown &
Bradford 給予 CBI 以下定義：
「CBI 是一個內容、課文、教學活動及教學練習都來自特定題目的教學模式，
以提供學習者真實語言輸入，讓他們進行真實語言交流」。

二、CLIL 的由來與定義
（一）CLIL 的由來與推廣
在 CBI 開發幾年後，歐洲開發了另一種原則相近的外語教學模式：CLIL。
隨著歐洲學者 David Marsh 個人進行的實驗，CLIL 1994年由他與 Anne Maljers
正式創立。CLIL 為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的縮寫，中文譯為
「內容和語言整合學習」。Marsh (1994) 描述 CLIL：「它的中心思想是將學科內
容和外語學習相結合，用外語教授科學、地理、歷史、藝術等內容，以促進語
言和學科知識的雙重學習」。CLIL 已「在全世界迅速而熱忱地被相關人士接
納：家長、學生、老師和教育決策者」 (Lasagabaster & Doiz, 2015) 。Marsh
(2018) 本人在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ional Program 的專訪敘述 CLIL 的歷史：
CLIL 最初期在北歐國家興起，特別是在他當時任教的國家 - 芬蘭，後來漸漸地
往南蔓延，先在荷蘭和丹麥扎根。10年後，歐洲南部國家開始施行 CLIL 計畫。
Marsh 補充說明南歐國家（如希臘、西班牙、義大利）是單語國家，而這個方
法似乎達成了外語學習 - 特別是英文 - 的最佳成果。
自 CLIL 的開發以來，已經成為宏觀語言政策的指導方針。Marsh 跟歐洲聯
盟合作，迅速地讓 CLIL 被歐盟決策者採用；歐盟公報在1995年首次提倡
CLIL，以「促進新創教學法，特別是以外語教授其他學科內容的教學法」
。文
內提議「鼓勵高等外語老師到其他歐洲國家當助理教授，以改善外語師資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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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歐盟公報, 1995）
。其後，歐盟在2000-2006年執行主張所有歐洲國家攜手
合作的「蘇格拉底計劃」 (Socrates Programme) ，其包含以資金實務補助歐洲國
家實施 CLIL 教學的措施 (歐盟公報, 2000)。在歐洲，許多國家已經部分把 CLIL
教學法融入於語言教學 。
圖2-1：施行 CLIL 計畫之歐洲國家

附圖來源：歐洲教育，視聽和文化執行機構 EURYDICE，2016

CLIL 不僅存在於宏觀層面的政策，Dalton-Puffer (2011) 描述 CLIL 的雙方
向施行：「CLIL 的發展是雙方向的，一方面在高等級被相關決策者推廣，另一
方面基層級地在教室被應用。後者為老師配合自己和家長的觀念所採取的行
動。我們最重要看到的是，CLIL 是個人（即老師和家長）反應社會和經濟的重
大變化所做的選擇：由於社會變得越來越國際，就業市場更需要擁有一定外語
和術語能力的人才」。在分析香港家長對英語 CLIL 教學的評量，Li (2002) 也發
現香港家長相信 CLIL 能夠提供孩子就業市場的優勢，而教師時常主動施行
CLIL 教學。
CLIL 在歐洲獲得成功之後，世界各國高等級決策者認識到 CLIL 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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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依據其原則設計語言政策。歐洲之外，其他地區教學研究人士和決策者也
踴躍於 CLIL 的研究和施行，包含在拉丁美洲，如 CLIL 專題期刊 Latin American Journal of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以及其他學者的研究
(McDougald, 2009) 和中華大地區 (Li, 2002; Lim & Low, 2009; Tsui & Tollefson,
2007)。這方面，CBI 雖然被許多北美大學運用和研究，政府機構尚未正式宏觀
層地推廣相關政策。

（二）CLIL 的原則
為了準確的界定 CLIL，Budvytyte-Gudiene 和 Toleikien (2008) 把 CLIL 視為
一種雙語教學。他們辨別了三種雙語教學：
（一）

「沉浸式教學」(immersion) ：主要是為了教授一個國家的其他官方

語言 (如加拿大、比利時、瑞士等等多官方語言國家) 或當地方言 (如法國
布列塔尼語、西班牙和法國巴斯克語、英國蘇格蘭語等等) 。這裡，教授
媒體語言不同於當地社會的主要語言，一般是國家的次要官方語言。沉
浸式教師為授課媒體語言的母語者，通常也具備在母語環境授課的資格
(Dalton-Puffer, 2007) 。沉浸式教學的原則來自於1970年加拿大首次開設法
文沉浸式教學給英文母語者。
（二）

「沉沒式教學」 (submersion) ：便利移民者融入當地主流文化所實

施的計畫。這裡，外裔孩童受到當地語言教學，發展他們母語能力以外
的語言能力，以利在當地社會交流、就讀或就業。因此，沉沒式教學跟
當地語言教學和外語教學有所不同，它的目標是快速提升外裔孩童適應
當地。這個定義跟 CBI 之下的隱蔽式教學非常相似。
（三）

CLIL：最後的雙語教學是一個目標語是外語，學習群是當地主流語

言母語者的教學。這個定義準確地把 CLIL 界定於一種擁有「向外」特徵
的雙語教學。這裡，科目、學生和語言之間的關係跟以上兩種雙語教學
有所不同。Nikula et al. (2013) 年將 CLIL 定義為一個用外語為授課媒體教
學科給主流學生的教學法。Dalton-Puffer (2007) 補充說明，認為沉浸式教
學 (如加拿大法語沉浸教學) 和 CLIL 教學之分的關鍵詞為「外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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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定義符合以上 Brinton & Snow (2017) 給予 CLIL 的定義，一個著重內
容的外語教學法。
因為歐洲各地區施行 CLIL 的目標和方法有所差異，Dalton-Puffer (2007) 認
為頗難明確鑑定 CLIL 的目標。她提到關係人士時常主張提升外語接觸度，因此
提醒在外語課堂內碰到跨文化特徵的重要性。把後者跟語言認知和學科學習結
合起來，Dalton-Puffer (2007) 列出以下八個 CLIL 目標：
（一）

發展跨文化溝通能力

（二）

培養國際視野

（三）

提供從不同角度學習內容的機會

（四）

接觸專題科學術語

（五）

提高整體語言能力

（六）

發展口語溝通能力

（七）

使教授方法和行事更多元

（八）

促進學生動機

以上八個目標被 Coyle，Hood 和 Marsh（2010）整理，他們在闡述 CLIL 時
曾提出「4C 框架」：Content（內容），Cognition（認知）
，Communication（交
際）和 Culture（文化）。
（一）

Content：「內容」為學習的核心，指學習者從學習過程中，獲得的

各種知識、概念與 技能。透過課程內容的結合，不僅讓學習者獲得知
識，而且讓他們創造自己的知識、發展自己的技能。教學內容的選擇，
除需考慮特定情境下，如學習者所屬的環境、年紀、資源，更要從預期
學習者能獲得的知 識、技能、理解的角度選擇和規畫主題內容，實現
「個人化」教學 (personalized teaching)（Coyle, Hood, and Marsh 2010）。
（二）

Cognition：
「認知」是對學生思維能力的訓練，也就是指培養學生

的獨立思考能力。在 CLIL 課程設計時，教師要將思維訓練融入教學，鼓
勵學生分析、評估和解決問題。另外，根據 Anderson and Krathwo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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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認知能力分為低思維能力與高思維能力。認知能力發展由簡單到
複雜，由具體到抽象， 依序排列為記憶、理解、應用、分析、評價與創
造。記憶、理解與應用屬低思維能力，分析、評價與創造屬高思維能
力。每個較簡單的認知類別都是掌握下一個較複雜動作的先決條件。
（三）

Communication：
「交際」指的是學生課內外交流和表達信息、觀點

和內容的能力。語言是人類重要的溝通工具，教師應在課堂上創造真實
的語言環境，鼓勵學生交流，訓練學生的聽、說、讀、寫技能。
（四）

Culture：語言和文化息息相關，CLIL 教學注重培養學生的跨文化

意識和多元視野，在加深對自己國家文化認同的同時，了解其他國家的
文化，培養國際視野。Coyle，Hood 和 Marsh (2010) 也補充說明，不同文
化對事理的認知不同，因此， 跨文化的理解讓學生用不同的方式思考。

CLIL 的四大概念互相連結，Zydatiß (2007) 把以上四個概念整理成以下圖
形：
表2-6：CLIL 的4C 框架

Dalton-Puffer (2007) 評估此圖形，說這個配置沒有分層級，四項能力都互相
連接，意味著都擁有同等的重要性。即使如此，Dalton-Puffer 認為交際（即語
言）在所有能力的中央，正是 CLIL 的中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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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CBI 與 CLIL 的異同
CBI 的開發團隊把它定義為一個泛指所有結合特定內容和二語教學的教學
模式，CLIL 同樣是結合內容和語言學習，不過所教授的語言僅限於「外語」
。
另外，CLIL 已經得到許多官方機構的支撐和推廣，這方面，CBI 未正式融入官
方主流教學。CBI 和 CLIL 的區分問題也在於 CBI 本身的定義，CLIL 的定義已
經比較明確。根據以上的探討，如果把 CBI 視為一個「雨傘名詞」
，泛指所有結
合語言和學科內容的教學法，CLIL 的確可以被視為 CBI 之下的分支。另一方
面，假設 CBI 中比較普遍的主題式教學等同於 CBI 本身的定義，CBI 則比較著
重於二語的習得。Brown & Bradford (2016) 在比較日本的英文教學模式，列出
CBI 和 CLIL 以下特點：

表2-7：圖解 CBI 和 CLIL 的差別

著重語言

CBI

著重內容

CLIL

內容為學習語言的媒體

課程擁有內容和語言雙重點

主要評估語言能力

同時評估語言和學科知識

周圍性的學科學習成果

有具體學科內容教學

Brown & Bradford (2016) 也提到另一個問題，就是存在著不同的 CLIL 模
式，根據 Brown & Bradford，有「軟」跟「硬」的 CLIL，軟 CLIL 著重語言教
學，硬 CLIL 著重學科教學。CBI 和 CLIL 之間的區分存在於他們本身的定義，
因為各地區施行 CBI 或 CLIL 的辦法有所不同，頗難給兩者一定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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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斷定 CBI 和 CLIL 實際上的異同，Cenoz (2015) 分析巴斯克地區的一個
沉浸式教學計畫。在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區，30%的居民家裡主要講巴斯克語，
而且各地方的比例不同，因此，西班牙政府擬訂三個不同的巴斯克語沉浸式教
學，乃 A、B 和 D，以不同程度教授巴斯克語，保護巴斯克文化。Cenoz 拜訪西
文為主要語言的地區一所中學3年級班，共有22名學生。這所中學實施西班牙
「B 模式沉浸式教學」，用巴斯克語教授50%的課程，而用英文教授社會科學。
以下為該計畫的語言和課程分配：

表2-8：巴斯克地區 B 模式沉浸式教學的課程安排

巴斯克語

西文

英文

數學

■

科學

■

體育

■

文化和社會價值

■

科技

■

社會科學
巴斯克文學

■
■

西文文學

■

英文

■

Cenoz 說明，以巴斯克語教授的學科符合 CBI 之下的沉浸式教學，一方面
是因為教授語言為該區域的方言，另一方面是因為超過50%的學科以目標語教
授。用英文教授的社會科學課則不符合同一個定義，一方面是因為英文在西班
牙屬於外語，另一方面是因為只有一門用英文授課的學科。因此，Cenoz 認為
這個社會科學課屬於 CLIL 教學，用外語教授學科。他說明 CBI 和 CLIL 可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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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存在，接著開始分析各自的因素，包含：

（一）

授課媒體語言：Cenoz 說明儘管媒體語言是當地方言或外語，對學

習者來說都屬於二語。
（二）

語言教學目標：CBI 和 CLIL 的目標到頭來是發展多語學習，不同

於統合語言，以單語環境為目標的「過渡語言計畫」 (transitional programmes)。
（三）

社會教學目標：跟以上的目標相同，目標是培養跨文化知識，而不

是同化文化。
（四）

目標學習者：在這個教室，除了兩個羅馬尼亞裔學生，大部分的學

生為西文母語者，大家一起上同樣的課。
（五）

語言環境：Cenoz 說明在當地社會，巴斯克語跟英文的接觸度相

近，學生有機會跟少數當地居民應用巴斯克語，同時也有機會在電視或
其他主流媒體碰到英文。
（六）

母語/非母語老師：CBI 和 CLIL 的老師不管是否是目標語的母語，

一樣擁有多語能力，其語言程度足以教學。
（七）

開始年齡：由於各地區的學生在不同年齡開始接受 CBI 或 CLIL 教

學，不能將其視為差異。
（八）

來源：CBI 和 CLIL 在同一個時期萌芽，且兩者都從加拿大沉浸式

教學計畫受到啟發。
Cenoz 從以上分析得出的結果是，CBI 和 CLIL 具有同樣的基本特徵，在實
際教學並無不同。CBI 和 CLIL 用二語授課的特徵，兩者的語言、文化和教學目
標以及授課對象都一樣。其他相關研究也作出同一個結論：CBI 和 CLIL 僅是同
一個事實不同的標籤 (Coyle et al., 2010; Dalton-Puffer, 2007) 。Cenoz 結論說，
CBI 和 CLIL 相關研究需要彼此分享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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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CLIL 教學成果研究
最大規模 CLIL 計畫之一為西班牙的「雙語教學計畫」(British Education
Program，以下簡稱 BEP)。由西班牙教育部和英國文化協會擬定，這個計畫
1996年在1,200名學生就讀的43所小學開始，2009年已擴展到74所小學及40所中
學。BEP 計畫要求至少40%的課程使用英文當授課語言，讓學生用英文上科
學、歷史和地理課。英文閱讀和寫作能力早期被引進，以補充聽說能力，創造
全方位的語言能力。上 BEP 的小學生升中學後繼續上這個計畫。為了分析 BEP
的成果，Dobson et al. (2010) 探訪實施 BEP 計畫的21所學校 (其中定期探訪16
所，單次探訪5所) ，進行三方面的質化研究：
（一）

表現與成績：觀摩教室和分析學生的考卷（分數和內容），以實證

BEP 成果
（二）

良好做法：透過系統性觀測界定並傳播 BEP 教學應注意的事項

（三）

印象：透過問卷分析學生和老師的認知、態度和動機

為了排斥社會經濟情況有可能帶來的因素，他們探訪各種社會階層次的學
校。他們發現3到7歲的 BEP 計劃小學生透過英文唱歌、遊玩、視覺和聽覺活
動，顯示迅速的理解能力進步，並擁有標準的發音。到小學二年級，學生會開
始用英文上環境課。研究說明個年齡是發展知識、理解、見解、態度、例行和
技巧所謂的「關鍵時刻」，因此會在這個年齡開始引進學科英文的啟發。
研究發現，學生到了中學（11歲左右），都在上課率和智力參與率方面得到
正面影響。學生講英文的信心、術語能力以及語言產出能力都比傳統教學好，
最明顯的差別在於傳統教學的學生通常以單詞回答問題，BEP 學生的句子創造
能力比較佳。在中學一二年級，學生的學習範圍開始擴大，形成新的挑戰。這
裡，不只是英文能力，BEP 學生展示比較有信心面對這個新的環境，西文和英
文都較少喃喃自語，更有能力安排自己的學習、進行試驗、建構論點並從不同
的角度思想，實現 Coyle、Hood 和 Marsh (2010) 對 CLIL 的跨文化知識建構目標
（
「跨文化理解讓學生用不同的方式思考」）。而不僅如此，學生的西文（母語）
寫作能力也從中得利。Dobson et al. (2010) 下結論，說西班牙極少有機會碰到英
語（不同於荷蘭及北歐國家），而在這樣的單語環境下，BEP 計畫實際的幫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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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建構良好的英文能力。
許多其他大規模縱向研究已經證明內容導向語言教學的成果，如 Admiraal
et al (2006) 比較荷蘭1,305名學生的英語成果，其中584學生參加 CLIL 教學，
721學生參加傳統英語教學。他們發現 CLIL 學生在閱讀理解測驗的表現比較佳
（CLIL 平均分數77.2，傳統教學平均分數55.1）
，口語能力也有比較好的表現
（CLIL 平均分數78.0，傳統教學平均分數54.6）
。CLIL 學生的發音能力也比傳
統教學學生好一點（CLIL 平均分數76.4，傳統教學平均分數62.3）。另外，德國
莱布尼茨教學資訊研究院 (DIPF) 分析德國英語學生成績發現，958名學生之
內，參加 CLIL 計畫的學生表現全方面的比傳統教學的學生好，抱括聽讀能力、
語法能力、寫作能力和交際語用能力 (sociopragmatic competency) ，平均分數的
差別從46分（寫作測驗）到74分（聽力測驗），研究結論說 CLIL 計畫有助於全
方位提升學生的語言能力 (DESI, 2008)。

透過相關文獻的彙整，Dalton-Puffer (2007) 發現 CLIL 課程對不同語言能力
有不同程度的幫助。以下為她的研究結果：
表2-9：CLIL 對語言能力的影響

明顯受影響

未受顯著影響

輸入了解能力(聽與讀)

句法(語法)

詞彙量

寫作

詞法認知 (morphology，對語素的認知) 非正式/非技術詞彙
創造力、冒險能力

發音

流利度

語用 (pragmatics)

研究指出，學生上 CLIL 最大的收穫是 CLIL 讓他們擁有比較大的術語和半
術語詞彙，以及比較廣泛的學術用語能力。這個結論跟以上分析德國學生的
CLIL 英文成果有所不同，德國莱布尼茨教學資訊研究院發現 CLIL 有助於每一
個語言能力 (DESI, 2008) ，然而 Admiraal et al (2006) 發現 CLIL 教學雖然有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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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以及口語表達，輸入理解能力 (等於詞彙習得效率) 未受影響，發音能
力僅受微小影響。
總之，大部分 CLIL 相關研究指出對某一方面語言能力的幫助。至於學科能
力發展，相關研究指出 CLIL 比傳統教學顯得平等或較好 (Coyle et al., 2010; Dalton-Puffer, 2007; Dobson et al., 2010) 。西班牙雙語教學計畫學生的學科能力未受
到負面影響，然而透過第三方教學評估（英國劍橋大學「國際中學教育普通證
書」IGCSE）
，Dobson et al. (2010) 證明學生有能力以第二語言（英文）挑戰國
際生物學、地理和歷史考試。不僅如此，該研究又指出 BEP 學生的西文寫作能
力比傳統學生好（BEP 學生25% 得到「不及格」分數，傳統教學學生「不及
格」分數比例45%）。Dalton-Puffer (2007) 也得到相同結果：CLIL 教學有助於學
生的學科能力；她假說是因為由於碰到更多學習挑戰，CLIL 學生的壓力承受力
比較大，更能專心學習，從此得到較好的新知識處理能力。
至於壓力承受度，必須提到學習動機。Krashen (1982) 「輸入假說」五大環
節之一為「情意濾網假說」 (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 ，說情感因素會阻礙或加
速語言的掌握。學習動機在更早期研究已被探討，Gardner (1972) 在分析學生第
二語言習得的態度及動機，發現除了學生本來擁有的興趣之外，教學方法、教
學內容以及老師的個性都有可能影響學生的學習動機。其他相關研究以及系統
性薈萃審查已證明學習動機和習得效率果真不可區分 (Bernaus, 1995; Masgoret &
Gardner, 2003) 。這方面，CLIL 教學似乎對學習動機帶來正面影響：Dobson et
al. (2010) 分析學生、家長、老師和校長對 CLIL 的反饋，發現大部分的研究對
象對 CLIL 擁有正面印象，極少得到負面評估。超過75%的學生不分年齡、性別
或背景對英文學習自述感到自信，覺得 CLIL 幫助他們擴大學科的理解，而由於
成功以外語學習學科內容，更得到學習動機。Dobson et al. 假說是因為 CLIL 提
供真實語言環境，相比於傳統外語教學中「碎片化」的詞彙和語言表達，CLIL
更注重真實語境下的應用。CLIL 課堂上的所有語言素材、詞彙語法和句型教
學、課堂輸出活動等都圍繞學科主題，讓學生處於真實語境中，更利於學生學
習、理解和記憶。對特定主題感到興趣的學生會更渴望學習針對該主題的溝通
能力。
另一方面，Lasagabaster & Doiz (2015) 在比較巴斯克地區的 CLIL 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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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L 教學，未發現明顯的語言動機差別，不過在學科學習動機，CLIL 更能維
持學生的興趣。他說明，語言學習動機屬於學生的個性以及其他個人因素。
Coyle (2010) 又發現 CLIL 能培養學生對其他外語的學習動機，這個結果與
Dobson et al. (2010) 的結果相關，他們發現 CLIL 有助於學生的母語 (西文) 寫作
能力。Dalton-Puffer (2007) 又提到 CLIL 學生在語言流利度、創造力以及冒險能
力表現得良好，她說是因為 CLIL 學生習慣在真實語境進行交流，比較不會抑制
自己。
總之，相關研究證明 CLIL 對語言學習有明顯的正面影響，而對學科學習有
正面影響，或沒有影響。另外，CLIL 針對不同的語言能力帶來不同的影響，學
界對此得到不同的結果。最後，CLIL 顯得有助於啟發或維持學生的學習動機。

五、內容教學注意事項
根據 Peachey (2010) ，進行 CBI 教學需要先找一個學生感興趣的主題，可
選比較嚴肅的主題，如科學、社會等等，也可以採用比較輕浮的主題，如歌星
或電影。其後，教師應蒐集幾個跟該主題有關的資源，文章、書籍、音訊、影
片甚至真人不限。教案內容確定之後，Peachey 建議在課堂上將教室分成小組，
再分配資料蒐集及研究活動，以利任務的達成。活動完畢後，Peachey 建議安排
分享活動，如書面報告或口頭報告。Peachey 又提到幾個 CBI 可能會發生的問
題：
（一）

如果 CBI 教學的語言教學目標不夠明確，可能會導致學生感到混

淆，或覺得沒有發展他們的語言能力，因此在教學上應安排著重語言能
力發展的功課，以讓學生關注課堂的語言面向。
（二）

另外應該注意學生別過度依賴他們的母語。雖然根據 Krashen

(2004a) ，這樣的交流對二語習得有幫助，Peachey 提醒應避免學生忘記課
堂的語言發展目標。
（三）

資料的蒐集以及用目標分享成果對初級學習者可能成為挑戰。這方

面，在初級教學可以應用部分母語的資料，或比照母語和目標語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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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另外，也可以允許學生用母語寫報告。
（四）

部分學生可能會直接抄襲他們所找到的資料，因此應給學生某種彙

整的責任，如比較不同來源的資料，從此得出結論或找到一些實際應用
方法。
如果把 CLIL 的定義界定與其「外語宏觀計畫」層面，實行 CLIL 教學計畫
也有該注意的事項，特別是在比較大的規模（如國家）施行。在分析全歐洲的
CLIL 相關計畫，以促進全歐洲施行並統籌 CLIL 計畫，Scott & Beadle (2014) 列
出採納 CLIL 的注意事項：
表2-10：CLIL 注意事項

師資培訓

教學法

學習程序

• 語言和學科雙方面的專業培訓
• 教師應該擁有CLIL特定專業能力
• 校方的協助
• 具有意思、挑戰性和真實性的教材
• 適當的認知和語言負擔
• 有效率地融合語言和學科
• 均衡培養輸入和輸出能力
• 恰當的反饋和糾正
• 鼓勵學生互動的任務
• 發展學術語言能力
• 發展認知能力(講述自己的思考過程)
• 著重學習過程(非學習成果)
• 促進溝通的小組活動
• 真實而有意思的師生互動
• 學生有機會和時間互相或跟老師協商內容意義

他們結論說為了真正的實現 CLIL 教學，需要國家範圍的指導方針和補助，
以及適當的師資培訓，不管是培養學科老師的語言能力，或專門培養 CLIL 教
師。這就形成施行 CLIL 計畫最大的挑戰，以上所述的培訓和措施，需要一定的
資金。CLIL 在歐洲已得到歐盟的實際金錢補助（歐盟公報，2000），其他地區
未執行相關施行，而通常只能在精英學校看到 CLIL 的痕跡。
Dobson et al. (2010) 從他們分析西班牙 CLIL 計畫的研究也敘述幾項 CL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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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的注意事項，抱括
（一）

創造一個學生互相合作的氣氛

（二）

具有挑戰性，並結合學科知識的活動

（三）

用評估來補助教學

（四）

教師互相合作，指定教學方針

另一方面，CLIL 屬於比較長期的概念。以上所分析的研究，抱括西班牙
BEP 計畫 (Dobson et al., 2010) ，巴斯克雙語計畫 (Cenoz, 2015) 或德國英語教學
(DESI, 2008) ，都是長時間進行的計畫。如果僅在幾堂課界定主題內容，這種教
學是否屬於主題式教學，一種 CBI 教學？如果用 Cenoz (2015) 的定義，CBI 和
CLIL 具有同樣的基本特徵，在實際教學並無不同，因此儘管課程的長短，都可
以應用 CLIL 的設計原則。

六、CLIL 華語教學
在亞太地區，已有許多有關英文內容導向教學的研究 (Li, 2002; Lim & Low,
2009; Tsui & Tollefson, 2007)。在分析亞洲地區的英文雙語教學，Lim & Low 發
現雖然英文在亞洲擁有偉大的勢力範圍，華語會成為不容小歔的語言，特別是
在東南亞。Li (2002) 也發現香港家長對英文雙語教學有好的看法，認為它能夠
供給孩子適應現代全球化世界的技巧。而隨著緒論所述之「華語熱」
，華語教學
同時也成為熱烈的研究話題。這方面，以往 CLIL 在華語教學上的研究或教學實
例並不多，只有近期真正地成為熱門研究話題。台灣目前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系以及國立成功大學外文系持續推廣 CLIL 教學方法，以提升第二語
言教學的品質和效率。「臺灣華語教學研究」期刊也在2019年18期以專題的方式
對內容和語言的整合學習進行理論和實踐的討論。在分析近期的 CLIL 狀況，陳
振宇 (2019) 說明最近，內容導向或內容語言整合學習的英語教學在中國大陸、
香港、臺灣開始受到重視，但是這方面的華語教學卻仍少有學者探究，這種情
形在兩岸三地和海外地區也是如此。
CLIL 華語最初期的研究是 Mohan & Huang 從2002年開始進行的許多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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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圖把「知識框架理論」應用於華語教學。知識框架的重點在於通過課堂活
動，結合外語和文化知識。Mohan & Huang (2002) 提供該理論的實例，介紹在
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一所小學進行的 CLIL 華語教案。這個教學活動的目標
是結合「生活交際」與華語教學。雖然這個研究以 Mohan 的知識框架為基礎，
這個學習方式跟 CLIL 的認知核心原則 (4C) 並無異，正符合 CLIL 的設計原則
(Mohan & Huang, 2002) 。
表2-11：Mohan & Huang 的教學設計實例

Classification

Principles

Evaluation

CLASSIFYING people

EXPLAINING the REA-

EVALUATING your daily

into those who attend

SONS you engage in the

life and the life of a Chi-

school and those who

three major daily activi-

nese elementary school

don't; those who work and ties.

student by COMPARING

those who don't.

and CONTRASTING the
two kinds of daily life.

DESCRIBING yourself

SEQUENCING your daily Showing your PER-

and your classmates by

activities.

SONAL PREFERENCE

name, age, sex, grade, na-

for the kind of daily life.

tionality, etc. DESCRIBING yourself and/or your
family.
Description

Sequence

Choice

表格來源：Mohan & Huang (2002)

這裡，跨文化信息被引入與華語教學，華語為語言，
「生活交際」為內容。
該研究的調查對象為 73 名 9 至 11 歲的小學生。在教學活動中，每個學生討論
各自的日常生活（達成4C 的溝通目標），同時按照教學設計，學習中國小學生
的日常生活相關詞彙（達成內容和認知目標），從此比較和評估中美小學生的兩
種日常生活（達成溝通和文化目標）。這樣的教學法能夠同時達到每一個4C 目
標，包含文化、溝通、內容和認知。Mohan & Huang (2002) 的研究結果發現，

28

第二章 文獻探討

CLIL（即知識框架理論）可以應用於華語教學，讓學生更有系統的使用目標
語。
此外，傑穎‧奧頓和林彤 (2019) 介紹澳大利亞墨爾本一所初中的一個華語為
媒介的社會人文課裡頭，如何讓學生在上課過程中同時學習學科內容和華語。
他們有雙重目標：讓學生掌握並理解簡單事實與內容，同時給學生大量詞彙及
語法點。他們按照4C 框架以及 Hattie（2008）
「可見的學習」 (visible learning)
理論框架的原則，創作幾個教學遊戲。通過這樣的學習設計，學科內容與華語
可同時獲得可見的學習效果。研究結果發現，設計並使用遊戲能夠為華語教師
提供有效解決學生學習問題的方法。「內容語言整合課程的優勢是能夠雙管齊
下，使學習變得有意義」（傑穎‧奧頓和林彤，2019）。
黃子純 (2019) 也按照4C 框架原則，設計一個「台灣社會議題」為主題的
CLIL 教案。這個教案抱括三個教學單元，不只是一次性的教學（因此比較偏向
CLIL）
。教案的課文、詞彙和活動皆以「台灣社會議題」為主題，包括台灣地
形、糧食與氣候。教案設計完畢後，向研究對象進行實際教學，再請研究對象
和觀課老師填寫問卷，以得到回饋。她的研究結果發現，CLIL 的教材與教學設
計有效應用與於華語教學上。
4C 框架應用於華語教學的實例還有王靖雯 (2009) 結合「故事創作」與「成
語學習」，為臺灣美國學校的二語學習者設計課堂活動。該活動給圖片給學生，
激發他們回想曾學習的成語，並於課堂中討論哪個成語最符合圖片，並表達想
法，其後以圖片串連和寫作引導表格進行故事創作。王靖雯發現學生「在故事
情境背景說明及故事完整度方面掌握得不錯」，結論說 CLIL 的 4Cs 框架提供教
師設計學習活動的依據，確保這些活動能增加學生思考成語適用的機會，也提
高他們敘事 的邏輯。
華語 CLIL 教學相關論文大多聲稱以 CLIL 中的4C 框架為出發點，不過，儘
管論證了該框架對語言教學的實用性，這些教學實例的取向偏重於語言教學，
而且全部屬於在較的時間進行的活動；根據 Brown & Bradford (2016) 的模式以
及 Brinton & Snow (2017) 的「混合 CBI 模式」
，以上例子屬於「主題式」或「持
續內容」教學，一種 CBI。即使如此，Cenoz (2015) 認為 CBI 和 CLIL 具有同樣
的基本特徵，在實際教學並無不同，所以可能被視為語意上的問題。雖說「內

29

料理漫畫華語教學

容導向」相關華語教學研究仍在起步階段，最近的研究結果相當佳，讓我們對
這類的教學感到相當樂觀。

第二節 漫畫語言教學
在現代社會，看漫畫已成為許多人士的樂趣，漫畫迷喜歡跟蹤他們所崇拜
的作家，並跟朋友討論最新的漫畫。漫畫文化非常多元，各國漫畫的呈現方
式、繪畫風格、寫作風格、故事因素等等同時取決於作者的風格和當地讀者的
文化及習慣。不僅如此，隨著全球化，漫畫市場越來越國際，一部漫畫可能在
國際平台夙負盛名，擁有許多國外粉絲。最好的例子、最國際化的漫畫，莫過
於由日本漫畫家尾田榮一郎創作的「ONE PIECE」
（中文譯名：海賊王、航海
王）一部，其銷售量2019年突破4.6億本，其中包含日本境外7千萬本銷售（總
數15%） (Harding, 2019) 。日本漫畫的國外銷售量越來越大 (Baculi, 2019) ，而
由於日本社會老年化，日本漫畫權利人士將國外視為最有發展潛力的市場。看
漫畫為多數人士的愛好，而華語學習者不例外。
過去，看漫畫被視為一種娛樂，一種課外才進行的休閒活動。Wertham
1954年發布的「誘惑純真的心靈」警惕漫畫為孩童的認知發展和品德教養帶來
幾度負面的影響，會導致青少年犯罪。該書受當時美國社會的重視，變成暢銷
書，並讓美國家長十分驚動地反對漫畫，推動美國政府建構漫畫審查機關，導
致美國政府向漫畫行業發起查詢，調查漫畫對少年的不良影響，最後美國建立
了「漫畫準則管理局」，作為漫畫出版業對美國漫畫內容自我管制的手段。自那
時起，美國觀眾對漫畫的看法變低，20世紀後半相關文獻報告父母比較不支持
漫畫的學術使用 (Bischell, 2018)。
不過近期，這個現象似乎逐漸地在轉變，Bischell (2018) 分析近代美國家長
如何看待在教學上使用漫畫，透過問卷發現美國家長對漫畫有好的意見，以 1
（最劣）到 5（最佳）分為標準，他們的平均意見為3.82。不僅如此，在問卷自
由註釋表格，好評論超過不好評論的三倍，而根據 Bischell，這些評論能夠反映
家長理解漫畫的好處：家長認為漫畫一方面能夠讓孩子理解特定文學概念，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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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能夠幫助不情願或不擅長閱讀的學生進行閱讀。家長對在教學使用漫畫
的頻率也保持好感，以1（決不把漫畫用於教學）到5（常常把漫畫用於教學）
分為標準，平均意見為3.48。Bischell 結論說，家長對漫畫保持好感，建議教師
安心將其用於教學。
透過相關文獻的回顧，將會分析閱讀和漫畫閱讀在語言習得具體可以扮演
甚麼樣的角色，並提供幾個國內外的實例，包括多種語言的「漫畫教學」
。

一、自由自主閱讀的力量
根據 Krashen (1982) 的「輸入假說」，語言習得發生於學習者理解訊息的時
候，也就是當我們聽懂別人在跟我們說甚麼，或者看懂所閱讀的文章，我們的
語言能力就提高。這個假說同時可以套用於聽說和讀寫能力：學習者的閱讀理
解力、寫作風格、拼字或識字能力、詞彙量以及語法處理能力都是閱讀的結
果。根據 Goodman (1976) ：「我們通過閱讀來學習閱讀」 ("We learn to read by
reading") 。看越多，懂越多。
為了進一步分析閱讀對語言習得有何效果，Krashen (2004a) 撰寫「閱讀的
力量 – 從研究中獲得的啟示」 (The power of reading – Insights from research) 。
該書的中心概念為「自由自主閱讀」(Free Voluntary Reading，簡稱 FVR)，也就
是因樂趣而閱讀（非被迫性）；不需要寫讀書報告，也不用回答章節後的問題。
若是不喜歡這本書，也不必勉強把它讀完。他認為 FVR 是語言教育中非常重要
的因素，卻在母語、文學或二語/外語等教學課程經常被忽略。他假說 FVR 為最
好激發語言發展的方式，若是少了 FVR，則很難獲得高階的語文能力。

（一）自由自主閱讀相關研究
許多研究以證實學生對 FVR 的好感，如 Ivey & Broaddus (2001) 分析23所小
學1,765名六年級學生的研究。他們訪問學生最喜歡語文課中的哪種活動。自由
閱讀 (63%) 和老師朗讀 (62%) 顯然是冠軍，被評為「很有意思」
，同時學生大多
數將傳統語言教學評為「無意見」或「無聊」
。另外，學生認為在學習方面，閱
讀的重點在於閱讀本身（從閱讀本身收益）或探討引起閱讀興趣的個人理由
（為甚麼學生要看這本書？），而不在於閱讀的交流方面（跟同學討論閱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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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或閱讀相關活動（如問卷）。當學生被訪問甚麼因素讓他們對校內閱讀有動
機，他們回答重點在於閱讀資料的品質與多樣，而非教室環境和與其他人的交
流。不只是孩童對自由閱讀表示好感，McQuillan (1994) 訪問美國一所大學通俗
文學課的49名外國學生對課程的看法，問閱讀或文法二選一，學生會比較喜歡
哪一個？80%的學生說比較希望看通俗文學作品，並參加相關。Dupuy (1997)
也訪問49名中級法語為外語的大學生在語言習得和練習方面比較喜歡閱讀或文
法教學，並說明原因。學生壓倒性認為閱讀比較愉快而對語言習得比較有幫
助。他們認為文法教學比較枯燥，並只有微型而短暫的效益。

至於表現方面，參加 FVR 的學生在閱讀測驗的表現一致優於或相當於傳統
教學為主的閱讀教學。Pilgreen (2000) 闡述美國1960年開始的54項自由閱讀課
程。這些閱讀課程中，部分學校將時間撥給無限制的自由自主閱讀。Pilgreen 研
究這些課程對閱讀能力的影響，每一項研究都是比較自由閱讀課程學生和傳統
閱讀方案學生的閱讀測驗結果。傳統閱讀方案是指強調指定閱讀內容，並直接
針對文法、字彙與拼字進行說明的教學。以下表格為 Pilgreen 的結果：

表2-12：閱讀能力測驗結果：校內自由閱讀與傳統教學的比較

持續時間

FVR 表現更好

FVR 表現沒有差異

FVR 表現更差

少於七個月

8

14

3

七個月至一年

9

10

0

多於一年

8

2

0

表格來源：Pilgreen (2000)

54份比較中，有51份顯示，FVR 學生在閱讀測驗的表現相當於或優於傳統
教學。其次，研究顯示時間越長，自由閱讀越有正面效果。表現近步最大的學
校正是採用 FVR 超過一年的學校。Pilgreen 說明，學生需要足夠的時間來挑選
想讀的書，採用 FVR 的教師應該注意這點。根據 Pilgreen，校內施行 FVR 課程
最大的獲益在於改善對閱讀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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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lgreen (2000) 分析美國54項 FVR 教學計畫的研究中，描述三種不同的
FVR 課程：
（一）

維持靜默閱讀：教師與學生每天都自由閱讀一小段時間（5到50分

鐘）
，不加以問卷或閱讀筆記等後續功課，
（二）

自己選擇閱讀：自由閱讀是語文課的重要部分，教師以座談的方式

和學生討論讀書的內容，
（三）

廣泛閱讀：學生需要對自己所讀的書負起一點責任，如寫總結或日

記。

（二）自由自主閱讀學外語
自由自主閱讀的貢獻不僅限於母語習得，它一方面可以激發外語學習者的
動機，另一方面也可以讓學生在能力方面受益。Elley (1991) 指出，廣泛閱讀對
學習第二語言的新加坡有深刻影響。他進行三個持續一到三年的研究，包含三
千位六到九歲參加廣泛閱讀課程的學生。該課程結合 FVR，以及閱讀經驗和語
言學習經驗分享（也就是向教室分享所讀的書的內容，並分享該書讓如何影響
學生的語言能力，如同 Pilgreen 闡述的「自己選擇閱讀」）。結果顯示，不論在
閱讀理解、字彙、口語能力、文法、聽力與寫作能力，FVR 課程的學生都遠優
於傳統教學法的學生。
Mason & Krashen (1997) 也向日本大阪一所大學必修英文外語課的學生進行
實驗。研究對象特別之處是他們全部都有英文被當的經驗 (重修生) ，因此對英
文學習的動機低於一般學生。一整個學期中，實驗組的學生在課內和家中進行
廣泛閱讀，要讀50本簡易的讀本，並用日文寫下簡短的摘要以及寫日記，記錄
自己的感想、想法和進展（如同 Pilgreen 的「廣泛閱讀」
）。此實驗還有非為重
修生的對照組，上傳統以文法和翻譯為主的英文課。以下表格顯示，即使實驗
組學生在學期初始的閱讀測驗成績遠低於對照組，他們有非常明顯的進步，在
學期末幾乎追上對照組：

表2-13：日本學生的廣泛閱讀成效

33

料理漫畫華語教學

前測平均

後側平均

進展

廣泛閱讀組

22.55

31.40

8.90

傳統閱讀組

29.70

33.05

4.35

Krashen (2004a) 加以說明：「這個研究最重要，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發現，是
廣泛閱讀組學生顯著的態度轉變！許多原本抗拒學英文的學生變成了急切渴望
閱讀的人。有些人在日記中寫到他們對自己的進步非常感到驚訝，日記也顯示
他們的確懂了那些故事」。此研究也發現，不論是一般大學生或社區大學的學
生，當持續超過一學年以上時，廣泛閱讀的效果都比傳統教學方式好。

（三）泛讀及其教學設計原則
以上 Pilgreen (2000)所描述的不同閱讀教學法已被許多學者探討。Palmer
(1964) 首次提出「泛讀」(extensive reading) 和「精讀」(intensive reading) 之不同
概念， 精讀指的是對較短較難的外語篇章進行完整且精細之閱讀（或翻譯），
而泛讀則指的是大量閱讀，目的是對所閱讀之篇章文義有總括性的理解而非著
重於單詞或單句 (Palmer, 1964) 。泛讀的概念與精讀相對，它是一種廣泛而大量
的閱讀，不要求學習者逐字地理解字詞或語法結構，主要以理解篇章的文義為
目標。在對外漢語教學領域中，吳曉露(1991) 提出「泛讀的要求是理解文章或
故事的大意或作者的主要觀點，在這個前提下要求一定的閱讀速度，允許學生
做陶淵明式的『好讀書，不求甚解』和一定限度的『囫圇吞棗』
，而不是按照嚴
格的、精密的解釋學程式逐字逐句地融會貫通」
。Bamford & Day (1997) 也認為
泛讀課程設計的主要目標，是讓學生進行大量而多樣的閱讀，逐漸提高自己的
語言能力、閱讀速度及閱讀技巧，培養對閱讀的樂趣。教師應採取監督者的角
色，檢視成果及指導學生閱讀。二語教學泛讀課程的目標在於「讓學習者進行
二語閱讀，從此得到樂趣」(Bamford & Day, 1997)。他們列出成功泛讀課程以下
十個關鍵因素：
（一）

學生在課堂內外大量閱讀

（二）

閱讀材料豐富而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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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閱讀材料的複合學生的程度

（四）

學生可以自由選擇閱讀材料

（五）

閱讀本身就是收穫（參見 Ivey & Broaddus (2001)「學生認為閱讀的

重點在於閱讀本身」）
（六）

閱讀的目標在於學生獲得樂趣、資訊與文義概括理

（七）

學生自選的書，閱讀速度比較快

（八）

閱讀過程應是單獨進行且安靜並具自主性的

（九）

教師跟學生一起閱讀，扮演榜樣的角色

（十）

教師的任務為指導輔助學生閱讀，並檢視學生閱讀進度

自由閱讀不同的模式以不同的方式讓學習者從中學習辭彙：維持靜默閱讀
等沒有附加練習的閱讀讓學習者「偶然學習」 (incidental learning) ，而如果在閱
讀後加上練習或指令，就形成「有意識學習」 (intentional learning) 。相關文獻
指出，偶然學習可以加強詞彙習得，不過在閱讀同時或之後加上說明可以讓辭
彙習得更有效率 (Pigada & Schmitt, 2006; Rosszell, 2006)。為了論證這個成果，
Rosszell (2006) 發展整合聽、說、讀與寫的「廣泛閱讀+」模式。
表2-14：廣泛閱讀+

Rosszell 另外也比較使用同一部作品的「廣泛閱讀」計畫和「廣泛閱讀+」
計畫，發現廣泛閱讀+的學生在回憶測試的表現優於普通廣泛閱讀。
表2-15：廣泛閱讀 (ER) 和廣泛閱讀+ (ER+) 的成績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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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來源：Rosszell (2006)

Rosszell 結論，廣泛閱讀在學習者的語言發展可以扮演重大角色，不過倘若
缺少補充的指令或學習，無法達到詞彙習得的最佳效率 – 尤其是在學習者的深
層知識以及輸出能力。
幾篇研究可以證實 Rosszell 的模式。Krashen (2004b) 在分析語法指示對語
言習得有何種效果的研究，說明雖然根據「輸入假說」
，學習者只有在理解輸入
時才發展語言能力，不得排斥語法指示。原因有兩個：第一個是培養語言學能
力，包含不同語言的共同點、語系知識、方言、語言的進化等等非溝通能力。
第二個是修正學習者的語言缺陷，包含他們過去學習的未完整能力，以及在非
正式環境所學習的個人方言。Krashen 補充說明，社會不允許句法、文法和字彙
錯誤，尤其是在正式寫作。這一方面，
「有意識學習」可以加強這些生活溝通之
外的能力。
另外，雖說輸出能力在 Krashen 的輸入假說裡頭扮演次要角色，並不是說
不得將其引用於廣泛閱讀教學。根據 Krashen (2004b) ，交流的口語輸出（說）
引發聽覺輸入（聽），簡單來說當你跟別人說話，別人的回答讓你接收輸入。根
據輸入假說 (Krashen, 1982)，口語溝通對語言能力的貢獻僅限於對方向你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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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自己說的話未能發展語言能力。因此，廣泛閱讀課程應創建學生自願參
加的分享，透過老師和同學之間的交流得到輸入 (Krashen, 2004b; Rosszell,
2006) 。同時要避免強迫學生說話，以避免加強學生的情感過濾 (Krashen,
1982)。另外，書面輸出 (寫作) 對思考能力也有很大的幫助：將思緒寫在紙上，
進行檢查，再將其修改，想出更好的寫作，都形成一個寫作策略過程，加強學
習者的認知能力 (Krashen, 2004b)。
至於母語的角色，輸入假說預測母語如果能夠幫助學習者理解輸入，可以
起作用，如同圖片可以幫助零起點學習者。不過，應該避免濫用母語：如果母
語未能讓學習者獲得更多的輸入，反而對學習者有害 (Krashen, 1982)。至於字
辭典的角色，Bamford & Day (1997) 認為查閱字典將使學生無法流暢地閱讀，應
少量使用字辭典。只不過，這個論點是以英文二語教學的角度而得出的，雖然
查閱字典會妨礙閱讀的流暢性，字辭典的使用在閱讀真實語言材料的過程中是
必要的策略，尤其是非漢藏語系母語者之學習者。
以上研究顯然指出，自由自主閱讀對語言能力至關重要，在此，廣泛閱讀
課程可以供給學生一個框架，培養對閱讀的樂趣，以便學習者自主進行閱讀。
根據 Krashen (2004a) ：「當孩子「上了書本的鉤」 (Hooked on books) ，就會不
自主地、不費力地學會語文」。凡在校內外進行自由自主閱讀的孩童或成年人，
會培養出適當的閱讀理解能力，學習大量詞彙以及使用複雜的文法結構的技
巧，並建立良好的寫作風格。而這個現象不管是母語或外語皆呈現，Krashen
(2004a) 說：
「我深信 FVR 是讓外語能力登峰造極的方法，對於學習外國語言的
人，FVR 是跨越初學與流利鴻溝的最佳橋樑」
。另外，雖然光看書有辦法發展學
習者的語言能力，仍然應將語法指示接納在內，以達到最有效的教學效率。寫
作練習也起作用，至於口說，也可以將其引用於 FVR 教學，不過要創建學生自
願參加的氣氛，以避免被迫性，給學生壓力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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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閱讀資料的選擇
整理廣泛閱讀課程要考慮到學生目前的程度 (Rosszell, 2006; Bamford & Day,
1997) ，輸入假說的重點在於「可理解」的輸入，如果廣泛閱讀所選擇的作品對
學生過度複雜，則不起作用。Krashen (2004b) 提醒：語言教學的目標在於讓學
習者能夠自主學習，能夠自己繼續進步。「自主學習者」(autonomous acquirer)
已擁有至少部分明白新輸入的語言能力，並能夠詢問意思或自行找資源理解輸
入，繼續向上。另外，「自主學習者」也要明白語言習得的過程，了解語言能力
的發展來自於輸入，而非語法學習或單字表。因此，
「自主學習者」應該具備尋
求具有挑戰性的新輸入，走出自己的舒適區。根據 Krashen (2004b) ：「所謂的
「自主學習者」並不是目標語完美的學習者，而是已經不需要老師的。這就是
教學的目標：讓學習者得到自身發展的能力」。
關於閱讀資料的範圍，Krashen 提到「狹窄輸入」的重要性：對有限題材進
行大量的輸入然後逐漸擴大範圍，以同樣的主題反覆提供輸入。狹窄閱讀首次
被 Krashen (1981) 提到，Krashen 認為有兩個閱讀資料選擇的方法：
（一）

狹窄閱讀：在偏長時間將閱讀的焦點放在同一個作者，或學生感興

趣的主題（參見 CBI 的持續內容教學法）
（二）

概觀閱讀：在短暫時間閱讀各種各樣主題的資料

Krashen 認為後者一定會讓學習者無法理解輸入，前者更能確保輸入的理
解。根據 Krashen，現今的語言教材和教學法大多採用概觀閱讀，將課程分成單
元，頻頻把焦點放在不同主題。幾篇研究以證明狹窄閱讀在語言習得優於概觀
閱讀，Kang (2015) 將61名高級英文二語學習者分成兩組，界定目標詞彙後進行
一個月的狹窄閱讀教學（使用同一主題的內容）和概觀閱讀教學（使用不同主
題的內容）。他的研究發現，狹窄閱讀更能讓學習者理解目標詞彙，以及該辭彙
的實際語境應用法。Kweldju (2016) 也得到相當的結果，發現狹窄閱讀不僅能夠
加強學習者整體的語言能力，又讓學習者獲得一般知識，而且發展對閱讀的喜
好和欣賞。Hansen & Collins (2015) 發現儘管是母語或二語，英文詞彙習得跟狹
窄閱讀的數量呈正比，並建議教師篩選具有適當難度的閱讀資料，以確保輸入
的可理解性，培養學習者自主進行狹窄閱讀。
Renandya, Krashen & Jacobs (2018) 對閱讀資料的篩選，建議教師採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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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他們描述一個矛盾：教師雖然理論上贊同狹窄閱讀，實際上在課堂內依
舊使用範圍廣泛的資料。以下為新加坡多校院英文老師所建議的閱讀資料。

表2-16：新加坡英文老師的閱讀資料建議

附圖來源：Renandya et al. (2018)

Cho and Krashen (1995) 也分析系列文學作品對語言習得的效果，在偏長的
時間內讓4名成年韓籍學習者讀「Sweet Valley High」系列之作品，最後發現驚
人的能力發展：抱括口語和聽讀理解，每個學習者的英文能力歷經出乎預料的
進步，以及培養英文閱讀的興趣（也參見以上 Mason & Krashen (1997) 向日本
被當英文大學生的研究結果）。而在興趣的方面，Jones (2015) 詢問新加坡小學
生寧讀系列作品還是學校指定資料，發現大部分（76學生之65）寧願看系列作
品。Renandya et al (2018) 主張，不管是在語言能力發展或學生興趣方面，系列
作品是很佳的選擇，可以激發學習者的閱讀興趣，提供大量而狹窄的語言輸
入。倘若不喜歡一本書，可以換其他的，當找到了喜歡的書，學生變得很樂意
閱讀。另外，在開始閱讀一本書的時候，學生或許會遇到困難，當習慣了作者
的寫作風格，閱讀變得很流暢。
為了提供教師一個篩選閱讀資料的框架，Krashen (2004b) 提出了一個計
畫，以逐步給學習者適當的閱讀資料，培養「自主學習者」
。Krashen 說明，這
個計畫是學生定期上的一堂課，並不同於沉浸式教學，不取代學習者的母語發
展，然而它當初運用學習者的母語，以促進二語的發展，同時發展學習者的學
科能力、認知能力、文學意識以及寫作過程的掌握。Krashen 說明這個計畫的焦
點為英文世界的文學與文化，而且從小學開始，逐步給學習者越來越複雜的資
料。以下為該計畫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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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自然方法和分級讀本
應用 Krashen & Terrell (1983) 的自然方法以及 TPRS 教學法組織包括遊戲、
跳舞、運動和任務性教學的活動，以創作一個學生全神貫注，忘記自己在講外
語的環境，不知不覺中習得二語。另外，供給學生簡易的閱讀資料，如分級讀
本、語言經驗篇章（學生部分用母語敘述一個故事，教師修正後將其寫下來）
及二語教學篇章。這些篇章不需要提供文化或品德養育特徵。可以撥時間給廣
泛閱讀，培養學生自主閱讀。
第二步：輕浮讀物
第二步的焦點為比較輕鬆的真實資料，如漫畫、視覺文學或簡單新聞報
導，同時繼續運用分級讀本。教室討論包含閱讀資料的文化背景，教師亦可用
母語補充說明，如提供相關的當地文學、文化特徵比較等等。Krashen 建議至少
將課堂的10分鐘撥給廣泛閱讀，讓學生自行。在這個步驟可以開始引入正式語
法教導。
第三步：流行文學
隨著學生閱讀能力的發展，閱讀資料的難度應越來越複雜，第三部可以開
始使用現代流行文學，抱括暢銷書籍和報紙，以及比較輕的電影。課堂討論著
重現代文化，以及不同的價值觀如何呈現於現代文學，如性別角色、幽默、不
同人士對新聞的看法等等。文法教學可以開始往語言學擴大範圍，如不同語言
的比較或語言的進化。Krashen 認為在這個步驟應該可以開始見識到「自主學習
者」的萌芽。
第四步：現代文學
這裡，引用的資料越來越重，包括文學、電影、以及文學和哲學專題報
導。Krashen 建議先用比較狹窄的方法，先分析同一作者的書籍，當學生已熟悉
幾名作者的風格才擴大閱讀範圍。廣泛閱讀還可以包含比較輕的文學。這個層
級可以反覆使用，將焦點放在不同作者或類型。
第五步：古典文學

40

第二章 文獻探討

學生已準備攻擊不同時代的古典文學。如第四步一樣，應先採取比較狹窄
的方法，如同一個作者、類型或歷史背景（如第二世界大戰），後來把範圍擴大
化。教師可以用二語或母語補充背景知識或比較。
第六步：比較文學
比較文學的大意在於普遍：普遍主題、普遍情節、普遍角色、道德與倫理
的普遍。
Krashen 說明，如此的語言計畫需要非常大量及多樣的閱讀資源，一個擁有
各種書籍、漫畫、雜誌、電影和音訊的「超級圖書館」
。這方面，如果學校的資
源不足，可以用公立圖書館的資源，或新科技（如電子書）。
研究者認為儘管 Krashen 的提案為長時間進行的母語教學計畫，且所提到
的步驟非常周到而有意思。如此逐漸增加閱讀資料的難度提供一個架構，讓學
習者逐步習得二語，而該計畫的第二步驟與本論文的目標至關重要：本論文的
主旨在於讓華語學習者跨越初級學習階段，透過漫畫和比較輕的文學漸漸往比
較複雜的文學邁進，發展流利的中文，盡可能接近母語者的程度。高級中文依
然被許多學習者和教師視為遙不可及的目標，這方面研究者認為漫畫可以形成
墊腳石，讓學習者逐漸成為出色的「自主學習者」。
綜上所述，研究者認為自由閱讀以及廣泛閱讀教學是發展語言能力最有效
的路徑。根據 Krashen：
閱讀是唯一，唯一成為好讀者、發展寫作風格、獲得適當詞彙量、理解進階文法及
改善識字能力的方法 (Krashen, 2004a)。

這方面，老師可以安排廣泛閱讀課程，篩選適合學習者的程度的資料，將
課堂的部分時間撥給閱讀，並加以說明或分享活動，以培育「自主學習者」
。而
漫畫，正為超越初級階段，往比較複雜的文學邁進的極佳選擇。最後，在廣泛
閱讀計畫應用同系列或同類型的作品，可以達到更佳的學習效果。

二、漫畫應用於教學
在語言教學學術領域，許多學者已把漫畫作為研究題目，分析如何用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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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語言、文學或二語。原本對其保持比較負面的評價，學界近年來對漫畫在教
學上的使用轉變了意見。Wertham (1954) 主張看漫畫會干擾閱讀的學習和語言
發展，宣稱：
嚴重的閱讀困難和大量看漫畫書總是一併發生的，漫畫書不僅無法幫助學習閱讀，
甚至是導致和強化閱讀混亂失序的原因。 (Wertham, 1954)

Krashen (2004a) 批評此論點，說「並沒有證據支持 Wertham 的主張」
。看漫
畫對語言發展與學校表現的研究顯示，漫畫並沒有害處，甚至有不少事證都指
出，漫畫書可以導致閱讀更多「有意義」的書。而根據 Bischell (2018) 的研究，
現代美國家長對漫畫保持比以前正面多的意見。只不過，Wertham 類似的觀點
在中國大陸似乎還是很流行，中國大陸2015年向38部日本漫畫發起禁令，批評
漫畫「鼓勵青少年犯罪，美化暴力並包含色情內容」(Japan Times, 2015)。

（一）漫畫在母語的發展
Tilley (2008) 回顧漫畫的歷史，說明隨著 Wertham 1954年發布的「誘惑純真
的心靈」，以及「漫畫準則管理局」的建立，美國青少年的漫畫閱讀暴跌。20世
紀後半，漫畫成為成年人專屬的愛好，而該時期大部分的漫畫明顯擁有成人取
向。Tilley 說明唯一的例外為日本漫畫，如「原子小金剛」
、
「哆啦 A 夢」或
「美少女戰士」等系列，而受這些日本漫畫的影響，青少年取向美國漫畫逐漸
重現。根據 Tilley，雖然許多人認為繪本能夠促進孩童的母語發展，漫畫依舊被
排斥，被認為不適合給青年讀者。不過根據 Tilley，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對漫
畫的看法開始轉變，1980年代美國「漫畫準則管理局」已失去大部分的勢力，
直到現在越來越多圖書館員和教師發現漫畫可以輔助閱讀和學科能力的發展。
故事敘述方式與漫畫特殊藝術的結合（格子、對話框、行動線等等）形成一個
混合格式，能夠加強孩童的認知。Tilley 結論說看漫畫對孩童的受益至少同等於
其他書籍類型。
在孩子的讀寫發萌階段，沒有文字的連環藝術（沒有文字的漫畫）可以跟
孩童的經驗作關聯，讓他們開始發展跟隨故事的能力，在還看不懂字詞的階段
建構閱讀能力的基礎。Edmunds (2016) 解說，大部分的家長會用繪本讓孩童開
始具體化孩童的經驗和思想，而沒有文字的漫畫可以當這個閱讀能力發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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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一步，讓孩子沿著圖片跟隨故事。Edmunds (2016) 說明，讓孩子看漫畫主
要理由是孩子要看漫畫：一般書籍的文字頁面可能導致孩子被嚇到而不知所
措。對正在苦苦掙扎剛開始閱讀的孩童來說，動機是關鍵，而漫畫可以刺激閱
讀。根據 Scholastic 機構的「漫畫教學指南」
，「漫畫可以提高語言習得有困難的
學生的閱讀發展，因為插圖可以提供上下文線索，補充故事敘述的意思。漫畫
要求讀者投入於解碼過程，了解大範圍的文學寫作手法，包括敘事結構、隱喻
和象徵、觀點、雙關語的使用、互文性和推論。漫畫的閱讀可以讓學生發展閱
讀更具有挑戰性文學的關鍵技巧，包括古文」。(Scholastic, 2020)
越來越多證據表示漫畫閱讀能夠讓學習者整體上成為更好的讀者。Krashen
(2005) 在分析現代美國青年為何越來越少看書，發現越常看漫畫的中學青年，
整體也閱讀越多的書，並越喜歡看書。他也敘述幾個原本不喜歡看書的青年透
過漫畫閱讀養出看書的喜好。Krashen 說明，許多人常常給漫畫「過度輕淺」的
評價，認為如果看漫畫就不會繼續往比較沉重，比較複雜的書前進。Ujiee &
Krashen (1996) 訪問兩所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中學的571學生，透過問卷探討漫
畫閱讀的效益。他們的研究發現，兩個群體中越看漫畫的人越喜歡看書，並越
看一般書籍。漫畫的閱讀並不干擾一般的閱讀，讀者透過漫畫會逐漸地擴大他
們的閱讀興趣。他們的研究結果是，漫畫閱讀及其「比較輕」的閱讀會導致比
較「重」的閱讀。Krashen (2004a) 表示，一本美國流行漫畫內的字數平均有兩
千字，每天看一本漫畫，一年內看的字數就超過50萬字，等於美國孩童平均閱
讀量的一半。

漫畫可以提升讀者的閱讀動機，讓讀者閱讀比較「重」的閱讀。除此之
外，根據 Vecchiarelli (2018)，漫畫閱讀也可以提高以下能力：
（一）

閱讀理解

漫畫的呈現方式建立閱讀理解能力的基礎。漫畫跟文學的不同在於漫畫
將故事敘述的一部分以圖畫的方式呈現，而這個易懂的關係有利於讓學
生開始發展看出字裡行間的意思、進行推論和綜合信息的能力。透過故
事和圖畫之間的互動，學生比較容易理解和形象化故事，發展他們的閱
讀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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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話技巧

漫畫裡頭，讀者讀到很多對話。這種對話至關重要，又簡明易懂又接近
生活實境，而且漫畫角色的臉色也可以提供讀者言外之意的線索，得出
對話的真正意思。
（三）

寫作能力

漫畫擁有故事的基本因素，包括設置、角色、上升動作、高潮、下降動
作和解決。漫畫的每一格會呈現故事的一部分，而透過描述練習，可以
加強學生的敘事能力。
（四）

詞彙能力

如同 Krashen (2004a) 的說法，漫畫是一個良好的詞彙來源。另外，角色
的特殊設計也包含他們的說話方式，一方面可以補充角色的個性，另一
方面可以讓學生學習詞彙。
此外，也有不少針對漫畫廣泛閱讀計畫進行的研究。Sperzl (1948) 針對五
年級學生進行十五周的研究，結果發現漫畫與一般書籍的學生之間，在閱讀理
解以及辭彙測驗的表現無差，兩組進步的幅度都可以讓人接受，另外，漫畫組
的閱讀動機超乎預計，根據 Sperzl，孩子渴盼閱讀漫畫時間的到來，認為儘管
好像全世界其他的人都對看漫畫書有顧忌，不過一點也不影響孩子對漫畫的熱
忱。Arlin & Roth (1978) 也比較三年級的學童，一組閱讀「教育類」漫畫，另一
組閱讀「有趣度高」的書，兩組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都進步了。閱讀能力原本
比較差的學生從漫畫閱讀進步更快，從漫畫中也得到符合預期的進步。看漫畫
的效益至少同等於一般書籍，而廣泛閱讀也可以應用漫畫書。

（二）漫畫加強學科學習動機
漫畫的使用能夠加強學習者對事發過程的形象化，根據 Biebrich (2006)，形
象化大幅影響閱讀動機。缺乏心像降低理解，許多很少看書的讀者缺乏這個心
像能力，而具體圖片能夠加強他們的理解，並加強他們的想像力。其他研究指
出，圖片可以補充學習者對字面概念的理解，Mayer & Clark (2011) 彙整11篇相
關研究，發現使用圖片補充理解的學習者在表現方面超越僅僅使用文字的學習
者的55%至121%，平均數字為89%。該研究指出，漫畫可以加強學科學習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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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與動機。
為了研究漫畫如何能夠補充學科教學，Toh (2009) 創造漫畫代數教學資源，
分析對低成績學習者帶來何種效果。

圖2-2：代數教學漫畫

附圖來源：Toh (2009)

該研究發現，漫畫成功鼓勵學生學習，Toh 說明一方面是由於在數學課使
用漫畫的新奇性，透過角色的幽默互動加強學習動機，另一方面因為漫畫可以
具體化抽象數學概念。Hosler & Boomer (2017) 也針對大學生進行相似研究，透
過以下漫畫分析科學漫畫如何影響大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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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大學科學教學漫畫

附圖來源：Hosler & Boomer (2017)

實驗前，副修學生的表現和學習態度比一般生差，而透過漫畫的使用，他
們的態度和表現大幅改善，Hosler & Boomer 將這個改變歸功於漫畫的使用。
現代漫畫和視覺文學的種類不限於超級英雄或搞笑類型。如同 IB 指定翻譯
文學漫畫，許多漫畫敘述比較沉重的歷史事件或社會現象，提供學生具體化的
解說，如「鼠族」(Maus) 敘述猶太人在第二世界大戰的生活，或「波斯波利
斯」 (Persepolis) 以伊朗伊斯蘭革命為背景。這裡，漫畫的使用也能夠具體化過
去的事實，補充學生對歷史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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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漫畫在二語發展
漫畫能夠加強母語的學習，而將這個原則給廣泛化，可以假設漫畫也能夠
補充二語習得的功效。根據 Cary (2004) ，儘管語言的不同，各國的漫畫都需要
同樣的閱讀技巧。一個已經會看母語漫畫的學習者，必然也會閱讀目標語漫
畫。各國漫畫都一樣用圖畫提供上下文線索，二語學習者可以透過這些線索推
論意思。不過這方面，由於中文漢字的不透明特徵（不能從字體知道漢字讀
法）
，這個效果可能低於用漫畫來學習英文等拉丁字母語言。相反於 Bamford &
Day (1997) 的建議，字辭典的使用在華語學習者的漫畫閱讀似乎是必須的。根
據 Krashen (2004b) ，漫畫也可以減輕學習者的情感過濾 (Krashen, 1982) ，減輕
學習者的壓力而讓他更有自信的學習，激發興趣而導致學生培養整體閱讀興
趣，逐漸變成「自主學習者」。
除此之外，漫畫的用詞通常比較接近生活的實際用法，包含遲鈍、猶豫和
髒話。根據 Cary (2004) ，透過省略號、混合詞、非單詞、模糊的詞彙、確認
詞、強調詞、換話題信號、緩和詞和常規/禮儀用語，漫畫的使用可以應付目標
語的模棱兩可用語。這是課本通常不教的，這方面漫畫可以提供背景給這些語
用因素。另外，漫畫也可以呈現跨文化特徵，如不同國家的幽默、禮儀或習俗
等等，在課堂上產生話題，補充學生的跨文化意識。Cary 也認為，不應該限制
漫畫的來源，翻譯漫畫也有效率，大意在於漫畫的語言。Cary 對日本漫畫擁有
非常正面意見，因為日本漫畫的格子設計比較鬆，一個頁面的字數通常少與美
國漫畫，另外日本漫畫在各國越來越流行，許多學習者對日本漫畫有一點認
識。
Öz & Efecioğlu (2015) 探討漫畫在 IBDP 教學的英文外語課程可以扮演甚麼
樣的角色。他們將一群學習「馬克白」
（莎士比亞）的學生分成兩組，一組用漫
畫版馬克白，另一組只用文字書本。透過訪問和表現分析，Öz & Efecioğlu 發現
漫畫的使用讓研究組表現得更優越，尤其在：1 - 文學元素（如象徵、設置和伏
筆）
、2 - 推論以及 3 - 詞彙。不過，在閱讀理解、對比分析和因果關係分析沒有
帶來顯著的影響。Öz & Efecioğlu 最後主張將漫畫納入課程大綱，因為比起傳統
課文，漫畫的視覺性讓學習者能夠產生更多見解。Allen (2016) 也探討語言教師
如何使用漫畫鼓勵學生學習，發現漫畫是有利的語言教學工具，能夠促進學習
者的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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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漫畫的限制
正如 Krashen (2004a) 所說，漫畫可以導致更「重」的閱讀，不過假如逗留
在如此輕浮的閱讀，則無法精通學術語言。Krashen 主張漫畫是接連初級學習和
複雜文學的一座橋梁，在語言教師往往強迫學習者直接跳到高要求文學的情況
下，漫畫和輕浮閱讀是高等語言能力的必要前提。不過這方面，並不是說每一
部漫畫屬於輕浮閱讀，近年來越來越多漫畫提到更嚴肅的話題，甚至有漫畫獲
得一般文學獎，如普利策獎，雨果獎和世界幻想獎。研究者認為二語老師應該
把漫畫視為讓學習者邁進文學的一個步驟，透過如此視覺作品讓學習者建構閱
讀理解能力的基礎。
另外，Maniace (2014) 分析教師實際上如何將漫畫引入與教堂，發現一些缺
陷。她描述一名雖然已經有漫畫閱讀經驗的學生，因為老師指導不足對教師提
供的漫畫感到困難。Maniace 說明，漫畫是結合圖片和文字的書本，兩者要同時
注意，倘若僅看其中一個則無法全面明白故事，因此在將漫畫用於教學的前提
下，教師應該提前解釋閱讀技巧，保證學生的閱讀理解。例如，日本漫畫和西
方漫畫的不同，日本漫畫由上往下，由右往左閱讀，應事前說明，以免學生無
法了解。

（五）漫畫華語教學
漫畫華語教學相關研究甚少，中野冴依子 (2011) 向 91 位日本高中華語學習
者先透過問卷進行需求分析，再按照調查的結果，以實際需求設計日本流行漫
畫華語教材，以提高學習者的學習動機。中野冴依子「深信該論文能夠幫助學
習者習得自然的華語會話能力，進而提供給日本高中華語學習者較新鮮的學習
樂趣與感動」。
張宇飛 (2013) 也以韓國中高級華語學習者為對象，探討漫畫在漢語寫作課
的應用。透過需求分析、統計和研究，對教學準備、教學組織、任務要求、寫
作成果評價等方面提出教學建議，進而設計以漫畫為題材的漢語寫作教學教
材。张認為該論文能夠論證在對外漢語寫作課中使用漫畫教學的可行性和優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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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節 本研究理論架構
本研究的主旨在於分析不同專題漫畫在華語教學的應用性和可行性。相關
文獻的回顧已能夠證明幾個重點，而透過這些原則的結合，可以建構本研究的
框架，分析漫畫在華語教學的不同層面。
根據以上文獻，自由自主閱讀是讓外語能力進步的良好方式，透過廣泛閱
讀課程，教師有辦法激發學習者的學習動機。根據 Krashen (2004b) 的框架，漫
畫和比較輕浮的文學能夠讓學習者往挑戰性更高的文學邁進，逐漸成為自主學
習者。至於漫畫本身，不管是在語言教學和學科教學，其視覺性和有趣性一方
面讓學習者更投身於學習，另一方面對閱讀和學科理解也有幫助。
另外，內容整合學習（CLIL）教學可以一方面加速語言和學科能力的學
習，另一方面也加強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和參與率，更投身於學習。CLIL 的4C
框架可以提供一個課程設計架構，補充廣泛閱讀教學，以加強學習者的詞彙、
溝通和認知能力以及跨文化意識。
透過以上重點的結合，研究者認為「CLIL 漫畫教學」似乎為二語教學的極
佳路徑。透過專題漫畫的廣泛閱讀教學，可以讓學習者獲得全方面的詞彙、溝
通、認知能力和跨文化知識。

49

料理漫畫華語教學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文主旨在於分析如何結合 CLIL 和廣泛閱讀教學的原則，應用於華語教
學。根據文獻探討所得出的教學框架，本研究主旨在於分析漫畫裡面是否包含
CLIL 以及廣泛閱讀教學的因素，進一步分析這些因素，另外根據分析結果設計
教案並說明教學上的使用方式。本章目的為介紹本研究所採用之研究方法和工
具，並說明研究流程和步驟。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所採用研究方法有四：
（一）文獻研究、（二）文本建構與量化分析、（三）
內容質化分析、（四）發展研究法。

一、文獻研究
文獻研究法 (literature analysis) 是指：
「蒐集與某項問題有關的期刊、文章、書籍、論文、專書、研究報告、政府出
版品及報章雜誌的相關報導等資料，進行靜態性與比較性的分析研究，以了解
問題發生的可能原因，解決過程及可能產生的結果」（吳定，2003）。

本論文應用文獻研究法的目標在於整理 CLIL 和 CBI 的不同，以找到最適
合本文研究目標的教學原則。文獻研究的第二部分為列出漫畫以及閱讀教學的
特徵與優點，透過兩者的分析學習如何把兩者結合起來，得到全方位的漫畫閱
讀教學技巧。
文獻研究的另一個用途為界定篩選漫畫的條件。所搜尋至漫畫需擁有 CLIL
教學特徵，也就是有一定主題內容的漫畫。另外，篩選的漫畫範圍也會限於已
寫成系列作品之漫畫，以達到內容廣泛閱讀教學的最佳成果。

二、文本建構與量化分析
本研究「文本建構」指的是取出並整理漫畫裡面的文本，以進行分析、統
計和假設。另外，量化分析是一種內容分析法，利用客觀的方式根據數據作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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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性的解釋和統計。為了進一步分析漫畫中的內容、特徵與難度，會透過半自
動半人工的手法取出漫畫的文字，整理成文本。此後，根據國家華語測驗推動
工作委員會的「華語八千詞」分析並對比所篩選之漫畫的內容及其對華語學習
者的難度。此難度分析工具也可以用於其他文本的分析，以比較漫畫與其他種
類的文本對華語學習者呈現何種難度差距。

三、內容質化分析
透過文本量化分析得到客觀數據之後，將取用質化分析法，以更深入地分
析漫畫的特徵。根據4C 框架，列出並對比漫畫的內容（Content）
，認知
（Cognition），交際（Communication）和文化（Culture）特徵。此研究法跟量
化分析的不同在於並不是整理文本的客觀數據，而是更深入地分析其特徵，並
進行歸類和蒐集。該研究法的目的在於證明所篩選之漫畫適合 CLIL 教學，另外
也會根據以上研究的結果，討論漫畫教學的實際教案編寫方案，舉例子並列出
一些建議。

四、發展研究法
發展研究法 (development research) 目的是根據分析結果發展出一個華語料
理漫畫廣泛閱讀教案，實際應用以上研究結果來舉例子。由於廣泛閱讀的性
質，此教案未包含深入之語法解釋和練習，而比較偏向一種心得討論，以及閱
讀理解問題。另外，因為中文漢字的不透明性質，教案需搭配生詞表，以方便
學生的閱讀理解。

第二節 漫畫的篩選
透過大量相關文獻的蒐集，我們已經證明漫畫應用於教學理論上的可行
性。由於漫畫教學屬於特定主題內容教學，這方面 CLIL 教學能夠提供一個良好
的教學架構。本節的目標為指定兩部表面上呈現著 CLIL 教學中4C 框架因素的
漫畫（呈現著內容（Content）、認知（Cognition）、交際（Communication）和文
化（Culture）的特徵）
。
漫畫的類型非常多元，而且不同類型漫畫受不同年齡、不同興趣讀者的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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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本節的目標在於界定適合各年齡學習者、具有豐富並接近生活實境的主題
內容、具有某種跨文化層面、並已寫成系列作品（先將「成為系列作品」的意
思設為作者已寫超過五本同系列漫畫）的專題漫畫，以同時滿足內容導向教學
以及廣泛教學計劃的特徵。本節將會先介紹漫畫的各種類型並簡單說明類型的
特點，分析不同類型是否符合以上原則，找到符合研究目標的類型之後，會找
出幾部適合「內容導向漫畫教學」的作品。

一、漫畫種類概覽與篩選
漫畫如同所有的媒體有分不同的類型，而本節的目標為界定符合本研究的
漫畫類型。當然，並不是說每一部漫畫皆屬於一種類型而已，部分漫畫屬於兩
種或以上類型，類型的篩選僅為找到優質作品的第一部。根據台灣最大線上書
籍銷售平台「博客來」的分類，漫畫的題材包含以下類型：
（一）

奇幻（英語：Fantasy）
：虛構作品的一種，其故事結構多半

以神話與宗教以及古老傳說為設定。奇幻作品的故事背景通常發生在
與現實世界規律不同的架空世界，或者是在現實地球中加入超自然因
素。
（二）

科幻（英語：Science Fiction）：科學幻想，簡稱科幻是虛構

作品的一種類型，描述未來科技、時間旅行、超光速旅行、平行宇
宙、外星生命、人工智慧、錯置歷史等有關科學的想像性內容。
（三）

動作（英語：Action）
：是漫畫或電影等視覺作品的一種類

型，其情節多半包括一連串的動作，如打鬥、特技、追車或爆炸場面
等等。劇情通常是正義的一方對抗邪惡的一方，而解決的方法往往涉
及暴力。
（四）

愛情 （英語：Romance）
：愛情作品廣義泛指以愛情故事為主

體的作品，通常作者為女性，讀者也為女性，情節著重在尋找一個理
想的對象或維繫愛情關係。
（五）

推理（英語：Detective）
：一種以推理方式解開故事謎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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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以偵探事件為主題的作品。所講述的主角以敏銳的觀察和理性的分
析解決事件。
（六）

靈異（英語：Supernatural）
：虛構作品的一種類型，描述的

是在現實世界發生並科學無法解釋的事物，其跟奇幻的不同在於奇幻
小說通常以超自然世界為背景。
（七）

歷史（英語：Historical）
：以歷史事件和人物為背景敘述故

事，故事主線順應歷史發展方向，一定程度反映歷史時期的社會面
貌，能給予讀者一定的教育和啟迪。
（八）

職場／社會寫實（英語：Workplace, Realistic）
：漫畫的一種

類型，以現實生活為題，描繪日常和平淡的活動和經歷，而不使用浪
漫化等風格。
（九）

運動（英語：Sport）
：漫畫或電影等視覺作品的一種類型，

以運動作為主題，可以是關於某一項運動、體育賽事、運動員的生平
事蹟，或其追隨者的故事。

根據以上列表，已經可以淘汰幾種顯然不符合本研究目標的漫畫類型。首
先，奇幻、靈異等虛構作品雖然有一定的主題內容，其故事背景與現實世界脫
離，未涉及到真實事件，因此由於奇幻等超自然用語在生活中不一定會用得到
所以淘汰這種類型。另外，動作及愛情作品的重點不在於主題內容，而在於作
品中不同角色的互動，以及故事的發展。如上所述，一部漫畫可能符合兩種以
上類型，因此接下來不會排斥部分屬於該類型的漫畫。
其他類型皆具有豐富主題內容，不過部分類型因為其他因素不一定適合當
本文的研究對象，這些類型的特點如下：
（一）科幻漫畫：所敘述的故事雖然屬於虛構，其內容通常涉及到真實的
科學現象，如宇宙、機械等等。只不過，如此詞彙仍然與生活實境有
所分開。
（二）推理漫畫：有真實的背景，又包含許多調查和刑法相關詞彙，另外
懸掛效果能夠吸引學習者的注意力，但該類型的作品通常涉及到暗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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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適合年輕學習者。
（三）歷史漫畫：再也無法真實的背景，以視覺方式讓讀者理解歷史事
件，以及當時的社會背景。不過，本文的教學目標著重於華語，而這
方面史學包含許多專有名詞，其高難度不一定適合華語教學。
（四）運動漫畫：內容背景也屬於真實，故事圍繞著一定運動來進行，因
此可以接觸很多該運動的相關詞彙、用語等等。不過，運動漫畫通常
為少年取向，成年學習者不見得感興趣，另外也同時屬於動作類型，
著重於故事的轉變以及動作本身，不一定包含豐富的詞彙。

經過以上淘汰法，只剩下一種類型：職場／社會寫實漫畫。該類型以真實
工作場所為背景，敘述該場所的人士的日常生活與故事。這種漫畫可以提供兩
種不同的語言輸入：在故事發展的過程中，角色的日常和互動一方面可以反映
生活實境的日常用語，另外故事的職場背景包含一定程度的專有名詞。因此，
職場漫畫本身就能夠符合4C 中的「溝通」層面（角色的寫實互動）以及「內
容」
（特定職場詞彙）。

職場漫畫分成許多次類型，光研究幾個有關職場的漫畫，可看到各種各樣
故事背景的漫畫，如主角為太空人、漫畫家、上班族、雜誌編輯、公司老闆、
廚師、飯店經理等等。為了找出更精準的研究，將縮小研究範圍於「料理」相
關漫畫，研究者認為以上次類型中最適合本研究的類型為料理漫畫：烹飪和美
食為各國文化的一部分，可以反映不同文化的特徵，因此料理漫畫最適合滿足
4C 框架中的「文化」層面。另外，
「買食物」為二語學習比較基本的語言能
力，尤其對於到國外學習的學習者。這方面，料理漫畫裡頭的詞彙可以提供學
習者在當地生活的關鍵語言能力與技巧，如不同材料的名詞，以及不同做菜相
關動詞的差別（如煮、煎、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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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料理漫畫的選擇
本文的研究範圍已經界定與料理漫畫，接下來要找出兩種不同的料理漫
畫，以分析和比較其特徵以及教學範圍。由於自由自主閱讀和廣泛閱讀教學著
重給學生「有趣度高」(Arlin & Roth, 1978) 以及呈現大量「狹窄輸入」(Krashen,
1981; Hansen & Collins, 2015; Kang, 2015; Kweldju, 2016) 的書籍，漫畫的選擇範
圍會限定於評價高，並已成為系列作品的料理漫畫。
根據不同網路來源的排行榜以及推薦串（網路溫度計，2015；二次小元，
2017）
，高評價的料理漫畫系列如下：
表3-1：料理漫畫列表

漫畫名稱

券數

類型

故事概要

美味大挑戰

111冊

現代、日常、

美食記者和他的太太到處尋找美

青年取向

食

現代、日常、

一個很會煮菜的日本上班族邊上

青年取向

班邊經營家庭的故事

現代、日常、

大城市小巷獨自經營深夜食堂，

青年取向

每夜有不同故事展現

歷史、少年取

中國清末廚師成為中國第一廚師

向

的故事

校園、鬥爭、

中學生在料理學院跟同學以做菜

少年取向

的方式比賽

奇幻、冒險、

超能力獵人在奇幻世界捕獵野獸

少年取向

和材料

現代、鬥爭、

日本少年創造出日本專屬麵包的

少年取向

故事

妙厨老爹

深夜食堂

中華小廚師

食戟之靈

美食獵人

烘焙王

117冊

22冊

17+6冊

36冊

43冊

26冊

以上表格第一個可見的特徵就是，七部系列中的三部為青年取向漫畫，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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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為少年取向漫畫。研究者認為兩種不同類型的詞彙和特徵值得研究，因此
會取用各取向的一部漫畫。少年漫畫裡面的鏡頭通常比較激烈，角色的反應和
台詞比較誇張，而青年漫畫反而包含比較寫實，比較平靜。研究者認為兩者的
比較值得探討。
四部少年取向漫畫中有兩部可以比較確定的淘汰：「美食獵人」部分屬於奇
幻漫畫，其世界觀與現實世界截然不同，包含許多虛構、對二語學習者未直接
有幫助的相關詞彙，而其詞彙偏重於動物或生態相關名詞。另外，
「食戟之靈」
雖然提到很多不同國家的菜色、擁有精彩的跨文化層面，但該作品經常呈現半
或全裸角色的畫面，可能不太適合教學場所。
剩下的兩部漫畫為「中華小廚師」和
「烘焙王」。
「烘焙王」包含許多不同場
景，也常常提到各國麵包等烘焙品的不
同，因此，該作品一向圍繞著「烘焙」的
概念。
「中華小廚師」裡頭所提到的內容沒
有「烘焙王」的國際性，可是沒有限制於
「烘焙」，所提到的詞彙範圍比較廣泛。另
外，本研究的一個層面為「華語」教學，
而這方面「中華小廚師」裡面的菜色屬於
中國料理，光是第一本書，提到「餃子」、
「春捲」、
「川菜」、「八角」等有關中式材
料的詞彙，對華語學習者可以帶來一定的
幫助，尤其是在國外唸書的學生。另外，
該漫畫也講述清代中國的一特徵，可以讓
讀者接觸一點中華歷史，對華語學習者有

圖3-1：「中華小廚師」封面

一定的幫助。最後，該系列已經被改版成動畫片，而看動畫可以讓讀者以不同
的方式了解該系列。因為以上原則，研究者認為「中華小廚師」為優質的研究
對象。

至於青年取向漫畫的選擇，由於三部漫畫擁有一些共同的特徵，無法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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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淘汰，因此會首先分析並比較各自的情節。「美味大挑戰」和「妙厨老爹」
有許多共同點：兩者都在1980年代開始連載（1983和1985）
，其連載時期較長，
描述的場景和事件反映該年代的生活與價值觀（如磁帶等電子產品、重男輕女
現象等等，請參見附圖 x）。另外，兩部漫畫的主角都是上班族，漫畫部分敘述
上班族的生活，有時候跟料理比較無關，尤其是「妙厨老爹」一部：每一話都
敘述主角上班的日常和苦惱，而作者在其中一頁會加入類似食譜的圖畫。
至於「深夜食堂」，該系列呈現幾個特
徵：首先，故事所敘述的情節每一話都會換，
每一章都有不同的主題和登場人物，因此很適
合短時間的廣泛閱。另外，其畫風跟一般漫畫
有所不同，屬於卡通化，比較柔和，而研究者
認為畫風的比較是值得發展的教學活動主題。
最後，該系列為三部青年取向料理漫畫中目前
最受歡迎的，已獲得小學館漫畫賞「一般讀者
類別」獎項，又獲得第39屆日本漫畫家協會獎
大獎，另外已經被改版成電視劇和電影，就如
「中華小廚師」，可以讓讀者從不同的角度了
解故事。因為以上原則，研究者認為「深夜食
堂」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漫畫。

圖3-2：「深夜食堂」封面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界定為「中華小廚師」（小川悅司，1995）和「深夜食
堂」
（安倍夜郎，2006）兩部漫畫。如同以上所述，兩部漫畫皆屬於料理漫畫，
但各仍具有各自的特徵與不同：
表3-2：
「中華小廚師」和「深夜食堂」簡介
漫畫系列

作者

連載期間

總冊數

衍生作品

中華小廚師

小川悅司

1995-1999

17 (完)

文庫小說 (全11冊)
電視動畫 (全52話)
電視劇 (全40集)

深夜食堂

安倍夜郎

2006-連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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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官方電視劇 (全40集)

(2019)

衍生電視劇 (共5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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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系列

故事簡介

漫畫特色

中華小廚師

故事以清末四川為背景。主角劉昴星年僅13

故事描述許多知名中

歲，卻在各種烹飪比賽和各方的挑戰中不斷

國料理，另外也包含

成長，成為最幼小的「特級廚師」，並與邪惡

古中國的文化特徵。

的「黑暗料理界」開始對抗。
深夜食堂

在東京的一條後巷，由老闆獨自經營的小吃

每一話敘述不同角色

堂，營業時間由深夜午夜到早上7點，被常客

的日常、煩惱與經

稱呼為「深夜食堂」。故事以這間食堂為舞

歷，每次都提及到不

台，描述主人與客人間的交流。

同的題目。

以上漫畫篩選值得澄清的一個點為所篩選的漫畫皆為日本漫畫。這件事情
有兩個原因：日本目前還是全世界最大的漫畫來源，因此日本漫畫的數量是最
多的，種類也是最豐富的，另外現在也是在台灣最容易買到的漫畫。中國和西
方有關料理的漫畫幾乎是沒有的，而有的仍是未正式出版的線上漫畫。研究者
認為這點有點遺憾，因為不同國家的漫畫是值得探討的，不過篩選的漫畫所涉
及的內容已擁有跨文化特徵，如不同國家的料理根據。Cary (2004) 也對日本漫
畫應用於英語教學保持好感，格子設計柔和，頁面的字數也通常少與美國漫
畫，因此可以讓讀者看更多的漫畫。

第三節 研究工具
為了分析和統計文章的特徵，必須先獲取一個可以進行分析和統計的文
本。這方面，漫畫文本呈現著一個重大挑戰：跟書籍文本不同，並無直接可以
下載的文本檔案。電子書籍、網路新聞等資源的文字是可以直接複製並分析。
漫畫則需要經過一定的步驟才能建構文本。
另外，整理好的文本也需要一定工具的使用，才能分析其特徵。本節的目
標在於介紹本研究如何取出漫畫的文本，並採用哪一些工具來針對文本進行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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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本建構 OCR 工具
文本建構的第一步為取得電子版漫畫。倘若一頁一頁的掃描紙本漫畫，其
時間上的需求不堪設想，費用也會比較大，因此需要經過不同的路徑來取得電
子版漫畫。現代世界資源分享發達，這方面網路上有幾個讓使用者能夠有直接
購買電子版漫畫的平台，如「BOOKWALKER」和「Readmoo 讀墨」電子書銷
售平台。下載完畢的漫畫會以圖片檔案格式儲存於同一個檔案夾。
圖3-3：電子版漫畫檔案夾

不過，僅此仍無法建構文本，因為圖片上的文字無法直接複製並貼上文字
檔。因此，漫畫文本建構的第二步為取得漫畫圖片檔案上的文字，轉換成可以
複製的文字。這裡出現了跟第一步同樣的問題：假如將每一頁每一格上的文字
以人工的方式輸入在文字檔，亦會很花時間。這裡，網路正好可以提供我們一
個解決方案：光學字元辨識軟體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以下簡稱
OCR)。研究者經過不同 OCR 軟件的試用，效果似乎最準確的 OCR 軟體名為：
Capture2text (cb4960, 2010) 。此軟件讓使用者可以選取圖片檔案中的文字，透
過 OCR 系統自動處理將圖片中的文字轉換成可以複製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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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光學字元辨識(OCR)軟體使用方法

而且將漫畫每一頁每一格處理好的文字儲存於文字檔，可以順利彙整兩部
漫畫的文字，建構文本的文字檔。
圖3-5：漫畫文字檔

只不過，即使此軟件的準確度很高，由於漢字的多數，難免會出現幾個錯
誤：處理結果有時候會出現幾個寫法相似的字（如好／妤、天／夭、日／曰、
味／昧、要／耍等等），或者將圖片中的文字誤處理成文字，反之亦然（如
「｜」處理成「一」、或「一」處理成「、」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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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OCR 軟件錯誤例子

因此，文字檔的建構過程仍需要人工監視，以免讓最後的文本統計有錯
誤。

二、斷詞系統
文本文字檔整理好之後，分析文本下一個步驟為整理成 EXCEL 工作表，以
方便統計、比較以及分析。此工作流程的第一步為斷詞工作，而這裡，我們可
以應用台灣中央研究院中文詞知識庫小組所開發的中文斷詞系統（中央研究
院，2011）。此軟體的使用非常簡單，僅需要將所欲分析的文章貼上網頁系統，
便能快速依詞類依序分隔該文章的字詞。
圖3-7：中文斷詞系統使用例子

最後，根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腦與學習實驗室語料分析法 (Hsieh, 2019)
將這些詞整理成 EXCEL 工作表，便完成可以進行統計分析之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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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文本工作表

三、華語八千詞表
為了比較和分析文本，本研究採用台灣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發布
的「華語八千詞」
，以分析文本詞彙對華語學習者擁有甚麼樣的難度。「華語八
千詞」是以不同的詞彙來源做為參考（包含 IB 組織、台灣華語教材以及本國人
文本）
，並根據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標準而編輯的詞彙表。該詞彙表的目標為整理
華語學習者應優先學習的詞彙，從 A1（入門基礎級）到 C1（流利精通級）將
其分類。
「華語八千詞」可以在台灣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以 EXCEL 工作表
的格式下載，而將其加入於文本的工作表，可以讓我們針對漫畫詞彙的難度進
行分析。使用一定的 EXCEL 函數，可以自動計算文本詞彙的難度，並整理成表
格或圖表。

四、EXCEL 函數
除了 EXCEL 的基本功能之外，如列表、表格和圖表，本研究另外採用幾項
比較特殊的函數：
（一）

COUNTIF：統計函數之一，用於計算符合某個條件的儲存格

數目。文本工作表所列出的斷詞文字會顯示重複的文字，COUNTIF
函數的使用可以計算每一個單詞出現幾次，以列出各個相異詞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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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裡面的頻率。
（二）

VLOOKUP：文本和八千詞表分成兩個不同的列表。

VLOOKUP 的功能讓使用者搜尋某一個列表中的資料，直接比照另
一列表的資料。透過 VLOOKUP，可以將文本的單詞與八千詞表比
照，並自動填入該單詞的難度。

圖3-9：VLOOKUP 使用說明

注意：出現「#N/A」表示該字詞不存在於八千詞表，暫時稱之為「超綱
詞」
。本文第四章第二節第二小節進一步討論超綱詞。
（三）

SUMIF：跟 COUNTIF 的使用相似，SUMIF 讓使用者加總一

個範圍內符合指定條件的數字。注意以上圖右邊 D 欄顯示每一個單
詞在文本出現幾次。將條件設定為「A1」、
「A2」等等，可以加總 D
欄裡面符合條件的數字，以得知文本總共含有幾個 A1、A2等等各等
級的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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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流程與架構
研究流程可以分成以下步驟：

一、漫畫分析
本研究的第一步為分析以上兩部漫畫的詞彙和特徵，以進一步了解其教學
上的使用價值與方法。該分析又分成兩個分析法：量化性的統計，以及質化性
的分析與歸類。量化統計的用途在於透過數據理解漫畫客觀性的特徵，如總詞
彙量、詞類、難度等等。質化性分析是指針對漫畫不同的4C 特徵進行描述和歸
類，分析漫畫之 CLIL 教學特徵。

二、教學設計
漫畫分析完畢後將結果用在教案的編寫，以實際探討漫畫在華語教學的使
用方式。教案分成三個部分：
（一）

閱讀指導：根據文獻回顧中 Maniace (2014) 的研究，漫畫是

結合圖片和文字的書本，兩者要同時注意並說明，只看其中一個則
無法明白故事，因此在將漫畫用於教學的前提下，教師應該提前解
釋閱讀技巧，保證學生的閱讀理解。另外，由於中文漢字的不透
明，字辭典或生詞表的使用在中文漫畫的閱讀是必要的。
（二）

閱讀練習：Rosszell (2006) 的「廣泛閱讀+」是在廣泛閱讀後

加上聽、說、讀、寫等語言學習面向練習的教學模式。根據
Rosszell，此教學模式能夠達到比一般廣泛閱讀更佳的學習功效，鞏
固學習者全方面的語言能力。閱讀練習指的是根據 Rosszell 的框架並
針對漫畫的內容和特徵安排相關練習和活動。
（三）

心得分享：廣泛閱讀教學不著重單詞或單句，然而，其大意

在於篇章的理解。因此，閱讀練習後安排心得分享，一方面為了確
認學習者的閱讀理解，另一方面為了讓學習者跟同學互動，彼此加
強閱讀理解和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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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0：廣泛閱讀+教學模式

漫畫閱讀練習包含以上層面之練習，並應用質化分析結果納入其中，以同
時鞏固語言能力並提升學習者跨文化知識。

三、結論與建議
根據漫畫分析和教學設計的結果，本研究的最後一章討論這些結果，說明
研究的限制，並提出對未來相關研究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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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流程圖
表3-3：研究流程與架構

CLIL/CBI
相關文獻探討

漫畫/閱讀
相關文獻探討

理論架構

篩選兩部符合
架構的漫畫

試驗各種
OCR 軟件

擷取漫畫文字
整理成文本

擷取「華語八千詞」
表，整理成工作表

針對漫畫文本和
畫面辨別4C 特徵

文本統計和分析

CLIL 教學特徵

閱讀數據和特徵
教案設計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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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文本分析與討論

本論文的研究對象在第三章已經限定為「中華小廚師」和「深夜食堂」兩
部漫畫。為了更進一步理解漫畫內容對華語學習者有何種特徵，本研究將分成
三個部分：量化文本分析、質化文本分析及教學設計，以探討漫畫在教學上的
可行性和實際用法。

第一節 料理漫畫的數據
本節針對漫畫進行兩個方法的分析。首先是針對第三章擷取的文本進行數
據分析、統計和比較，以理解兩部漫畫可以供給學習者甚麼程度的語言輸入，
包含自此總數和難度。為了能夠得出比較正確的統計，將擷取範圍設為兩部漫
畫第一本的前八十頁。研究的第一部分為分析根據華語八千詞表，文本有甚麼
樣的難度，掌握文本難度可讓教師理解一部漫畫適不適合他的學生。
另外，漫畫文本包含許多不出現於華語八千詞表的「超綱詞」，本節第二部
分針對這些詞進行描述與分析，以方便事後的教案設計。

一、詞彙統計
整理好的文本能供給我們許多資料，讓我們進一步了解「中華小廚師」和
「深夜食堂」的不同特徵。文本的範圍為兩部漫畫第一本的前八十頁，包含封
面。第一個值得提到的資料為總詞數，包含對話格、擬聲字、註釋等等。這
裡，兩部漫畫的詞數有顯著的差別：

表4-1：漫畫總詞彙

漫畫名

前80頁總詞數

中華小廚師（第一集）

4729

深夜食堂（第一集）

3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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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小廚師」一部的詞數多「深夜食堂」的百分之四十八，也就是將近
1.5倍，表示「中華小廚師」整體可以提供更多的語言輸入。
「中華小廚師」的
閱讀顯得比較重。不過，除了總詞數之外，另一個值得分析的層面為這些字詞
對中文二語學習者的難度。
第一個針對難度可以進行的統計為整體難度分析（含重複字詞）。分析方式
和工具請參閱第三章第三節第四小節。以下為兩部漫畫根據華語八千詞表的難
度：
表4-2：「中華小廚師」單詞難度統計

「中華小廚師」單詞難度統計
#N/A
1281
27%
A1
1958
41%

C1
143
3%
B2
313
7%
B1
533
11%

A2
501
11%

屬於 A1入門級的詞彙占多數。這個現象可以歸因
於漫畫文本的口語性質：角色之間的溝通包含大量比
較基本的字詞。除了兩個料理名稱之外，「中華小廚
師」最常見的字詞皆屬於 A1入門級詞彙。

圖4-1：「中華小廚師」前十四最常見單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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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食堂」的難度統計也呈現相當的現象：
表4-3：「深夜食堂」單詞難度統計

「深夜食堂」單詞難度統計
#N/A
803
25%

A1
1442
45%

C1
70
2%
B2
141
5%
B1
339
11%

A2
380
12%

乍看以上兩個圖表，第一個可以得出的結果是「中華小廚師」文字的難度
稍微高於「深夜食堂」，不過這個差距並不太大。但是，如果將重複字詞和不存
在與八千詞表字詞移除，僅針對相異字詞進行難度分析，兩部漫畫的難度差距
變得比較明顯：
表4-4：「中華小廚師」相異字詞難度統計

「中華小廚師」相異字詞難度統計
C1
10%

A1
25%

B2
23%

A2
16%
B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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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小廚師」近一半 (49%) 的相異詞屬於 B1中級和 B2中高級。至於
「深夜食堂」的相異字詞難度分析：
表4-5：「深夜食堂」相異字詞難度統計

「深夜食堂」相異字詞難度統計
C1
8%
A1
33%

B2
17%

B1
24%

A2
18%

以上圖表顯示「深夜食堂」整體而言比「中華小廚師」簡單。位於 A1入門
級和 A2的字詞占「深夜食堂」的51%（僅占「中華小廚師」的41%）。研究者認
為由於「中華小廚師」包含許多歷史因素，另外也會針對烹飪過程進一步進行
說明，因此包含許多比較少見的專有名詞和動詞等等，如辣椒（B2等級）
、鍋
（B2）或滋味（C1）等等。一個值得提到的點是：「深夜食堂」雖然屬於青年
傾向漫畫，其讀者年齡平均比「中華小廚師」高，仍然包含比「中華小廚師」
簡單的詞彙。

二、超綱詞
漫畫文本含有許多不存在於華語八千詞表上的字詞，這些字詞可以分成以
下類型：
（一）

合成詞：單詞不直接存在八千詞表，但裡面的單字存在，如

「日劇」、「好評」、「百萬」
、
「新人」。這種單詞占比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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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如「石原裕次郎」
、
「小林薰」、「拿

波里」、「舊金山」。
（三）

成語，如「喃喃自語」
、
「狼吞虎嚥」、
「平分秋色」、
「首屈一

指」
。
（四）

擬聲詞、感嘆詞，如「喀啦」、
「嗚」、
「哇啊啊」
、
「呵呵」。

（五）

料理、材料、餐飲名稱和相關動詞，如「蘿蔔」
、
「關東煮」
、

「番茄醬」、「麻婆豆腐」。
（六）

不存在與八千詞表的異體字，如「姊姊」（八千詞表：姐

姐）、「裹面」（裡面），或比較簡單的超綱詞，如「有意思」
、
「身」
、
「讚」、「怎樣」。以下圖表命名為「超綱易」
（七）

低頻率，比較複雜的超綱詞，如「蜿蜒」、
「芬芳」、
「無辜」
、

「回溯」、「菜餚」。以下圖表命名為「超綱難」
兩部漫畫各種類之超綱詞比例非常相似：

「中華小廚師」超綱詞

超綱難;
45; 10%

超綱難;
94; 15%

超綱易;
55; 12%

超綱易;
75; 12%

合成; 268;
42%

合成; 194;
44%
料理; 66;
15%

料理; 98;
15%
擬聲感嘆; 成語; 39;
18; 3%
6%

「深夜食堂」超綱詞

擬聲感嘆;
36; 8%

專有; 44;
7%

成語; 16;
4%

專有; 33;
7%

表4-6：漫畫之超綱詞類型比例圖表

從以上圖表可以得知：（一）
「中華小廚師」包含比「深夜食堂」更多的低
頻超綱詞和成語，「深夜食堂」則含有更多的擬聲感嘆詞。（二）超綱詞中的合
成詞占多數，占兩部漫畫的42%和44%。
研究者認為這兩點可以套用於漫畫教學設計：擬聲感嘆詞可以納入「深夜
食堂」的教案編寫，成為該漫畫閱讀的一個主軸。另外，由於「中華小廚師」

71

料理漫畫華語教學

的閱讀比較難，教案編寫不須著重擬聲感嘆詞，而應該將重點放在低頻詞和成
語。除此之外，合成詞的多數也可以成為一個教學主軸。
如果將合成詞區分成單字，並針對單字進行難度分析，結果仍然是一致
的，
「深夜食堂」的單子比較簡單：
表4-7：兩部漫畫「未分類」漢字難度統計

「中華小廚師」單字難度

「深夜食堂」 單字難度

C1
8%

C1
6%
A1
28%

B2
20%

A1
35%

B2
28%

B1
21%

A2
15%

B1
23%

A2
16%

以上統計最顯眼的結論是：「深夜食堂」比「中華小廚師」簡單一些。研究
者認為在華語教學使用這兩部漫畫，應先讓學習者看前者，後來才進行「中華
小廚師」的閱讀。

三、漫畫跟其他文本的難度對比
讓我們回到 Krashen (2004b) 提出的閱讀教學計畫。根據 Krashen，漫畫屬
於該計畫的第二步：輕浮讀物，如同簡單的新聞以及簡單的書本。將本文所開
發的難度分析工具用來分析其他來源的文本，就可以比較不同文學對華語學習
者的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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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比較兒童故事：網站「小故事
網」中點閱率最高的故事「溫暖一生的
燈光」
（劉清山，2015）的故事。該網

兒童故事難度分析
超綱詞
27%
A1
42%

站的故事主要是給小學生看得，看完有
某種教養性的心得。這裡可以看到，故
事內容的難度跟我們的漫畫相差不多，
可以把它視為輕浮讀物。

C1
3%
B2
7%
B1
10%

表4-8：兒童故事難度分析

接下來的對比對象是新聞：針對

A2
11%

娛樂新聞單詞難度分析

「聯合新聞網」十篇娛樂新聞的詞彙進
行難度分析，可以發現難度已經小幅提

超綱詞
26%

A1
26%

升，B1進階級的詞彙佔多數。娛樂新聞
所呈現的難度高於以上兩部漫畫，可以
形成閱讀計畫的下一部。
表4-9：娛樂新聞難度分析

最後，為了比較的目的，也將「聯

C1
4%
A2
14%

B2
10%

B1
20%

國內外要聞單詞難度分析

合新聞網」十篇國內外的頭條新聞進行
難度分析。這裡，難度大幅提升，超過
一半的詞彙屬於 B2高階級、C1流利級和

A1
21%
超綱詞
33%

為分類（國際新聞包含許多人名、地名

A2
8%

等專有名詞）。
C1
6%

表4-10：要聞難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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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不同文章的難度比較，可以確切的肯定漫畫適合給已經有語言基礎的學
習者看，當廣泛閱讀第一部，讓學習者慢慢練習大量的中文閱讀。研究者認為
其他比較輕鬆的書本也是如此，不過漫畫還有其他書本沒有的優點，尤其是漫
畫的視覺特徵。研究者認為應該適量的讓學習者接觸各種不同的文本，培養全
方位的閱讀能力。

第二節 料理漫畫的4C 特徵
本章第一節已進行文本統計，接下來進行質化而比較精準的分析。本論文
的主要參考指導方針為內容整合學習 CLIL 教學的4C 框架：擁有特定主題內容
的二語教學須包含四層面的因素，包括內容（Content）、認知（Cognition）、交
際（Communication）和文化（Culture）等因素。本節的目的為分析兩部漫畫中
的4C 特徵，一方面為了證明專題漫畫在 CLIL 教學的可用性，另一方面為了找
出教學線索。

一、文化（Culture）特徵
「中華小廚師」和「深夜食堂」各呈現許多能夠讓學習者接觸不同文化的
差別，從中培養跨文化意識。而不只是兩者各別的內容：從它們的比較，更能
展現不同國家的文化。研究者篩選的漫畫「中華小廚師」以清末中國為舞台，
「深夜食堂」則描述現代日本民眾的日常生活和困擾，兩者的故事背景顯然不
同。以下點子可以反映不同文化和時代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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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為兩個國家的飲食文化。透過「中
華小廚師」的閱讀，讀者可以發現許多傳統
中國料理，以及他們的材料和基本烹飪法。
「中華小廚師」的第一話以麻婆豆腐為題
材，主角阿昂及其勁敵以烹飪比賽的方式看
誰能做出最好吃的麻婆豆腐。光第一本書，
就能夠看到各種各樣其他中國料理，如餃
子、燒賣、春捲、叉燒等等，除此之外，故
事也提到許多做菜的材料和香料，如豆腐、
小麥、蔥、大蒜、八角、丁香等等。
圖4-2：「中華小廚師」之材料

另外，除了材料和菜色之外，角色的對話呈
現許多有關烹飪方式和工具的內容。各國在料理
過程所使用的道具和方法各不相同，例如西式料
理不會使用中式料理常見的大鍋子和切肉刀。
圖4-3：「中華小廚師」的廚具

角色說明烹飪過程也能讓學習者了解中式
料理的烹飪方式跟不同國家料理的不同，提升
跨文化意識。

圖4-4：「中華小廚師」的烹飪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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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裡面出現許多描述清末中國的
場景，從此可以了解中國的一些禮儀和
習俗，如中國人聚餐時常常坐在圓形餐
桌，還有筷子的使用等等。
圖4-5：「中華小廚師」的用餐文化

漫畫畫面反映當代的
建築風格、服裝，也包括
許多人名、地名等等，另
外也有一些有關社會層
級、職位和敬稱的用語，
如「大人」、「師傅」、「徒
弟」等等。
圖4-6：「中華小廚師」的傳統中國結到

「深夜食堂」也包含以上特徵。在第一本，有許多現代日本料理出場，如
咖哩飯、納豆、豬肉丼飯等等。不過，由於故事的重點在於角色的生活苦惱和
事情，料理扮演比較次要的角色，不會出現像「中華小廚師」這麼大量的材料
名字。這是「深夜食堂」裡面的單詞比「中華小廚師」簡單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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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食堂」有其他可以反映日本文化
的點子，包括人名的不同：日本名字使用漢
字，但是日本名字出現的漢字跟中文名字有
所不同，如「宮本」、「鶴田」、
「繪里香」等
等。另外，讀者從中也可以發現有關綽號的
習俗：台灣人常常把人名中的一個字放在
「阿」後面用來稱呼好朋友，作為綽號，例
如主角叫一位客戶阿龍。「中華小廚師」也
可以看到這個特徵，主角本名為昂星，而常
常被叫阿昂。「深夜食堂」裡頭也看到翻譯
成中文的日文尊稱文化，如「小壽壽桑」。
圖4-7：「深夜食堂」尊稱文化

二、交際（Communication）特徵
漫畫跟散文的不同在於散文使用文字描述場景以及角色的動作；漫畫則是
用圖片來描述這些因素，以視覺的方式給學習者閱讀線索。因此，閱讀焦點被
放在角色的台詞，提供接近實際交談的語言輸入。

這方面漫畫角色之間的互動、交談、糾
紛等等可以讓讀者學習許多適合不同情景的
用語。例如，當「中華小廚師」主角阿昂的
姊姊在第一本第一話發現阿昂前一天沒整理
好廚房，就感嘆地說「搞什麼啊？這是怎麼
回事？」。從角色的反映和表情，讀者可以推
測她的台詞時表示某種不滿、不知失措的感
覺。

圖4-8：「中華小廚師」表情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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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包含許多如此的自然反應，有負面和正面、表示冷漠和熱情、悲傷、
快樂、生氣的用語。在「深夜食堂」，當有人請角色小壽壽桑試吃香腸，她就開
心的回答「可以嗎？！那我不客氣啦」
。這個交流可以讓讀者複習或學習如何回
答別人請你吃飯的用語。重複看大量如此的溝通，會讓他學習許多可以在生活
實際使用的用語。不過，教室也要細心輔導，以免讓學習者培養不適當的習
慣，例如叫別人「傢伙」之類的習慣。
圖4-9：漫畫角色的表情實例

除了台詞之外，角色的表情及其他非語言因素（如象徵遲鈍、猶豫、驚訝
的符號）也可以提供學習者一些線索，補充故事敘述的意思。這些因素可以讓
學習者部分了解故事的發展，在讀文字的時候已經有一點理解。漫畫的理解跟
其他書本一樣需要投入與閱讀，而對中高級學習者來說，這些線索可以讓解碼
過程變得有所輕鬆，更能吸收大量的語言輸入。

三、認知（Cognition）特徵
（一）擬聲詞和感嘆詞
除了圖片幫助理解之外，漫畫有一個可以促進對漢字的認知的特徵：擬聲
詞和感嘆詞的頻率。根據許慎「說文解字」和其他數據，形聲字在「六書」中
占比至少超過七成，對華語非母語者來說是中文一定要掌握的一部分。而這方
面，漫畫常出現的擬聲詞和感嘆詞可以讓讀者更了解形聲字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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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0：漫畫感嘆詞

大部分擬聲詞和感嘆詞漢字的結構是以「口」部首表示「形」再搭配一個
表示「聲」的部件。這些字在漫畫的頻率高於在散文的頻率，而當讀者已經看
過同一個如此的漢字幾遍，就對未來的學習有所幫助。舉一個例子：研究者本
人以前看漫畫的時候常常讀到「咦」表示疑慮的感嘆詞，已經明白其讀法為
「ㄧˊ」。後來，某一天看到成語「匪夷所思」
，已經可以猜測漢字「夷」的讀
法，讓此成語的學習比較順利。這類的例子許許多多，讓學習者多認識聲詞和
感嘆詞，對漢字的理解以及未來的學習有不少幫助。
圖4-11：漫畫擬聲詞

79

料理漫畫華語教學

（二）合成詞
根據本章第一節，兩部漫畫中的合成詞占超綱詞的40%以上，是兩部漫畫
中的重大單詞類型。由於大部分華語教材著重華語八千詞表的詞會，超綱的合
成詞是許多中文二語學習者在上課時間不會碰到的，需要自己去學習。而這方
面，研究者認為廣泛閱讀是學習合成詞的邏輯的良好方式：由於文本閱讀的多
量，合成詞的閱讀也會很高，加上搭配圖片補充理解，漫畫的合成詞是讓學習
者理解合成詞的好路徑，可以將合成詞相關練習加入教學設計。
圖4-12：漫畫合成詞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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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內容（Content）特徵
有關內容的特徵跟其他4C 因素有所關聯，尤其是跟文化：漫畫的文化特徵
可以被視為「文化性的內容」，漫畫的內容也相當包含一點文化性質。以上章節
已經提到不少漫畫的內容，抱括料理、材料、廚具、烹飪法等詞彙。研究者篩
選漫畫的範圍為「料理」漫畫，裡面所出現的內容皆圍繞著廚藝。這個內容的
範圍不僅限於材料的名稱：漫畫角色也常常說明他們吃飯的感覺，如「太油
膩」
、
「這麼美味」、「吃飽了」，另外也會用一些點菜的用語，如「一杯」
、
「大
盤」
、
「五分熟」，學習這種詞彙可以讓學習者得到自己點菜的技巧。漫畫裡面，
廚師角色和敘述者也時時說明煮菜的過程，如「讓油滾在鍋裡」、「燒過頭了」、
「蛋白煎脆脆的部分」等等有關烹飪法的用語。
「料理」相關詞彙是總詞彙的一部分，如果分辨文本字詞是否跟「料理」
有關，就可以知道兩部漫畫大致上含有一樣比例的料理詞彙：
表4-11：漫畫料理詞彙的比例

「中華小廚師」相異詞

「深夜食堂」相異詞

有關料理
13%

有關料理
12%
其他
88%

其他
87%

除此之外，漫畫本身就包含值得提到的內容：漫畫的專有名詞和用語。首
先是在第四章第一節「漫畫篩選」已提到的漫畫類型和分類，如少年/青年取
向，以及奇幻、動作、推理等種類（如此名詞也可以套用於電影、電視劇、散
文等等）。其次為有關漫畫書本的量詞的名詞，如「一本漫畫」和「一部漫畫」
的差別、「系列」、「作者」、「連載」、
「單行本」等詞彙。最後，漫畫裡面的畫面
也包含許多專有名詞，如「對話框」和「格子」
。不只是故事的內容，漫畫書本
身就包含許多相關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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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料理漫畫教學設計
本節將文獻回顧之理論架構以及漫畫分析之結果應用於教案設計。根據相
關文獻回顧，Rosszell (2006) 的「廣泛閱讀+」計畫似乎能夠達到最佳的學習效
果，故研究者以這個教學模式做為參考。「廣泛閱讀+」教學是在課堂內讓學習
者看書，閱讀完畢後搭配聽、說、讀與寫的練習。
實際教案設計的第一個選項是閱讀時間的長短。這裡，有的老師會在一整
堂課讓學生進行廣泛閱讀，有的則是使用課堂的部分時間。由於一本漫畫分成
數個章節（又稱「話」）
，可以將華語課堂的部分時間撥給漫畫一話的閱讀，每
次讀新的一話。廣泛閱讀計畫時間暫時定為課堂的最後20分鐘，包含指南和靜
默閱讀。
另外，根據 Maniace (2014) 的研究，漫畫教學需要同時注意圖片和文字，
針對兩者進行說明，以確保學習者的閱讀理解。最後，由於中文漢字的不透
明，字辭典的使用在中文漫畫閱讀似乎是必須的，為了方便學習者閱讀的順
暢，另外提供生詞表。注意：廣泛閱讀教學的重點不在於這些生詞的理解，而
著重的是篇章理解，因此，閱讀練習未針對單詞安排練習。
根據以上因素，教案設計分成三個部分：（一）閱讀指南、
（二）閱讀練
習、
（三）心得分享。
由於兩部漫畫之間的不同難度，各適合不同程度的學習者。回顧第一節之
詞會統計，已發現「深夜食堂」超過一半的詞彙屬於 A1和 A2等級，
「中華小廚
師」的詞彙則多半屬於 B1和 B2。因此，可以將「深夜食堂」廣泛閱讀計畫的
學習對象限定於進高階級學生 (B1-B2)，也就是已經有一定的華語基礎，可以大
致上理解故事的發展。至於「中華小廚師」
，裡面的詞彙比較複雜，研究者認為
該漫畫的學習對象應該限於高級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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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夜食堂」輔助教學設計

「深夜食堂」的故事每一話間的關聯性比較低：每話的故事都有不同的題
材，登場人物和料理。因此，「深夜食堂」廣泛閱讀可以片段性的進行：針對每
一話做練習和分享，而不著重宏觀的故事發展。根據將以上文獻理論和研究結
果套用於教案設計，可以設計以下課程架構案例：
表4-12：「深夜食堂」課程架構案例
閱讀資料

「深夜食堂」第一本第一話

標題

「紅香腸」

班別

進階級

教學目標

廣泛閱讀：理解漫畫故事，針對故事進行說明
內容/文化：鑑定漫畫中的料理名稱，跟自己國家的料理比較
溝通：鑑定並描述角色的不同反應和相關台詞
認知：認識擬聲和感嘆詞，培養形聲字的理解
口語：心得分享，角色扮演活動
時間
 第一節課：
5-10分鐘
「漫畫閱讀指南」
10-15分鐘
閱讀
回家小功課
 第二節課：
10分鐘
功課修改
10分鐘
心得分享

教學安排

時間

2 x 20分鐘

「漫畫閱讀指南」和小功課請參閱本論文附錄。這個閱讀的安排是先讓學
生理解漫畫的閱讀方式，接著課堂的最後幾分鐘看書，如果有疑問可以看辭典
或詢問老師。下課後，學生把漫畫帶回家，而且要做負擔比較輕的功課，功課
是結合4C 和閱讀理解。下一次上課，先修改作業， 在以座談的方式討論故事的
內容，學生心得等等。另外，時間允許的話可以安排角色扮演小遊戲，讓學生
模仿漫畫角色的反應和想像語氣。
注意：如此廣泛閱讀課程安排是搭配一般教學，上完一般課程才看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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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華小廚師」輔助教學設計
「中華小廚師」的內容不僅比「深夜食堂」多，也比較複雜。因此，學習
對象需要一定的程度才能順暢的參加廣泛閱讀課程。如果將學生範圍限定於高
級學習者，則不需要對漫畫閱讀特別說明或指南，因為學習者已經掌握這些技
巧。
表4-13：「中華小廚師」課程架構案例
閱讀資料

「中華小廚師」第一本

標題

古中國料理

班別

高級班

教學目標

廣泛閱讀：敘事整本書的故事發展
內容/文化：鑑定料理名稱，以及其他古代中國的相關名詞、尊稱等文化
特徵
寫作：心得報告 (200字)
口語：心得分享
時間
 每節課：
15分鐘
課後每日讀一話
 讀完第一本：
心得報告功課
30分鐘
心得分享

教學安排

時間

15分鐘

「中華小廚師」的故事發展跟「深夜食堂」比較有關連性，每一話的內容
讓故事有所進展。因此，「中華小廚師」廣泛閱讀可以在比較長的時間進行。以
上教案實例的原則是每次看一本書的一部分，下課沒看完回家看，直到看完整
本書，此時寫心得報告，並針對漫畫的內容安排相關活動。心得報告的負擔可
以稍微重一點，讓學生練習敘述和記憶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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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透過以上不同角度的漫畫分析和教案設計，可以初步證明專題漫畫在內容
導向教學的可行性。本章的目標在於進一步討論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及幾點
注意事項。首先會將文本的難度分析工具應用於其他種類的文章，以比較漫畫
跟其他輸入來源有何種不同。

第一節 研究討論
由於漫畫的視覺特徵，大部分的學習者已經有母語漫畫閱讀的經驗。這麼
說，漫畫的閱讀可能被視為簡單，不過還有幾個點子應該向學習者事先說明，
以確保學習者在閱讀上沒有任何障礙。最顯出的例子是漫畫格子的閱讀順序：
有的漫畫由左往右看，有的是相反，應該事先說明。文字的閱讀順序也是如
此：在台灣，漫畫文字的閱讀順序跟一般文學一樣，由上往下，由右往左。這
些特徵應該事先聲明，避免學習者看不懂。
另外，如果篩選的漫畫擁有一定的題材（如料理），研究者建議教師針對這
些內容進行說明，針對4C 框架的四面準備一些練習，譬如讓學習者鑑定這些特
徵。閱讀之外，還可以搭配相關的活動，以給學生實際使用專題詞彙的機會：
語言的學習包含聽、說、讀、寫四個層面，而廣泛閱讀教學本質上比較著重
「讀寫」。為了培養全方位的語言能力，不要忘記口說的部份。
研究者認為漫畫廣泛閱讀可以成為日常課堂的一小部分，正如 Krashen
(2004b) 所言：將課堂至少10分鐘的時間撥給閱讀，並加以說明或分享活動。廣
泛閱讀教學的大意在於培育「自主學習者」，可以透過漫畫以及其他比較輕鬆的
讀物開始熟悉外語閱讀，不過「傳統」著重生詞練習和語法點教學仍然有效，
不得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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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結論
本文之原始教學目標分成三個：教授學科內容、鞏固語言能力以及激發學
習動機。經過漫畫分析的研究，可以證明料理漫畫廣泛閱讀教學能夠讓學習者
接觸新的專題內容，並同時學習各程度的語言內容。如果加上依4C 框架編寫的
練習，學習者便能獲得漫畫閱讀的最佳成果，從料理漫畫廣泛閱讀同時加強學
科知識和語言能力。有關學習動機，僅有理論上的效果，不過相關文獻發現
CLIL 和廣泛閱讀皆有效激發學習者的學習動機。

一、漫畫適合語言與內容整合學習
根據 Brinton & Snow (2017)的「混合 CBI 模式」
，內容導向教學分成幾種不
同的教學法，包含微觀的教學法到宏觀的教育政策，如 CLIL。不過根據 Cenoz
(2015) 的定義，這些教學法都圍繞著一定主題內容搭配語言的教學。儘管重點
在於「內容」或「語言」，皆呈現著幾個共同點。本文的焦點比較著重語言，
「料理」主題內容僅為教授華語的一個媒體，不過透過這個媒體，一方面可以
讓學習者學習大量有關餐廳、吃飯等等的詞彙，得到一些在實際生活直接有幫
助的詞彙，另一方面也讓教學更有趣，讓學習者更投入於教學。

二、廣泛閱讀漫畫教學可以達成良好的結果
在文獻回顧章節，已經提到許多證明廣泛閱讀教學的研究。如此教學法在
華語教學如今仍極少見，研究者認為這點實在很遺憾。正如 Krashen (2004a) 所
言：
「閱讀是唯一，唯一成為好讀者、發展寫作風格、獲得適當詞彙量、理解進
階文法及改善識字能力的方法」。當然，中國漢字不透明的性質讓非同語系的學
習者在閱讀上有一定的困難，研究者認為大量的閱讀是唯一克服這些挑戰的方
法。而漫畫正是踏上這個旅途的第一步：先使用搭配著圖片的文本培養基本的
閱讀技巧，吸收大量的語言輸入，之後慢慢地往比較複雜的文本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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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未來研究發展建議
一、教學實施
本文果真屬於理論性的分析，研究者真心希望有機會看到有關廣泛閱讀教
學的實際案例。已經屢次提到，研究者認為閱讀是現代華語教學所缺乏的一
環，而只有透過閱讀才能培養良好的外語能力。人們或否可以認為，進行閱讀
是學習者應該主動在自己的時間進行的，不過相關研究已證明：在課堂的時間
進行自由閱讀，也可以讓學習者培養外語能力。因此，希望未來有實例可以支
撐這個假設可以使用於華語教學。

二、漫畫限制
漫畫是接連初級學習和複雜文學的一座橋梁，漫畫和輕浮閱讀可以被視為
高等語言能力的一個前提，根據 Krashen (2004a) ，漫畫可以導致更嚴謹的閱
讀，不過這方面應避免留在漫畫的階段，否則無法精通學術語言。而且，準備
廣泛閱讀教學的時候，應該鑑定漫畫的哪一些特徵需要事先說明，也應該鼓勵
學生反映他們對漫畫閱讀是否有一些困擾，針對這些問題進行說明。
此外，研究者回顧文獻的時候發現許多學者對漫畫版權問題有疑慮。其
實，以教學目的使用和複製漫畫屬於合理使用，只要使用的範圍不走出教室，
即可將漫畫使用於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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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3：漫畫閱讀指南
今天上課完就看漫畫！漫畫的標題是「深夜食堂」，而今天我們要看深夜食堂的第一
話。有幾個有關漫畫的點子需要先說明：


首先，有兩個量詞可以跟漫畫用：一部漫話是一樣標題漫畫的每個漫畫，一本
漫畫是一個漫畫書。



台灣的中文書的字要由上往下，再由右往左看：



不同國家漫畫的閱讀順序(shùn xù，「order, sequence」)不一樣，因為深夜食堂是
日本漫畫，書頁和格子也要由右往左看。



漫畫有很多你可能不認識的詞，請使用你的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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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4：漫畫功課
1：請找到漫畫裡面三個菜的名字。在你的國家，可以買這些菜嗎？

2：請聯繫生詞跟表情：

3：請找到漫畫裡面這兩個東西的聲音，並把漢字寫下來。你認識每個字的
右邊嗎？

標準答案： 喀啦

標準答案： 嗶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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