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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華語教材雖然已有一定的規模，並持續成長，但國別化的單一語言技能教

材並不多見。日籍學習者普遍來說口語表達能力較弱，日本當地現有的針對提升口

語能力設計的教材數量不多，且內容仍不夠完善。中日同字詞是日籍學習者開始學

習華語即無法避免接觸的，有些詞帶給其學習上的便利，有些詞則造成其使用上的

偏誤及困擾。中日同字詞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多為習得方面的偏誤研究，雖亦有

研究者提出教學建議或是教材編寫建議，然而目前尚未有專門針對中日同字詞習

得設計的教材。 

為了幫助日籍學習者學習華語時發揮其懂漢字的優勢以減少運用的偏誤，同

時提升口語能力，本文探討中日同字詞的類型、數量與常見的偏誤，再分析現有之

華語口語教材，進而提出針對中日同字詞習得設計教材之理念，並研發同字詞教材

之雛型，最後提出教學建議，期望能讓日籍學習者發揮所長，減少偏誤，持續而深

入地學習。 

本文設計以中日同字詞習得為主之中級華語口語教材，預計可編入 1160 個同

字詞，約佔總數的三分之一。依照同字詞的三大類型將教材分成三個部分，讓學習

者專注於單一類型，避免太過龐雜的分類造成混淆及誤用；並結合華語口語教材之

設計巧思，幫助學習者理解詞義，練習於有意義的語境下運用。期望學習者透過本

教材，提升同字詞對華語學習的正面效益，降低負面影響，增進口語表達能力。 

關鍵詞：同形詞、同字詞、華語教學、華語教材、中級口語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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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the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 has reached a certain scale in quantity and has a 

continual growing, however, the teaching material for a specific language skill for a 

specific country is still rare. Japanese-spoken learners generally have a weakness in oral 

expression capability in Chinese and in Japan the local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 aiming 

at the enhancing of oral expression capability is neither much in quantity nor 

comprehensive in content.  In Chinese learning the Chinese-Japanese homographs are 

inevitable for the Japanese-spoken learners, some of them bring certain convenience in 

learning while others cause errors and confusions in the usage.  There are certain 

research outcomes of the Chinese-Japanese homographs and most of them are the study 

of the errors in the learned, and some researchers proposed recommendations in the class 

teaching or teaching material editing, however, there is no teaching material focusing on 

the design of the Chinese-Japanese homographs. 

In order to help the Japanese spoken learners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advantage of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s to reduce the errors in the usage and to enhance the 

oral expression capability, the article aims to exploit the category, quantity, and the 

frequent errors of the Chines-Japanese homographs, to analyze the spoken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 and to come up with a model design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 focusing 

on the learning of the Chinese Japanese homographs.  The findings help to develop the 

prototype of the Chines Japanese homographs teaching material, and to propose the 

teaching recommendations, expecting to help the Japanese spoken learners to make full 

use of their strong points and reduce the mistakes and to have continual in-depth learning. 

The article designs the intermediate spoken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 based on the 

Chinese-Japanese homographs, editing of 1160 homographs, about one third of the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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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ographs.  The teaching material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based on the three 

categories of the homographs so as to lead the students to focus on one category at one 

time in order to avoid the confusions or mistakes may arise due to the sophisticated 

classification.  It is also incorporating the skillful design of the spoken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 to help the learners understand the actual meaning of the phrase and practice in 

the meaningful spoken environment, with the hope to enhance the positive learning 

effects by the learning of the Chinese-Japanese homographs and to reduce the negative 

impact, targeting at the promoting of the oral expressing capability. 

 

Key words: Homograph,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 Intermediate-Level Spoken Course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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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十多年來學習華語的熱潮延燒，學習者的人數穩定成長，然而對學習者而言

最重要的教材，與發展較早已近乎成熟的英語教學的教材相比，無論是種類或是質

量都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以教材的種類來說，國別化的教材是華語教材編寫的一

個新趨勢1。如何針對不同國籍學習者的需求、當地的教育制度、文化以及國情，

量身訂做適合他們的教材，是學習者目前迫切需要的。 

對於華語學習，母語為日語的學習者2具有懂得漢字的優勢，已有相當多的研

究針對此主題探討，然而到目前為止，這樣的優勢並未有效應用在教材或是教學上，

而是靠學習者自己的漢字能力來理解詞彙並且記憶，相當可惜。除了漢字以外，中

日交流有悠久的歷史，在複雜的交流過程中產生了大量同形詞3，這些同形詞包括

了同形同義詞、同形近義詞以及同形異義詞。歷來對於中日存在大量同形詞現象的

研究，大多聚焦在詞類及詞義等中日語言本體的對比及學習者的偏誤分析，只有少

部分的研究提出教材編寫的建議，目前也還沒有應用中日同形詞所編製的教材問

世。 

筆者在學習日語時，曾經從中日同形詞中得到許多學習上的便利，除了能增加

學習效率，同時也加深了對日語學習的興趣。日後從事華語教學工作時，更發現在

教學過程中，只需使用一兩個同形詞提點，即使是在初級階段，日籍學習者還是能

很快地理解詞彙或是語法點的意義，當然偶爾也必須提醒他們注意同形異義詞或

是同形近義詞，但是與其他母語的華語學習者相比，實不能忽視這個特殊的語言現

                                                       
1 參見鄭通濤、方環海、張涵：〈國別化：對外漢語教材編寫的趨勢〉，《海外華文教育》第 1 期

(2010 年 2 月)，頁 1-18。 
2 為行文方便，本文以下將以「日籍學習者」稱之。 
3 本章敘述暫以一般慣用之「同形詞」稱之；本文自第二章開始使用「同字詞」之名稱，詳見本

章第四節名詞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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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帶給日籍學習者的影響。 

如果將同形詞擴充為一本以中日同形詞教學為主的教材，集中認識中日同形

詞的各種類型，可以迅速完成詞彙在「字形」方面的學習，至於詞彙的「意義」則

以實際的例句說解，並加以辨析，就能將學習主力專注在對他們來說普遍比較困難

的語法、語音等方面。如果能迅速掌握形和義，至少在閱讀理解上就能達到事半功

倍之效，也能提高學習者的興趣，持續而深入地學習。 

本文以協助母語為日語的學習者之華語學習為目的，擬從能發揮其優勢的同

形詞出發，同時也針對其普遍表現較弱的口語交際能力加強訓練，並結合日籍學習

者的偏誤研究，設計特別適合日籍學習者使用之中級口語教材，期能提升日籍學習

者學習華語的動機及成效。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文欲結合中日同形詞的研究成果及國別化教材編寫的理念及原則，設計適

合母語為日語的學習者的教材，使學習者充分發揮懂漢字的優勢，以漢字為出發點，

並從中日同形詞著手，迅速掌握大量詞彙，便可將更多心力專注於學習比較困難的

發音與口語交際能力等方面。 

基於上述的研究目的，待解答的問題條列如下： 

一、以中日同形詞教學為主編寫的華語口語教材，應該選用哪些中日同形詞？選

詞的標準為何？ 

二、中日同形詞當中的同義詞、異義詞以及近義詞，教材應該怎麼呈現以協助日籍

學習者？ 

三、教材的單元內容、編排形式為何？如何設計最能發揮日籍學習者懂漢字的優

勢？ 

四、教材設計如何避免因為懂漢字而產生的詞義混淆？ 

這些問題，將透過本文第二章的文獻探討及第三章的華語口語教材分析，尋求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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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這些分析結果，嘗試編寫以中日同形詞教學為主的中級華語口語教材。本文將

設計針對母語為日語、懂得日語漢字詞的華語中級程度以上的學習者使用的教材，

以紙本設計呈現。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文採取文獻分析法和比較法兩種研究方法，回顧歷來的中日同形詞研究成

果及國別化教材編寫的理論著述，並檢視現有各地出版的華語口語教材，透過對比、

分析及彙整，分析其利弊優劣，俾使有助於引用適用的編寫原則及設計，編寫針對

中日同形詞之運用的華語口語教材。 

本文首先利用文獻分析方法，蒐集中日同形詞研究之相關文獻、研究報告等資

料，繼而分析並歸納出中日同形詞的類型及主要常見偏誤。所參考與分析之文獻資

料包含語言學、華語教學等文獻報告、研究成果、期刊資料，作為歸納及設計教材

的基礎；另分析中國大陸及日本所選用中級華語口語教材之特色，作為本文之設計

參考。 

比較研究法分析兩種以上的主題，找出其間的異同與優劣， 將之歸納成趨勢、

原則，以作為解決、改進問題之參考。本文比較並分析前人提出之中日同形詞教材

編寫及教學建議，歸結適合並可行的原則進行教材設計。 

本文擬藉由以上的研究方法，以設計中日同形詞教學為主的中級華語教材，提

供日籍學習者分辨不同類型的中日同形詞。 

 

第四節 名詞釋義 

一、同形詞 

同形詞是指寫法相同，但意義不同的詞語。例如英文的 bear 當作為名詞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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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為「熊」，但當作為動詞時則為「忍受」或「背著」的意思。有時不同的語言也

會有同形詞，同樣使用漢字的漢語及日語即存在大量同形詞。一般漢語及日語語言

學研究皆以「同形詞」或「漢日同形詞」稱之，例如黃力游、林翠芳編著的《日漢

同形異義詞詞典》4及趙福全的〈日漢同形詞的錯情剖析〉5等。 

二、同字詞 

本研究使用之「同字詞」即一般漢日語言研究中的「同形詞」，此名稱來自於

萬玲華的《中日同字詞比較研究》6，該文將同形詞改稱為「同字詞」，對「同字詞」

的定義為： 

  所謂中日同字詞是書面上用相同的漢字標記的漢語詞和日語漢字詞。 

這個定義較同形詞為寬泛，不重視中日詞互借過程中，一些詞的形式上的變化，也

不重視字形的繁簡變化，以「中日同字詞」作為名稱，實優於一般常用之「中日同

形詞」。本文將於第二章第一節詳細說明。 

 同形詞與同字詞兩個名稱之不同在於，同形詞是指寫法相同，但意義不同的詞

語；而同字詞對於同一個「字」，即使筆畫有些許不同，仍將其視為同一個漢字，

例如中文的「爭」和日語的「争」。 

因此，本文自第二章起，除非直接引用前人文獻之文字敘述，為行文方便，一

律以「同字詞」稱之。 

三、中級華語教材 

 本文所指之中級程度參照兩個標準，分別為 HSK 三級、四級的詞彙，以及

華語文能力測驗的(TOCFL)進階級及高階級的詞彙。 

                                                       
4 參見黃力游、林翠芳：《日漢同形異義詞詞典》(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4 年 11

月)。 
5 參見趙福全：〈日漢同形詞的錯情剖析〉，《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第 4 期 (1980 年 10 月)。 
6 參見萬玲華：《中日同字詞比較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專業博士論文，2004 年)，

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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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漢語與日語分屬漢藏及日本兩個不同的語言體系，在語音、語調、語法等方面

有很大的差異，但是兩者也有一個非常顯著的共同點，那就是日語中有大量的漢字

和漢字詞彙，而且其中有相當大部分的漢字詞彙和漢語的詞彙是相同的。中日漢字

的交流擁有漫長悠久的歷史，日本在中古時代吸收了大量中國文化，漸漸地將中國

的漢字巧妙地融合進日本的文字系統，不僅有從中國借來的大量的漢字，還創造了

大量獨一無二的日語漢字詞。到了近代，中國也開始從日本借入大量的日語漢字詞，

而這些日語漢字詞在日積月累中漸漸融合進中國的文字系統，成為我們現在的常

用詞。漢語與日語因為歷史的淵源而產生了數量相當可觀的同字詞，這些同字詞，

或能有助於日籍學習者迅速學習漢語，或亦可能成為學習漢語的障礙。如何利用這

些同字詞成為其學習的優勢，為本文所要研究的主題。 

 

第一節 中日同字詞的界定與分類 

 在討論如何界定同字詞之前，需要先了解日語的語言體系及詞彙系統是如何

與漢語對應而形成同字詞的，為中日同字詞的界定奠定基礎。 

日語的文字由漢字和兩套假名符號組成，混合使用。假名有兩種字體：平假和

片假名，各有 73 個。前者假借漢字的草書創造而來，用於日常書寫和印刷；後者

則假借漢字楷書的偏旁造成，用於標記西歐語系的外來詞、擬聲詞以及特殊的詞語。 

顧海根在《日本語概論》中分析日語詞彙的構成方式，將其分為四種：一種是

來自漢語的詞，就是日語所說的「漢語」，這類詞用漢字書寫；而另一種是日語中

固有的、自己創制的詞，就是「和語」，這類詞一般用漢字或假名書寫；還有一種

是來自歐美語系的音譯詞，就是所謂的「外來語」，這些詞一般用片假名表示；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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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還有少量的混種語，混合了上述所說的三種構成方式，為第四種構成方式7。因

此，日本人學習全為漢字書寫的華語時，他們馬上聯想到的以漢字書寫的日語詞彙，

有可能是漢語，也有可能是和語，也可能是混種語，詞性及詞義可能是相異或是近

似，會造成不同類型的使用偏誤，這是在教學上需要了解及注意的，同時也是本文

關注和想要解決的問題。 

一、中日同字詞的界定 

關於中日同字詞的研究，中國及日本大概都從 1970 年代開始，研究的主題大

致在四個方面：類型數量的研究、意義的研究、漢日語言對比的研究、偏誤分析的

研究。比較晚近的研究則多屬習得方面，包括日語習得及華語習得的研究。除了針

對特定主題進行的研究以外，中日學者合作編纂的中日同字詞辭典，無論對於研究

者、學習者或是教師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基礎工具，像是《おぼえておきたい日

中同形異義語 300》8、《日中同形異義語辭典》9、《日中同形異義語 1500》10等，

上述的中日同字詞研究及辭典的編著，對中日同字詞的定義各有不同，本文擬從教

材設計出發，回顧中日同字詞研究的內容及成果，找出最適合日籍學習者的中日同

字詞的定義。 

非漢字圈的華語學習者學習華語詞彙，可從形或音或義任一方面切入，因為對

他們來說，每一個方面都是陌生的；然而對日籍學習者來說，字形是他們最熟悉的，

華語詞彙的字形讓他們在第一時間與母語的漢字詞連結，大多數中日同字詞的研

究對中日同字詞的定義也以字形作為判定的基準。中日同字詞在字形方面的研究，

比較早也比較嚴謹的是日本文化廳11的作法，該研究收集三種日語初、中級教材共

                                                       
7  參見顧海根：《日本語概論》(臺北：三省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 年 9 月)，頁 60-62。 
8  上野恵司、魯曉琨：《おぼえておきたい日中同形異義語 300》（東京：光生館，1995 年）。 
9  王永全、小玉新次郎、許昌福：《日中同形異義語辭典》(東京：東方書店，2007 年 12 月)。 
10 郭明輝、磯部祐子、谷內美江子：《日中同形異義語 1500》(東京：國際語學社，2011 年 3

月)。 
11 參見日本文化廳編：《日本語教育研究資料：中国語と対応する漢語》(東京：大蔵省印刷局，

197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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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冊，將教材中的漢語詞彙與日中辭典、中日辭典對照，排除簡體字，以繁體字為

標準，若詞彙本身同時出現在兩本辭典中，且兩者字形仍然一致，就認定為「同形」，

例如：「對象」一詞出現在兩本辭典中，其註解如下： 

(一) 日中辭典：日本語における「対象」という漢語の意味に当たる中国語や

対訳は、同じ「對象」という漢字語である。 

(二) 中日辭典：中国語の「對象」という漢字語には、日本語で同じ「対象」

と訳される意味のほかに、「相手」などと訳される意味がある。 

兩本辭典中的「對象」一詞，字形相同，雖然意義有些許差異，仍將該詞認定

為「同形」。 

這是一項窮盡式的對照研究，先以字形為篩選基準，再依照意思分類。對兩個

語言的本體研究有重大的意義，然而這是從學習日語的角度出發，詞彙只從初級及

中級的學習日語的教材中選取，範圍較不夠全面。 

另一項研究也是建立在日語教育的基礎上，趙福堂在〈關於中日同形詞的比較

研究〉12一文中將日語的漢字詞按照字形分類，分成「同形詞」與「不完全同形詞」

兩類，其對同形詞的判斷依據的說明及範例如下： 

(一) 日語中與漢語字形相同的漢字詞，即日、漢語中都成詞的漢字詞。只看字

形，不論發音、來源、目前是否仍為日本使用中的漢字、是否為借用等因

素。如：文化、宇宙、娘、結構、手紙、深刻等。 

(二) 只看詞幹不看詞尾。例如將日語「新しい」視為漢語的「新」；其他如：

走（走る）、堂堂（堂々たる）等。 

(三) 將漢語和日語中的現代簡體字還原成漢語繁體字比較，即使以現在的字

形觀之仍有差別，但字形還原後相同者仍可視為同形詞，趙福堂舉下表四

個詞為例： 

                                                       
12  參見趙福堂：〈關於中日同形詞的比較研究〉，《日語學習與研究》第 4 期(1983 年 10 月)，頁

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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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日本漢字、繁體字與簡體字示例對照表 (趙福堂，1983) 

日本 (漢字) 臺灣 (繁體字) 中國 (簡體字) 

傷 傷 伤 

気 氣 气 

認識 認識 认识 

選択 選擇 选择 

          (資料來源：趙福堂：〈關於中日同形詞的比較研究〉，頁 95) 

表中的這四個詞在字形上只有細微的差別，因此仍視為同形詞。 

上述日本文化廳和趙福堂的研究都不因漢語的繁體字、簡體字以及日語的簡

化漢字詞之間的細微差別而將之排除在同字詞之外，無論是學習華語或是學習日

語，這樣的界定是相當合理的，本文亦將此列為界定中日同字詞的標準。 

曲維在〈中日同形詞的比較研究〉13一文中根據字形，建議將中日同形詞劃分

為三種類：一、完全相同，例如：自然、学生；二、基本相同，例如：日語的「圧」、

「徳」和漢語的「压」、「德」；三、不大相同，例如：日語的「芸術」、「漢語」和

漢語的「艺术」、「汉语」），不過他比較的基準是簡體字及日本的漢字，以繁體字的

角度來看，分類會有所不同。他的研究中較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除了字形以外，

還可以根據「語種的特點」，也就是同形詞「構成的來源」來分類，可分為四類，

以下為曲維所提出的四種分類及例子： 

(一) 漢字音讀語：日常（にちじょう）、先生（せんせい） 

(二) 和語：取消（取り消し）、取締（取り締まる） 

(三) 外來語：煙草（タバコ）、珈琲（コーヒー） 

(四) 混合語：即平假名加上漢字：赤字（あが字）、晩飯（ばん飯） 

在分類上來看，第二項「和語」是在忽略假名和詞尾的前提下成立的，這一點

                                                       
13  參見曲維：〈中日同形詞的比較研究〉，《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第 6 期(1995 年 6 月)，頁 3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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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趙福堂的分類相同；至於從本文設計教材的角度來看，第三項「外來語」和第四

項「混合語」這兩個類別則將中日同字詞的範圍擴大，在沒有明顯意義相異的情形

之下，日籍學習者還是可以輕易地辨識並吸收，因此本文亦將這個方式列為界定中

日同字詞的其中一項基準。 

李冰從字形上指出中日同形詞的差異，比上述的研究更為細膩，分為「全借型」、

「繁簡對應型」，並且將「同素異順型」列入同形詞中。因為細微的差異，他一共

將同形詞細分為七種14如下： 

(一) 「全借型」：語素和語序完全相同，且詞彙內部結構不變，當中有漢語

傳入日語的，例如：牡丹、即位、自然、成人等；有日語傳入漢語的，

例如：美學、理念、商品、教授等。 

(二) 「繁簡對應型」，又分為以下三種： 

1. 漢語簡化而日語未簡化：关系（関係）、夸张（誇張）等。 

2. 日語簡化而漢語未簡化：说明（説明）、饭店（飯店）、电车（電

車）、学习（學習）等。 

3. 漢語及日語都簡化，但簡化方式不同：画家（画家）、选择（選択）

等。 

(三) 「同素異順型」：漢、日語語素相同，但順序不同。 

1. 漢語順置，日語倒置：聲音（音声）、黑暗（暗黒）等。 

2. 漢語順置倒置皆可、日語僅倒置：語言、言語（言語）；相互、互相

（相互）等。 

3. 漢語必須順置，日語順置倒置皆可：熱情（熱情、情熱）；階段（階

段、段階）等。 

雖然李冰提出更為細膩的分類方式，但經過仔細分析以後可以發現是由於中

                                                       
14 參見李冰：〈中日同形詞比較研究—以《漢語水平詞彙與漢字等級大綱》甲級詞為中心〉，《雲

南師範大學學報（對外漢語教學與研究版）》第 6 卷第 4 期(2008 年 7 月)，頁 4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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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使用簡化字的關係，以臺灣使用的繁體字來對照，中日詞語形式上的差異反而較

小，因此參考性不大。不過，其中「同素異順型」（亦稱為「同素逆序」詞）的構

成是語素顛倒，這樣的差異對學習者來說，困難度因人而異，有時必須提醒學習者

注意，所以還是列入本文所界定的中日同字詞當中。 

 上述的討論專注在兩個語言的對比研究，為後來教學應用研究奠定基礎。近十

年也有許多研究從教學的觀點出發，分為對日漢語教學及對中日語教學兩個方向。

研究者們選取中日同字詞的來源，除了全方面的整體比較兩個語言之外，也從華語

及日語教材著手，或從漢語水平考試及華語文能力測驗的詞彙大綱出發，並且提出

教學及教材編寫的建議。 

萬玲華在《中日同字詞比較研究》15中將中日同形詞改稱為「中日同字詞」，他

對「中日同字詞」的定義為： 

  所謂中日同字詞是書面上用相同的漢字標記的漢語詞和日語漢字詞。 

這個定義相對來說較為寬泛，與「中日同形詞」相比，較不重視中日詞互借過程

中，一些詞的形式上的變化，也不重視字形的繁簡變化，以「中日同字詞」作為

名稱，讓學習者在學習中日同字詞時將注意力放在詞彙的發音、意義及用法上，

值得參考，並優於「中日同形詞」。 

因此，關於中日同形詞，本文以 2004 年萬玲華在《中日同字詞比較研究》中

所提出的「中日同字詞」為名，並結合上述的其他研究，界定「中日同字詞」的標

準為以下三點： 

(一) 用相同漢字標記的漢語詞和日語漢字詞。 

(二) 日語的詞幹與漢語詞相同而詞尾為假名的日語漢字詞。 

(三) 意義相同的同素異順詞。 

以下的討論將依照此定義，從貼近學習者需求的範圍中選取中日同字詞，分類

                                                       
15 參見萬玲華：《中日同字詞比較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專業博士論文，2004

年)，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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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設計以中日同字詞教學為主的中級華語口語教材。 

二、中日同字詞的類型與數量 

中日同字詞在意義上各家的分類不同，本文首先觀察最基礎及最為廣泛使用

的分類。 

日本文化廳在對照詞典、考量字形後，按照詞彙的中日詞義解釋，作了四項分

類：同形同義詞（Same）、同形類義詞（Overlap）、同形異義詞（Different）以及日

本自有的漢字語詞（Nothing），並以「S、O、D、N」簡稱之。一般而言，除了 N

類詞以外，S、O、D 三類都被視為同形詞的研究範圍，也就是以「字形」和「詞

義」做出區別。四類定義分別說明如下16： 

(一) 同形同義詞（S 類）：詞彙在日、中兩國語言中，意義相同或者意思極為

接近者，如：壓力、安心、經驗、主要等。

(二) 同形類義詞（O 類）：詞彙在日語、漢語中，一部分意義相同，但兩詞彙

之間又有各自不同意思者，如：專門、多少、意見、東西等。「東西」在

漢語和日語中都有東和西、東方和西方、東部和西部的意思；但是漢語的

物品的意思，日語沒有；而日語的方向、事理、道理的意思，漢語沒有。

(三) 同形異義詞（D 類）：詞彙在日漢兩語中，意思完全不同者，如：講義、

檢討、事情等。

(四) 日本漢字語詞（N 類）：指以漢字或漢字和假名組合而成的日語漢字詞，

如：暗記、案內、意味、運命、仕組み、打ち明ける、追い越す等。

以後大多數的研究都大致採用了日本文化廳的前三種分類，因為第四類比較

少見，漢語也沒有相對應的詞，所以不列入討論。至於第二類的「同形類義詞」，

在其他漢語文獻中常以「同形近義詞」進行討論。而中日同形近義詞的具體差別為

何，許多研究從不同的角度考察分析，例如詞義、語體、感情色彩或詞性等，有相

16  日本文化廳編：《日本語教育研究資料：中国語と対応する漢語》，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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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豐碩的成果。曹櫻以教導日籍學習者的教師立場，整理出便於他們學習同字詞的

七種分類，其分類和例詞如下： 

(一) 語義範圍不同者：保險、健康、合計、簡單、關心、特別、緊張。 

(二) 具有同義和異義者：東西、依賴、新鮮、是非。 

(三) 詞性不同者：大事、一體、結局、專門。 

(四) 修飾和影響對象不同者：柔軟、援助、護送、圓滿、穩當。 

(五) 貶義、褒義不同者：審判、深刻、裁判、取締、重大、單純。 

(六) 適用文體（口語、書面語等）不同者：當面、直接、抱負。 

(七) 漢、日詞彙意思完全不同者：把握、講義、交代、拘束。17 

從教學角度出發的同形詞分類，不僅顧慮到語義，也顧及了學習者使用的情況。

不過，整體來說，第一類到第六類還是歸類在大範圍的「同字近義詞」之下，第七

類則是一般的「同字異義詞」。作者指出了教學時的重點，在教授這類詞語時，教

師應把重點放在中文的用法，並多舉實例來說明。不管以語言本身來說，形與義的

關係如何錯綜複雜，教材應該提供的，以及教師在教學現場應該做的，就是強調同

與不同之處，舉出例子讓學習者一目瞭然。 

張佩珊針對日籍學習者學習同字詞做了非常完整的分析研究。她在《基于新

HSK 詞匯的漢日同形詞對比分析及對日漢語教學對策》18文中採取定量分析法和

定性分析法兩種研究方法對漢日同形詞進行歸納和分析。首先利用定量分析法，根

據漢語字形，找出新 HSK19一級至六級詞彙大綱中所有的漢日同字詞，以二字詞和

三字詞為重點研究物件。再根據各組同字詞的詞義關聯程度，查找翻閱相關工具書，

                                                       
17 參見曹櫻：〈同形詞について〉，《大阪工業大学紀要—人文社会篇》第 48 卷第 1 期(2003 年 10

月)，頁 11-36。 
18 參見張佩珊：《基于新 HSK 詞匯的漢日同形詞對比分析及對日漢語教學對策》(長春：吉林大學

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碩士論文，2014 年)，頁 9-12。 
19 新 HSK 是一項國際漢語能力標準化考試，重點考查漢語非第一語言的考生在生活、學習和工

作中運用漢語進行交際的能力，分為筆試及口試兩個部分。筆試包括 HSK 一級、HSK 二級、

HSK 三級、HSK 四級、HSK 五級和 HSK 六級。詳細可參照

http://www.chinesetest.cn/userfiles/file/dagang/HSK6.pdf。 

 

http://www.chinesetest.cn/userfiles/file/dagang/HSK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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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定性分析法，確定每一個詞的詞義，按照詞義將同字詞分成三類：同形同義詞、

同形異義詞和同形近義詞。其中，對於同字近義詞的整理，考慮到此類詞的數量比

較多，又將其進一步細分為四個小類，分別是： 

(一) 漢語義項多，日語義項少，漢語的義項包含了日語的義項 

(二) 日語義項多，漢語義項少，日語的義項包含了漢語的義項。 

(三) 漢語和日語的義項部分相同，又各自有不同的義項。 

(四) 漢語和日語各有一個義項，詞義相近，但又略有不同。 

張佩珊所做的分類如下表： 

表 2-2 同形詞分類表 (張佩珊，2014) 

同形詞 

同形同義

詞 

同形異義

詞 

同形近義詞 

類型(一) 類型(二) 類型(三) 類型(四) 

(資料來源：張佩珊：《基于新 HSK 詞匯的漢日同形詞對比分析及對日漢語教學對策》，頁 34) 

這個研究涵蓋的範圍相當全面，而且採用的是 2010 年最新修訂完成的 HSK 詞

彙大綱，對學習者來說，相當實用。本文將引用其研究成果，設計中日同字詞的教

材。以下是該研究所分析出來的數據，作為參考。 

首先，HSK 每個級別的中日同形詞 (二字詞) 在該級別詞彙總數中所佔的比

例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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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中日同形詞(二字詞) HSK 等級數量表 (張佩珊，2014) 

HSK 詞語等級 二字詞詞語總數 同形詞數 同形詞佔二字詞比例 

一級 151 38 25.17 % 

二級 299 77 25.75 % 

三級 598 200 33.44 % 

四級 1189 500 42.05 % 

五級 2482 1198 48.27 % 

六級 4981 2531 50.81 % 

(資料來源：張佩珊：《基于新 HSK 詞匯的漢日同形詞對比分析及對日漢語教學對策》，頁 10-11) 

從上表可以看出，級別越高，也就是難度越大，中日同字詞的數量越多，以教

材設計的觀點來看，除了詞彙以外，語法的部分可以從初級至中級的銜接處入手，

學習者即使是自學，也能快速掌握中日同字詞。 

下表為張佩珊所做的統計結果，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詞語類型的分佈。 

表 2-4 中日同形詞類型及數量表 (張佩珊，2014) 

詞語類型 二字詞詞語數 三字詞詞語數 二字詞與三字詞總數 

同形同義詞 1065 30 1095 

同形異義詞 262 1 263 

同形近義詞 1204 4 1208 

總計 2531 35 2566 

(資料來源：張佩珊：《基于新 HSK 詞匯的漢日同形詞對比分析及對日漢語教學對策》，頁 11-12) 

從上表可以得知，比較難學的同字近義詞所佔的比例最高，和最容易學習的同

字同義詞不相上下，設計教材時，三種類型應該有層次地排列順序，並清楚地註記

類型，幫助學習者學習。 

 張佩珊分類並整理出 2566 個同字詞。本文以其詞彙表作為設計教材的基礎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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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該詞彙表樣張見附錄一。 

 

第二節 中日同字詞之常見偏誤分析 

 中日同字詞在詞義上或許相同，或許相近，這一方面給日籍學習者學習華語帶

來很大的方便，有助於他們更易理解、記憶和運用漢語詞彙，提高學習效率。但是

另一方面，中日同字詞在各自的語言體系裡經歷了不同的發展與變化，除了一部分

完全同字同義以外，大部分在詞義、詞性、語用等方面發展出不同程度的差異，造

成學習上的困擾，產生偏誤。 

劉珣在《對外漢語教育學引論》20中指出「偏誤」和偶然產生的「失誤」不同，

偏誤乃指由於學習者對目的語掌握不佳而產生的一種規律性錯誤，它偏離了目的

語的軌道，反映了說話者的語言能力和水準。這類偏誤一般學習者自己難以察覺，

也不易改正，同一個錯誤會多次重複出現。找出並且說明這些規律，是偏誤分析

(Error Analysis)理論的主要內容。他引用最早提出偏誤分析的科德(Stephen Pit 

Corder)，說明偏誤分析的作用，透過偏誤分析，教師、學習者和研究者都可以更加

透徹地了解學習者和目的語的關係，進而避免偏誤，提升學習效果。 

對於偏誤，可以從不同的角度進行分類，有的按照語言形式，像是語音、詞彙、

語法等；有的按照偏誤的嚴重程度分類：整體性偏誤影響到對整個句子的理解，局

部性偏誤則不影響對整個句子的理解；也有的學者將偏誤區分為理解偏誤與表達

偏誤。除了對語言規則的理解不足之外，也可能因為言談和交際策略造成偏誤。21 

在近幾年關於學習者使用中日同字詞的偏誤分析研究成果中，大部分都是就

研究者所觀察到的現象分析討論，並且分類，雖然存在上述的侷限性，無法得知真

正的來源及形成過程，然而找出能夠加以補強進而避免的部分，作為設計教材時的

                                                       
20 參見劉珣：《對外漢語教育學引論》(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0 年 7 月)，頁 191。 
21 參見劉珣：《對外漢語教育學引論》，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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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依據，提供教師教學時的建議，對於加強學習者的學習成效來說，還是有其必

要性。 

劉珣分析五種常見的偏誤來源及說明如下22： 

(一) 母語負遷移：學習者在不熟悉目的語規則的情況下，只能依賴母語知識，

因而同一母語背景的學習者往往出現同性質的偏誤。 

(二) 目的語知識負遷移：學習者把他所學的有限的、不充分的目的語知識，用

類推的辦法不適當地套用在目的語的語言現象上，造成偏誤，也稱為過度

概括或過度泛化。 

(三) 學習策略和交際策略的影響：指學習者在學習目的語的過程中遇到困難

時以積極的方式去應對解決，與此同時，造成偏誤的學習策略主要有遷移、

過度泛化和簡化，造成偏誤的交際策略則是迴避和語言轉換。 

(四) 學習環境的影響：指由一些外部因素造成的偏誤，例如教師不夠嚴密地解

釋與引導，教材編排不當等。 

(五) 語言訓練的轉移：有些「中介語」的成分是來自教師的訓練方式及教學中

反覆進行機械式訓練的結果。 

日後張捷楠《日語漢字詞對日本學生學習漢語正負遷移及其策略研究》23、吳

驍婷《日本學生漢語詞語偏誤分析及教學對策》24、黃曉君《日語母語者學習漢日

同形詞偏誤分析與教學對策》25、馮英《日本留學生漢日同形詞學習負遷移情況調

查研究》26以及廉紅紅《日語漢字詞對日本留學生漢語學習的負遷移研究》27這些

                                                       
22 參見劉珣：《對外漢語教育學引論》，頁 194-199。 
23 參見張捷楠：《日語漢字詞對日本學生學習漢語正負遷移及其策略研究》(長春：吉林大學漢語

國際教育專業碩士論文，2012 年)，頁 16-18。 
24 參見吳驍婷：《日本學生漢語詞語偏誤分析及教學對策》(上海：復旦大學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碩

士論文，2010 年)，頁 16-24。 
25 參見黃曉君：《日語母語者學習漢日同形詞偏誤分析與教學對策》(長春：吉林大學漢語國際教

育專業碩士論文，2011 年)，頁 15-28。 
26 參見馮英：《日本留學生漢日同形詞學習負遷移情況調查研究》(廣州：暨南大學漢語國際教育

專業碩士論文，2012 年)，頁 17。 
27 參見廉紅紅：《日語漢字詞對日本留學生漢語學習的負遷移研究》(湘潭：湘潭大學語言學及應

用語言學專業碩士論文，2013 年)，頁 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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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日籍學習者使用中日同字詞的偏誤研究，其所觀察到的偏誤來源都不出劉珣

所指出的範圍，大致和一般學習第二語言詞彙時會出現的偏誤相同，主要是由於語

音相近、語義的擴大縮小及交叉、詞性相異不對等、詞彙的語氣強弱不同、詞彙的

搭配、口語與書面語的異同等原因所造成。 

母語負遷移是最常見的偏誤來源，具體來說，日籍學習者學習中日同字詞時最

主要的偏誤來源為語音和字形與華語相近，以下由日籍學習者的語音、字形、學習

與交際策略、學習資源與環境及學習者的心理諸方面，分析其受母語負遷移影響造

成的偏誤： 

一、語音 

因為漢字東傳日本，成為紀錄日語的工具，日本人不僅借用漢字的形與義，也

直接學習與使用中國漢字傳入日本時的讀音，稱之為「漢語」，漢語的讀法稱為「音

讀」，有別於固有的日語，亦即所謂的「和語」，和語的讀法稱之為「訓讀」。有少

部分漢字詞，本身就有兩種讀法，音讀與訓讀各有不同的意思；另外，也有一個詞

彙中，有的漢字音讀，有的漢字訓讀的現象。漢字傳入日本的時間不同，有古漢音、

吳音、唐音等等的差異，再加上與現代漢語音的差異，所以語音相近的成因，有複

雜的歷史背景。在教學上，教材與教師都要加強學習者這方面的意識，極力避免母

語的干擾，例如：「裁判」、「意見」等。 

二、字形 

中國和日本曾分別採用不同的方式簡化字形，此外，日本也運用漢字造字法創

造了少量漢語不存在的漢字，產生混淆誤用的情形。因此，除了學習第二語言詞彙

時容易產生的偏誤類型之外，語音和字形是學習中日同字詞時來自母語干擾，需要

特別小心的地方。 

因為字形相近而造成的偏誤，分為語言輸入與語言輸出兩個方面。在輸入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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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驍婷在《日本學生漢語詞語偏誤分析及教學對策》28中提出，目讀漢字直接形成

對中日同字詞的第一印象，非常容易受母語思維干擾而產生偏誤，學習者自己一定

要有漢語和日語是截然不同的兩種語言的意識，才不會掉入陷阱。例如，同字異義

詞「新聞」，學習者在初級階段已學會，這個詞在日語是報紙的意思，與漢語的意

思截然不同。本文認為將中日同字詞集中在一本教材中辨析，能夠提高學習者對語

言的意識，避免犯錯。目讀漢字字形可以很快地與思維結合，但也很容易忽略漢字

細部的差異。廉紅紅在《日語漢字詞對日本留學生漢語學習的負遷移研究》29中分

析，由於中日兩國各自有不同的字形簡化方式及其後的演變，在筆畫上多有出入，

學習者學習漢語，如果沒有這方面的知識，也很容易形成偏誤。例如漢語的「單獨」

和日語的「単独」、漢語的「恩惠」和日語的「恩恵」等。 

在語言輸出方面，菊地良介透過北京語言大學 HSK 語料庫蒐集日籍學習者的

偏誤語料30，觀察到學習者直接把日語漢字詞當作漢語詞彙使用；或是將日語漢字

詞簡單地翻譯成漢語；甚至以日語的詞彙結構為基礎，創造不存在的漢語詞彙等現

象。 

以上所提到的偏誤，研究者都以對日漢語教學的角度出發，也都與學習者對語

言的認識多寡有相當大的關係。曹永馨在《中日同形詞對比及其教授法研究》31中

提及，身為日語教師，從日語的教學現場蒐集到的偏誤現象，也與上述大致相同，

主要表現在字形和詞義的部分。這顯示了中日同字詞這個議題的雙向性，研究的成

果應該能夠對漢語及日語的學習者帶來幫助。 

張捷楠在《日語漢字詞對日本學生學習漢語正負遷移及其策略研究》32中指出

                                                       
28 參見吳驍婷：《日本學生漢語詞語偏誤分析及教學對策》(上海：復旦大學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碩

士論文，2010 年)，頁 10。 
29 參見廉紅紅：《日語漢字詞對日本留學生漢語學習的負遷移研究》(湘潭：湘潭大學語言學及應

用語言學專業碩士論文，2013 年)，頁 37。 
30 參見菊地良介：《漢日同形詞的偏誤分析及對日漢語教學》(呼和浩特：內蒙古師範大學漢語國

際教育專業碩士論文，2013 年)，頁 41-60。 
31 參見曹永馨：《中日同形詞對比及其教授法研究》(濟南：山東師範大學日語語言文學專業碩士

論文，2013 年)，頁 25-33。 
32 參見張捷楠：《日語漢字詞對日本學生學習漢語正負遷移及其策略研究》(長春：吉林大學漢語

國際教育專業碩士論文，2012 年)，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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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遷移本身的頑固性，根深蒂固的特性對學習者的干擾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到了高

級程度的階段，也會一直或多或少地影響學習。 

以上所提語音和字形的偏誤來源，本文認為，其根本來自於學習者對自己的母

語及目標語的語言特性認識不足，光有語言差異的意識是不足的，還必須要知道兩

種語言的差異為何，才是較有效避免偏誤的方法。因此，設計中日同字詞的教材，

為了學習者以及教師，教材之始必須有一個單元介紹中日同字詞的概念以及需要

注意的地方。 

三、學習策略與交際策略 

除了語言上的差異，另外一個重要的偏誤來源，來自學習者本身的學習策略和

交際策略。在學習策略方面，王蓓華在《漢語的日語借詞與對日漢語教材編寫建議》

中指出其影響，從日籍學習者身上常常可以觀察到，學習者因為中日同形詞的字形，

容易望文生義，自行猜測詞彙的意思，如果該詞彙是同形近義詞，就往往能得到還

算可以接受的結果，因而過份倚重閱讀，使自己的漢語聽說讀寫能力發展失衡。例

如「了解」這個同形近義詞，在日語的意思是 (1)理解、領會、明白 (2) 諒解、體

諒；華語的意思則為 (1) 領會理解，知道得清楚 (2) 打聽、調查。因此出現這個

錯誤的句子：「但雖然親口說了好多次對不起，如果我自己不能了解的話，都是假

的。」句中學習者表達的其實是「諒解」，卻用了「了解」。33為了避免這樣的現象，

需要有技巧地設計教材及採用適當的教學策略，引導學習者平衡發展各項語言能

力。 

在交際策略方面，楊柳青在《基於漢語做為第二語言教學的漢日同形詞對比研

究》34中指出學習者採取迴避的交際策略的原因，學習者面對中日同形詞，一開始

                                                       
33 參見王蓓華：《漢語的日語借詞與對日漢語教材編寫建議》(上海：上海外國語大學漢語國際教

育專業碩士論文，2013 年)，頁 9。 
34 參見楊柳青：《基於漢語做為第二語言教學的漢日同形詞對比研究》(瀋陽：瀋陽師範大學語言

學及應用語言學專業碩士論文，2013 年)，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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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覺得熟悉並安心，但是後來發現不能完全掌握差異，害怕犯錯，逐漸產生疑惑

和畏懼心理，最後採取迴避策略，形成偏誤。另外一個學習者採取迴避策略的原因，

以華語為母語的教師較難掌握日語語言變化的事實，需要特別注意。內田淳在《漢

語教學中的漢日同形詞考察報告》35中以日語母語者的角度指出，有一些中日同形

詞雖然列在日語的辭典中，可是事實上在日常生活中並不常用，大部分的日語母語

者連意思都不知道，更何況是使用。因此如果他們在學習華語時看到這樣的詞，就

會主動迴避，例如：「病毒」、「版本」等。因此本文的教材設計，參考漢語與日語

兩者的詞彙使用頻率，並考量日語母語者對漢字詞的觀感，避免編入過於冷僻的詞

彙，使學習者喪失興趣。 

四、學習資源與環境 

在學習資源方面，黃曉君36、郭潔37、楊柳青38的研究都提到工具書的影響，工

具書包括學習者習慣使用的袖珍型辭典或是電子辭典，這些工具書大部分都受限

於空間或是其他因素，缺乏詳細的詞彙解釋，也沒有足夠的例句，使學習者一知半

解，產生偏誤。楊柳青也提到教材的針對性不夠、教學方法選擇不當、引導不足等，

對於中日同形詞的學習，目前的確缺乏適當的輔助。 

在學習環境方面，朱瑞平在〈日語漢字詞對對日漢語教學的負遷移作用例析〉

39中以自身的教學經驗及實驗結果為基礎，特別提出在不同的語言環境之下，學習

的表現會有很大的差異。在漢語為外語的環境下，使用中日同形詞發生錯誤的機率

比漢語為第二語言的環境高出許多。現在無論是在中國、臺灣或是日本，都有很多

                                                       
35 參見內田淳：《漢語教學中的漢日同形詞考察報告》(哈爾濱：黑龍江大學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碩

士論文，2011 年)，頁 56。 
36 參見黃曉君：《日語母語者學習漢日同形詞偏誤分析與教學對策》(長春：吉林大學漢語國際教

育專業碩士論文，2011 年)，頁 28。 
37 參見郭潔：《對日漢語詞彙教學研究─漢日同形詞偏誤分析與對策》(廈門：廈門大學語言學及

應用語言學專業碩士論文，2008 年)，頁 53。 
38 參見楊柳青：《基於漢語做為第二語言教學的漢日同形詞對比研究》，頁 20。 
39 參見朱瑞平：〈日語漢字詞對對日漢語教學的負遷移作用例析〉，《語言文字應用》第 S1 期

(2005 年 9 月)，頁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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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學習者，在日語為母語的環境學習華語，環境對中日同形詞的影響更為深刻，

教師必須特別注意。朱氏在文中舉例指出，高級程度者所犯的低程度錯誤比初級程

度者更多，就連研究生也會直接用日語代替漢語的常用詞，由此可以看出環境以及

負遷移的頑固性對學習者的影響是很大的。筆者認為這一點也應該告知學習者，讓

他們隨時有意識地檢視自己可能犯的錯誤。學習外語，學習者更多時候是在課堂外

自行學習的，所以不只是學習語言知識，對學習本身，對學習時會發生的各種情況

及影響，都要有正確的認識。 

偏誤還可能來自學習者的第一手目的語來源：教師。朱瑞平在〈日語漢字詞對

對日漢語教學的負遷移作用例析〉40文中，根據自身的教學經驗，觀察到脫離漢語

環境的教師對錯誤的敏感度降低，對錯誤的忍受度提高，甚至有時候自己也是偏誤

的製造者。他進一步分析，原因可能跟教師自己的素養有關，有時候也可能是為了

達到溝通的目的而遷就學習者的偏誤。筆者認為，在二語教學環境的教師，無論是

不是母語教師，都是學習者取得正確目的語資訊唯一的來源，教師對自己使用母語

的正確性，應該要放在最優先的位置，才不至於對學習者造成不好的影響。 

五、學習者的心理 

有關日籍學習者學習中日同形詞還有許多值得關注的偏誤分析，研究者經由

調查及訪問，從學習者的心理層面以及他們採取的學習策略出發，探討偏誤的現象

與原因。一般的研究對學習者的心理較不重視，也只有在教學現場的教師，能注意

到這些細微之處，因此，這些心理因素，相當值得注意。 

加納剛本身就是日籍學習者，他在《日籍學習者學習漢語詞彙之難點─中日同

形詞使用偏誤研究》41文中敘述對學習者進行的訪問結果發現，學習者在學習時會

馬上意識到中日的字形是相同的，並聯想到日語的詞義，但是對詞性不夠敏感，無

                                                       
40 參見朱瑞平：〈日語漢字詞對對日漢語教學的負遷移作用例析〉，《語言文字應用》，頁 14。 
41 參見加納剛：《日籍學習者學習漢語詞彙之難點─中日同形詞使用偏誤研究》(臺北：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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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母語的日語或是目的語的漢語，甚至平常根本沒有注意詞性的習慣。筆者認為

這可能是來自教材的影響，沒有特別標註，教師也不曾提醒的話，學習時就不會特

別注意詞性，進而影響到學習的效果。 

另外，張捷楠42和吳驍婷43都發現了學習者普遍具有，但較難以察覺的學習心

態，就是他們對漢語的困難性認識不足。因為對漢字的熟悉度和親切感，以為和其

他外語比起來，是一種比較容易學的語言，所以學習態度較為鬆懈，習慣望文生義，

努力不足，而忽略了無論是多相似的外語，學習都是很困難的，沒有達到預期的成

果後，產生失落感，最後喪失興趣。 

上述多位學者的研究揭示了學習者學習中日同字詞時產生的具體偏誤，對教

材的設計有很重要的啟示。 

 

以中日同字詞的詞義、類型複雜與龐大的數量來看，不難理解學習者何以產生

各種偏誤，排除一般我們所理解的中、日兩個語言在本質上相似的因素，許多初級

學習者甚至不知道中日同字詞的存在，遑論中日同字詞不同的類型以及錯綜複雜

的詞類和語義關係，且就連語言教師本身的語言輸出也是造成偏誤的一個原因。本

文以幫助學習者避免偏誤為出發點，於下一章分析現有的華語口語教材，以便進而

設計針對中日同字詞教學的口語教材。 

 

 

 

 

 

                                                       
42 參見張捷楠：《日語漢字詞對日本學生學習漢語正負遷移及其策略研究》，頁 20。 
43 參見吳驍婷：《日本學生漢語詞語偏誤分析及教學對策》，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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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華語口語教材分析 

 華語教材在最近十年無論是教材的質或是量上成長快速，不僅是以華語為母

語的中國及臺灣，世界其他各地也都可見到針對當地設計的國別化教材；隨著數位

教學科技的普及，教材的形式亦趨多元，對應不同的學習需求。 

口語教材針對加強學習者的口語能力而編寫，不同於一般綜合性及針對其他

語言技能的教材，編寫者基於不同的教學法及理念，設計出豐富而活潑的課文、教

學活動及練習題，引導學習者使用口語進行交際。日籍學習者普遍上在口語表達方

面表現較弱，本文將檢視教材編寫原則，再透過對現有口語教材的分析，整理出日

籍學習者適用的編寫特點，結合中日同字詞，設計中級口語教材。 

第一節  華語教材編寫原則 

本文所設計的教材的目標及對象範圍較為精細，為符合教學對象的需求，分

兩個層次討論教材編寫原則，分別為一般基本的編寫原則，及國別化教材編寫原

則，期能使教材的編寫更加完備。 

一、華語教材編寫原則 

教材是教師實施課堂教學的基礎和依據，是學習者在課堂上接受技能訓練、在

課後複習背誦的直接依據，同時也是他們學習語音、語法和詞彙過程中接觸最頻繁、

使用時間最長的學習工具，因而也是最主要的語料輸入來源。教材依據不同的課程

類型及學習者需求而有所不同，許多學者提出教材整體的基本編寫原則，也針對不

同類型的教材做出教材編寫的建議。 

    學者從不同的角度探討華語教材的一般編寫原則，各有異同之處。劉珣認為教

材與教學是密不可分的，歸納出十個基本教學原則44： 

                                                       
44 參見劉珣：《對外漢語教育學引論》，頁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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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掌握漢語的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培養運用漢語行交際的能力原則。 

(二) 以學生為中心，重視情感因素，發揮學生主動性、創造性原則。 

(三) 結構、功能、文化相結合原則。結構是基礎，功能是目的。 

(四) 強化漢語學習環境，加大漢語輸入，自覺學習與自然習得相結合原則。 

(五) 精講多練，言語技能和言語交際技能的訓練為中心原則。 

(六) 以句子和話語為重點，語音、語法、詞彙、漢字綜合教學原則。 

(七) 聽、說、讀、寫全面要求，分階段側重，口語、書面語協調發展原則。 

(八) 利用母語進行與漢語的對比分析原則。 

(九) 循序漸進，螺旋式提高，加強重現原則。 

(十) 加強直觀性，充分利用現代化教學技術手段原則。指多利用教具、照片、

實物等及輔助教材加深學習者對內容的印象並提高對教學內容的興趣。 

劉珣將十個基本教學原則視為教材編寫及選用的原則，另結合教材的特點，概

括為「五性」，分述如下： 

(一) 針對性：教材要適合使用對象的母語和文化背景、學習目的、學習起點、

學習時限。要進行母語、母語文化背景與目的語、目的語文化對比，確定

教學重點。 

(二) 實用性：教材的內容要從學習者的需求出發；語言材料必須來源於生活、

來源於現實，要有真實性。 

(三) 科學性：要教規範、通用的語言。內容的組織要符合教學的規律。詞語和

語法點要分佈均勻，難點分散，注意重現率，解釋要準確。 

(四) 趣味性：內容和形式生動有趣，能吸引學習者，體裁多樣化，教材版式設

計要活潑醒目，插圖生動有趣，內容也要介紹目的語文化。 

(五) 系統性：內容的介紹以及技能的安排與訓練要平衡協調，初中高不同階段

教材要銜接。學生用書、教師手冊、練習本等要分工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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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必松在〈對外漢語教學概論講義〉45中提出的教材編寫原則，大致與劉珣相

同，除了沒有劉珣提到的系統性以外，有兩個不同的原則值得注意：交際性原則與

知識性原則，交際性原則指的是教學內容的選擇和語言材料的組織要有利於培養

學生的語言交際能力；知識性原則指的是教材的內容要包含學習者感興趣的新知

識。 

    趙金銘在〈對外漢語教學概論〉46中整理教材編寫研究的成果，也提出十項基

本原則如下： 

(一) 定向原則：確定教材的性質、位置以及容量。 

(二) 目標原則：根據教學對象的需求分析，參照教學目標和課程目標，以及教

學環境和學時學制等因素，制定教材的目標。 

(三) 特色原則：考慮所編寫的教材與以往同類教材的不同之處。 

(四) 認知原則：了解學習者的學習策略和交際策略並加以合理地引導和理用。 

(五) 時代原則：教材設計與編寫應體現學科研究和教材編寫研究的新成果，體

現時代發展的水準和需要。 

(六) 語體原則：教材選擇的語體要明確、典型、多樣化。語言材料和表達方式

的語體屬性的體現要充分。 

(七) 文化原則：研究目的語文化及學習者文化之間的異同，培養學習者跨文化

交際的意識。 

(八) 趣味原則：教材內容既有趣又有用，教材形式既賞心悅目又方便使用。 

(九) 使用原則：充分考慮到教材的實際應用價值、課文內容的取向、詞彙語法

的選擇、練習的內容和方式、情景和功能項目的安排等有利於滿足學習者

當前學習和生活的實際需要。 

(十) 立體原則：教材及教材配套充分利用現代科技手段。 

                                                       
45 參見呂必松：〈對外漢語教學概論講義〉(續五)，《世界漢語教學》第 3 期(1993 年)，頁 59-76。 
46 參見趙金銘：〈對外漢語教學概論〉(臺北市：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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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十項原則較劉珣和呂必松的為全面，趙金銘提出與他們不同的三項原則，一

為特色原則，也就是教材要創新；二為目標原則，符合課程、教學對象的需求；三

為時代原則，教材要科學化，體現各學科的研究成果。 

 上述的教學或教材編寫原則，為教材訂出規範，是教材編寫重要的基礎。以下

進一步將範圍縮小至近來成為一股趨勢的國別化教材，討論其編寫原則。 

二、華語國別化教材編寫原則 

    近年來國際上學習華語的需求增多，單一制式的教材不再能滿足世界各地不

同語言文化背景的學習者，因地制宜的教材編寫逐漸形成一股國別化教材編寫的

趨勢。對國別化的定義，有兩個比較有差異的說法；甘瑞瑗47將「國別化」界定為

「針對不同國家而實行不同差別的漢語教學與研究」，而李祿興與王瑞48則認為國

別化是針對不同國別編寫的漢語教材，國別不僅指某一國家，也指具有相似語言文

化背景的國家。這兩者的差異主要在於範圍，在全球化的時代，也許將國別化指向

具有相似語言文化背景的國家較為合適；又或者假設不侷限在課堂及教學機構使

用的教材，筆者認為可以指向具有相似語言文化背景的學習者，而不是國家。 

國別化教材的編寫原則問題，在 2009 年漢語國別化教材國際研討會上，學者

專家們形成了教材編寫的共識，歸納為「五個重視」如下49： 

(一) 重視國別化的文化表徵與各國的教育體系，需求調研第一 

由於當前的教材大多數是以編者的理念及方法為本位而編寫而成的通用性教

材，不能滿足各個國家的教育體系特徵，所以必須建立一個長期的交流機制，

研究調查各國的文化表徵。 

                                                       
47 參見甘瑞瑗：《國別化”對外漢語教學用詞表”制定的研究：以韓國為例》(北京：北京語言大學

對外漢語教育專業博士論文，2005 年)，頁 12。 
48 參見李祿興、王瑞：〈國別化對外漢語教材的特徵和編寫原則〉，《世界漢語教學學會》（2008

年），頁 836 - 841。 
49 參見鄭通濤、方環海、張涵:〈國別化：對外漢語教材編寫的趨勢〉，《海外華文教育》，頁 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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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視國外非常規學生的學習需求 

隨著漢語推廣的深入，漢語學習者也越來越多元，他們來自不同的語言背景，

有不同的學習目的、學習要求及學習環境，不可能適用一本通用性的教材。

國別化的概念就是為了回應這樣的需求，也是前述學者所提出的針對性的要

求。 

(三) 重視網路傳播媒介的巨大作用 

網路傳播媒介的作用，除了推廣漢語，潛移默化國外的人群，培養漢語的學

習興趣以外，更對華語教學雙方提供了便利的資源利用平台，提高教與學的

效率。尤其是國別化教材編寫強調跨國合作，網路媒介更是不可或缺的現代

利器。 

(四) 重視校際合作、地區合作和國際合作 

國內的學者和漢語教師對海外的學習環境及學習者的了解有限，所以編寫國

別化教材重視國內與海外雙方學者教師的合作，但應注意與海外的學者教師

合作，不應只在翻譯的層次，應設法吸引專業知識強且具有豐富教學經驗的

學者教師，提高教材的品質。 

(五) 重視建立國別化教材評價指標體系 

國別化漢語教材的編寫，已有實踐，且已成為漢語國際推廣的一個重要部分，

然而應如何對國別化漢語教材進行效果評價與評估，尚未形成完整的體系，

如能建立起全方位的評價指標體系，將使國別化漢語教材的編寫更具規範性、

科學性，提高其編寫效率及使用效果。 

     

以上這五個重視可以視為國別化教材編寫的大方向，其內涵與上述一般華語

教材的編寫原則大致相同，將前人提過的幾項原則進一步深化落實，針對特定語言

文化背景的學習者需求編寫教材，並突出交際功能，突出母語與目的語語言文化的

對比。其中有一個很大的不同之處，可視為國別化教材編寫的特色，為「校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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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合作和國際合作」，為達此一目的，真正找出華語與該母語關鍵的語言及文化

對比之處，勢必不能只依靠以華語為母語的教材編寫者，而也要與精通兩個語言的

專家學者教師合作。 

在這樣一個編寫模式之下，許多曾實際合作編寫國別化教材的作者，以其經驗

為本，提出許多建議，以下依照不同的面向分述： 

(一) 分析學習需求 

編寫教材的第一步為分析學習者的需求。劉弘與蔣內利在〈近十年對外漢語教

材研究特點與趨勢分析〉50中建議採用國外學者 Michael Long 在 2011 年所提出「需

求分析」的研究方法，進行國別化教材及專門用途教材的編寫。由於 Long 的研究

都是實證研究，所以能增加國別化教材的可靠性。Long 對需求分析的方法提出了

建議。他認為完備的需求分析應包含隨機抽樣，應有領域中的專業人才提供諮詢以

及資料來源應多樣化。其中資料來源可包括文書 (written materials；可供研究者作

為需求分析的起點)、目標場域的話語錄音 (可作為教材設計的根據，或做為評量

標準)、問卷 (初期問卷可幫助了解相關議題為何) 及訪談。 

(二) 應用語言對比分析 

在國別化教材的內容方面，何寶璋與羅雲在〈漢語國別化教材編寫新嘗試：

Routledge 現代漢語課程〉51一文中認為編寫國別化教材首先要注重的是兩種語言

的相同與異同，並呈現在課文編寫、語法注釋及練習設計上，使學習者在學習過程

中儘量少走彎路，加速學習者學習漢語的速度，才是編寫國別化教材的宗旨。 

(三) 突顯語言交際功能 

在教材整體而言，羅春英與張燕軍在〈對外漢語教材編寫的對象國適應性問題

研究_基于美國大學權威性漢語教材編寫特點的分析〉52一文中分析美國大學權威

                                                       
50 參見劉弘、蔣內利：〈近十年對外漢語教材研究特點與趨勢分析〉，《國際漢語教學研究》第 1

期（2015 年），頁 55-62。 
51 參見何寶璋、羅雲：〈漢語國別化教材編寫新嘗試：Routledge 現代漢語課程〉，《海外華文教

育》第 3 期（2010 年），頁 23-30。 
52 參見羅春英、張燕軍：〈對外漢語教材編寫的對象國適應性問題研究_基于美國大學權威性漢語

教材編寫特點的分析〉，《中國高教研究》第 2 期 (2014 年)，頁 95-99。 



doi:10.6342/NTU201601651

29 

性漢語教材的編寫特點，建議可以以對象國學習者的特點及文化背景作為突破口

來編寫教材，並以學習者為中心，突出交際功能。以學習者為中心、突出交際功能

這兩點也是目前一般華語教材編寫的趨勢，突顯其重要性。 

(四) 多元多層次架構 

教材屬於教學的一環，除了國別化的教材編寫建議以外，劉海燕在〈漢語教學

國別化涉及的要素分析——以日本漢語教學為例〉53一文中以日本漢語教育為例，

不只是探討國別化教材編寫，而是全面地討論國別化漢語教學，是一篇具有代表性

的論文。他認為國別化教材應該是多層次，且多元化的。多層次體現於學習者的需

求分析，分為三個層面：宏觀的社會環境與教育理念；中觀的教育環境以及微觀的

課堂環境。這樣的分層確實能幫助編寫者考慮到編寫國別化教材應注意的比較細

微的問題，本文認為可以作為編寫國別化教材架構時的參考。 

國別化華語教材是一個趨勢，本文認為最重要的關鍵在於國際合作，在科技發

達的今天，也應建置教材庫平台以及線上教材，才能因應瞬息萬變的世界以及語言

的變化。 

第二節 《發展漢語─中級口語》 

目前完整成套的、按照程度分級的華語口語教材的數量並不多，有許多口語教

材是設計給短期進修並針對特定場域的單本教材。每種教材的編寫特點及技巧都

有值得參考之處，本文將自本節起進行個別分析及綜合討論。首先，以出版地粗略

區分，中國出版的《發展漢語─中級漢語口語》54與《溝通─任務型中級漢語口語》

55兩套教材在中國是最常使用的教材，皆有十數年以上的歷史，設計上各有其特色。

                                                       
53 參見劉海燕：〈漢語教學國別化涉及的要素分析——以日本漢語教學為例〉，《國際漢語學報》

第 2 期 (2014 年），頁 220-231。 
54 路志英：《發展漢語─中級口語》(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11 年 8 月)。 
55 趙雷、趙建華、高岳：《溝通─任務型中級漢語口語》(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1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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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日本出版的《快樂學漢語・説漢語〈中級〉-中國語會話》56則是早稻田大學

漢語教育課程所使用的教材，發行的歷史不長，然而採取了較新穎的教材設計概念，

是相當受好評的口語教材。教材的分析由編寫理念、適用對象、整體架構、教學單

元架構等方面觀察，依出版日期為序，由其中看出教學理念的變遷，進而定位本文

的教材設計理念。 

《發展漢語》是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完整的系列教材，共有綜合、

口語、聽力、讀寫(閱讀)、寫作五大類，除了寫作類分為中級、高級各兩冊以外，

每一類皆分為初、中、高三級，每級各兩冊，全套共二十八冊。本文所分析的為《發

展漢語─中級口語》(Ⅰ)、(Ⅱ)兩冊。(Ⅰ)冊單課內容請見附錄二，(Ⅱ)冊單課內容

請見附錄三。 

(一) 編寫理念57 

《發展漢語》選用「發展」作為教材的名稱，是該教材的核心理念，蘊含由少

到多、由簡單到複雜、由生疏到熟練、由模仿創造到運用自如之義。「發展漢語」

寓意發展學習者的漢語知識、漢語學習能力及文化交際能力。「集成、多元、創新」

是該教材的基本理念。集成是指對語言要素、語言知識、文化知識以及漢語聽、說、

讀、寫能力的系統整合與綜合；多元是指對教學法、教學理論、教學大綱以及教學

材料、訓練方式和手段的兼容；創新是指在遵循教學規律、繼承教學經驗、汲取教

學和教材編寫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教材進行整體和局部的特色設計。 

(二) 適用對象

這套教材相當完整，按照程度分級，內容分成兩大類：綜合教材及針對各單項

語言技能的教材；以來華學習漢語的長期進修生為主要對象，中級的程度適合掌握

二千至五千個詞彙量的學習者使用，亦可供海內外的漢語自學者選用。 

56 村上公一：《快樂學漢語・説漢語〈中級〉-中國語會話》(東京：株式會社早稻田インターナシ

ョナル 國際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事業本部，2014 年 4 月)，教材使用說明頁。 
57 參見路志英：《發展漢語─中級口語》(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11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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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體架構 

教材整體分為(Ⅰ)、(Ⅱ)兩冊，每冊皆由四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為「總前言」

及「編寫說明」，說明教材的編寫理念、目標、實施重點、編寫原則以及使用建議，

說明詳細，對教師及自學者來說，非常有幫助。 

第二部分為「目錄」、「語法術語及縮略形式參照表」及「學習指南」，目錄中

標示每一課的課名、兩段課文的標題及頁數；「語法術語及縮略形式參照表」列出

語法術語的中文、拼音、英文注釋及縮略形式；「學習指南」以表格形式列出每一

課的內容話題、語言點、實用招牌句以及功能，其中的功能是指語言點在溝通時所

表示的功能，例如：表示同意、贊成、謙虛、羨慕、結束交談等，功能的編號是跨

課連續標註的，(Ⅰ)冊有二十七個功能，(Ⅱ)冊有五十六個功能。實用招牌句以及

功能常見於專書，在現有的一般華語教材中較不常見，非常值得參考，本文設計之

教材亦將納入語言點的功能，協助學習者於語言交際活動中活用。 

第三部分為主軸的教學單元，(Ⅰ)、(Ⅱ)兩冊皆有十五課，(Ⅰ)冊每一課有兩段

課文，(Ⅱ)冊每一課有三段課文。 

最後一個部分為「生詞總表」，詞彙依照漢語拼音的英文字母順序排列，列出

詞彙的詞性、拼音及課別，其中詞性以中文縮略形式標註，如：名、動、副等。整

本教材以三色印刷，只有少數課文及練習題搭配有黑白照片，略顯單調。整套教材

用簡體字，不另外標註繁體字。 

(四) 教學單元 

《發展漢語─中級口語》分為(Ⅰ)、(Ⅱ)兩冊，(Ⅰ)冊共十五課，每一課有兩段

課文，整課分為三個部分，分別為課文一(生詞、課文、課文內容練習)、課文二(生

詞、課文、課文內容練習)，以及該課的練習，包括詞語練習、功能項目練習、綜

合練習以及情景練習。 

(Ⅱ)冊共十五課，每一課有三段課文。整課劃分為四個部分，分別為課文一(生

詞、課文、課文內容練習)、課文二(生詞、課文、課文內容練習)，以及該課的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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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詞語練習、功能項目練習以及交際功能與任務。 

(Ⅰ)、(Ⅱ)兩冊的差異，除了(Ⅱ)冊多一段課文之外，練習題的種類也不同，

(Ⅰ) 冊有詞語練習、功能項目練習、綜合練習及情景練習等四種；(Ⅱ) 冊則有詞

語練習、功能項目練習、交際功能與任務等三種。(Ⅱ)冊將(Ⅰ)冊的綜合練習及情

景練習合併為交際功能與任務，學習者程度提升以後，必須學習較複雜的語言交際

與應用，於此可以看出兩冊的層次。以下分析每個部分的詳細內容： 

1. 生詞 

(1) 生詞數量 

    (Ⅰ)、(Ⅱ)兩冊的每一課有二至三段課文，生詞列在每一段課文之前，數量

約在八至十八個之間，因此一整課約有二十五至三十五個生詞。以一本中級華

語教材來說，數量適中，生詞分散搭配二或三段課文，對學習者的負擔較輕。 

(2) 生詞注釋方式 

    生詞編號條列，依序標示拼音、以中文標示詞性，以英文注釋，沒有搭配

例句，課文中不標註生詞。每兩個詞用虛線隔開，給學習者比較清爽的感覺。

因為到了中級程度的學習，重點在於擴充詞彙量，所以不論是在生詞的數量上

或是在呈現方式上，《發展漢語─中級口語》的設計應是考慮學習者看到生詞

時可能產生的壓力，而採此注釋方式，減少學習者的焦慮感，增進學習的效率。 

2. 課文 

(1) 課文主題與體裁 

    《發展漢語─中級口語》全套教材兩冊各十五課，每一課及每一段課文都

有標題，包含校園生活、人際關係、現實生活、社會熱點和人生百態等五類話

題，內容和難度螺旋上升。58主題豐富而有層次，符合時代脈絡。體裁有對話

文及短文兩種，以下表列該書(Ⅰ)、(Ⅱ)兩冊的課文標題，包括單元名稱及三段

課文名稱，可以看出主題的多樣性： 

                                                       
58 路志英：《發展漢語─中級口語》(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11 年 8 月)，頁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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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發展漢語─中級口語》各課標題 

(Ⅰ)冊 (Ⅱ)冊 

1 第一天 1 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 

課文一  附近有吃飯的地方嗎 

課文二  你有什麼打算 

課文一  我想辦張銀行卡 

課文二  附近有超市嗎 

課文三  我不吃香菜 

2 入鄉隨俗 2 三口之家是理想的家庭嗎 

課文一  叫錯了也沒什麼 

課文二  這樣能行嗎 

課文一  三口之家是理想的家庭嗎 

課文二  無理由離婚時代 

課文三  婚姻是愛情的墳墓嗎 

3 家鄉 3 刷卡消費，享受生活 

課文一  你是哪兒的人呀 

課文二  我的家鄉 

課文一  請填一下這張表 

課文二  請問，您有會員卡嗎 

課文三  刷卡消費，享受生活 

4 去還是留 4 啃老族：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課文一  你想過在這兒工作嗎 

課文二  故鄉的歌 

課文一  啃老族是世界性難題 

課文二  這種說法站不住腳 

課文三  戴著有色眼鏡看問題 

5 工作狂 5 的哥，辛苦了 

課文一  愛幹活兒的鬼 

課文二  你是什麼狂 

課文一  現在沒心思聊天兒了 

課文二  這樣開車太危險了 

課文三  酒後駕車是全民公敵 

6 學校社團 6 月亮代表我的心 

課文一  我想多認識一些中國

學生 

課文二  歡迎你加入 

課文一  生活中不能沒有音樂 

課文二  你喜歡聽什麼音樂 

課文三  月亮代表我的心 

7 請客 7 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課文一  今天我請客 

課文二  你們有外賣嗎 

課文一  籠子裡的肉 

課文二  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課文三  因小失大及語言的雅與俗 

8 退貨 8 教育需要培養全面發展的人 

課文一  我想退這條褲子 

課文二  兩位請慢用 

課文一  一個中學生的作息時間表 

課文二  能談談您的看法嗎 

課文三  什麼是教育 

9 租房 9 需要的話，我們給您打電話 

課文一  我想租房子 課文一  需要的話，我們給您打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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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文二  異性合租 話 

課文二  能不能佔用您幾分鐘時間 

課文三  我工作，所以我快樂 

10 信與不信 10 旁觀者清，當局者迷 

課文一  怎麼辦 

課文二  天下還有這種好事兒 

課文一  旁觀者清，當局者迷 

課文二  多擠點兒時間，多讀點兒

書 

課文三  地域與文化 

11 學習與考試 11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 

課文一  你怎麼學習 

課文二  我就喜歡考試 

課文一  如果我是一個城市的市長 

課文二  算了，我還是當普通老百

姓吧 

課文三  城市化的利與弊 

12 勤工儉學 12 低碳生活，從我做起 

課文一  你找到什麼新工作了 

課文二  我想找個工作 

課文一  當”慢”成為難得的奢侈 

課文二  其實，我早就有這個願望 

課文三  低碳生活，從我做起 

13 旅遊 13 虛擬時代，一切皆有可能 

課文一  你們的西安遊是怎麼

安排的 

課文二  新疆好玩兒極了 

課文一  你會選擇無紙化閱讀嗎 

課文二  我迷上了網上購物 

課文三  虛擬時代，一切皆有可能 

14 看什麼書 14 知足者常樂 

課文一  我一般看暢銷書 

課文二  我最喜歡的一本書 

課文一  知足者常樂 

課文二  這山望著那山高 

課文三  富翁的詭計 

15 最難忘的 15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課文一  快回國了吧 

課文二  最難忘的一課 

課文一  以後不要用紅筆寫作業 

課文二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課文三  居必擇鄰，遊必就士 

(2) 課文長度 

    課文分為對話文及短文兩種文體， (Ⅰ)冊每一課的兩個單元由一篇對話

文及一篇短文組成；(Ⅱ)冊有三個單元，則不平均分配，但都包含兩種文體。

課文長度皆約在六百至八百字之間，(Ⅱ)冊稍顯略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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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文內容練習 

    與課文內容相關的練習直接接在每一課的每一段課文之後，沒有特別標示，

題型共有五種，：「想一想，說一說」、「問一問，答一答」、「看一看，填一填」、

「講一講，談一談」及「讀一讀，試一試」。「想一想，說一說」是針對課文內

容提問，單純的問題形式；「問一問，答一答」是將課文的內容作成表格，分

為問題欄及答案欄，學習者必須看問題寫答案，或是看答案造問句；「看一看，

填一填」是將課文的內容改寫成短文後讓學習者填空，訓練學習者的複述能力；

「講一講，談一談」是以課文的內容為主題，用提問的形式讓學習者表達自己

與該主題的關係；「讀一讀，試一試」列出課文中的句子，提示語法點，還有

幾個語法點的例句，但沒有語法點的說明，最後讓學習者用語法點完成句子。

這五種練習非常完整地包含了針對語言材料內容的相關練習，最後的「讀一讀，

試一試」語法點的練習數量較多，有十五到二十題，除此之外，其餘每一種題

型的數量都在十題左右，整體的數量對學習者來說很有挑戰性，對自學者也相

當有幫助。 

4. 詞語練習 

(1) 練習題數 

    (Ⅰ)、(Ⅱ)兩冊的詞語練習都安排在每一課的後半，是針對一整課的練習單

元的第一個部分。(Ⅰ)冊約在十五至二十題之間，難度較高的(Ⅱ)冊則約在二

十到二十五題之間。 

(2) 練習題型 

 (Ⅰ)、(Ⅱ)兩冊有三種題型，循序漸進地由詞語擴展到實用句。第一種題

型為模仿例子說出更多的詞語，例子以不同的顏色標註，這個題型讓學習者理

解華語詞語的內部結構，例如：由旁觀「者」引申出表演者、當局者、愛好者

等，是詞語的基礎練習。接下來第二種題型為選擇詞語填空，學習者將題目提

供的詞語填進句子中，一個詞語對應一個句子，詞語與詞語之間互不相似，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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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語填進對應的語法及語境中，對學習者來說不困難。第三種題型為根據拼音

寫詞語，然後讀一讀，說出詞語的意思。這個題型讓學習者先連結詞語的音及

句子，再寫出字，跳脫了讀的練習，讓學習者也熟悉詞語的發音；然而接下來

讀一讀之後說出詞語的意思的練習，則較不適合自學者。 

(Ⅰ)冊在以上三種題型結束以後條列出五至六個「實用招牌句」59，並列有

指令，讓學習者大聲誦讀以後背下來，不算是練習，可視為參考用。第(Ⅱ)冊

難度增加，則提供實用招牌句的練習，讓學習者將句子放進一組挖空的對話中，

一個句子對應一組對話，對話暗示使用句子時的語境，學習者要練習招牌句，

先由語境判斷，課堂上教師再詳加解釋以後，學習者能更理解並活用這些句子。

例如在第五課，六個實用招牌句中的其中一句為「有這事嗎？」，要填入下面

的對話中： 

A：聽說，上周末你在酒吧喝醉了，__________________？ 

B：誰說的？像我這種海量，什麼時候喝醉過？60 

這本教材的課文相關內容練習及詞語練習的參考答案可在其出版社的網站上

下載；然而從功能項目練習開始，綜合練習、情景練習及交際功能與任務則因

為屬於半開放性的練習，所以沒有參考答案。豐富而多樣的練習題是這本教材

的特色，但是缺乏部分參考答案，對自學者來說還是比較不便的。 

5. 功能項目練習 

(1) 練習題數 

    功能項目是指詞語或句型在溝通時所表達的語用功能，在教材中跨課連續

編號，(Ⅰ)冊有二十七個功能項目，每一課約一至兩個；(Ⅱ)冊有五十六個功能

項目，每一課約三至四個，可見《發展漢語─中級口語》十分重視功能練習。

每一個功能項目有二至三個練習題。對學習者來說，認識詞語或句型的功能，

                                                       
59 此處的「實用招牌句」為該教材設計的名稱，讓學習者將整個句子放入相應的情境中。 
60 路志英：《發展漢語─中級口語》(Ⅱ)，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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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際活動中活用，對語言學習非常有幫助，這樣的練習在其他華語教材中並

不常見，非常值得參考。 

(2) 練習題型 

    功能項目的練習題型只有完成對話一種，然而(Ⅰ)、(Ⅱ)兩冊的呈現方式

不同。(Ⅰ)冊在每一個功能項目之下先編號列出詞語或是句型，接下來有一個

以不同顏色標註該詞語或是句型的例句，之後是完成對話的練習題，屬於半開

放式的練習。第(Ⅱ)冊則是在每一個功能項目之下先列出一個例句，接下來以

分號隔開多個表達該功能的詞語或是短語，之後同樣是完成對話的練習題。

(Ⅰ)冊以詞語的表達功能為主，(Ⅱ)冊則是以整個句子的表達功能為主，學習

者循序漸進，可以逐步活用各種表達功能。這套教材的(Ⅰ)、(Ⅱ)兩冊在各方

面都有明顯的難度區隔，可以看出編寫者的用心之處。 

6. 綜合練習 

(1) 練習題數 

    綜合練習只出現在(Ⅰ)冊，每一課有二十到二十五個題目，針對整課的詞

語和句式，要求學習者活用，數量雖多，然而對學習者是必要的。 

(2) 練習題型 

  綜合練習的題型有三種，第一種較常出現，讓學習者根據提示的詞語和句

式完成一段至少五輪的對話，每一段對話並有情景的說明，幫助學習者理解及

活用；第二種題型則是開放式的問題，讓學習者表達對該問題的看法。第一種

題型每課皆有，具體地引導學習者使用詞語和句式，屬於制式的練習；第二種

題型沒有正確答案，題數較少。 

7. 情景練習 

(1) 練習題數 

  情景練習與綜合練習一樣也只出現在(Ⅰ)冊，每一課有三至四個題目，情

景是會話時一個重要的因素，依據不同的情景，語言有不同的語用意義，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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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必須經由情景的設置，才能對語用的用法有更透徹的了解並實際運用。 

(2) 練習題型 

   情景練習的題型分為三種，充分地運用了情景的各種形式，並依照下列的

順序排列：最先出現的題型是情景設想，題幹為一個假想的情境，並給出四種

可能有的選擇，讓學習者用該課學到的詞語、句式和表達方式回答。學習者除

了選擇以外，還必須解釋原因。第二個題型是開放式問答題，題目與該課內容

相關，學習者練習表達自己的意見。第三種題型為小組活動，讓學習者互相討

論一個問題或是合作演一齣話劇，並有討論內容的提示。見附錄二。 

8. 交際功能與任務 

(1) 練習題數 

    交際功能與任務是(Ⅱ)冊才有的練習，置於每課最後，每一課有兩個題目，

都需要兩個人以上討論。題目不多，但是學習者需要花很多時間準備及討論，

若是在課堂上，學習者發表討論的結果，教師給予意見。這樣的練習對學習者

的幫助很大，但較不適合自學。 

(2) 練習題型 

    交際功能與任務的題型有兩種，題幹都是與該課主題相關的任務，一種是

小組討論的形式，一種是兩人一組進行對話或是辯論，並運用題幹中提供的詞

語和句式。出現在(Ⅱ)冊的這個練習，與(Ⅰ)冊的情景練習相似，不過難度較

深，較適合在課堂上，由教師引導說明。 

(五) 多媒體配套 

    這套教材的(Ⅰ)、(Ⅱ)兩冊各附有 MP3 光碟一張，每一課有兩首曲目，第

一首為生詞，朗誦一遍；第二首為課文的朗誦，由於課文都是對話文，所以由

一男聲及一女聲朗誦一遍。朗誦的速度接近母語者說話時的正常語速，中級

程度的學習者可以將每個字聽得很清楚，雖稍不符合實際對話時的速度，但

有助於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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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來說，《發展漢語─中級口語》的主題豐富多元，切合時代脈絡，並符合

上述所有教材編寫原則，惟版面的設計可以再活潑一些，提升趣味性。此教材結合

一般傳統重視語法的教材與任務型教材，既有語法點的功能的解說，也有交際功能

的練習，是十分優質的華語口語教材。 

第三節 《爾雅中文：溝通─任務型中級漢語口語》 

2012 年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爾雅中文》系列教材，是針對以漢語作

為第二語言的學習者的漢語專業本科系列教材，在中國屬於新一代的大型系列教

材，而《溝通─任務型中級漢語口語》為其中的聽說類分支教材，屬於漢語口語系

列，是以任務型語言教學理論編寫而成，此為其特色，全書分為上、下兩冊，供中

級華語的學習者使用一年。這套教材的編寫工作始於 2007 年，編者為具有長年教

學經驗的教師，並也曾參與中國前一次大型系列教材的編寫工作。出版前經過幾個

學期的試用，教學對象為來自世界上八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上千名留學生，教師匯

整學生的學習情況，分析研究，做出適當的修訂、更新。這套教材獲選為中國國家

重點出版物出版規劃項目，是一套得到專家學者及學習者高度評價的高水準口語

教材。61上冊單課內容請見附錄四，下冊單課內容請見附錄五。 

(一) 編寫理念 

《溝通─任務型中級漢語口語》期望透過任務把語言輸入和輸出自然地連結

起來，讓學習者在運用語言的過程中不斷地建構、豐富自身的漢語口頭表達系統，

全面提高口語表達能力。全套教材以學習者的需求為中心設計任務活動，有配對、

小組及全班互動合作等不同類型，結合多種技能，讓學習者實際進行口語溝通及交

際，聽、讀、寫都以「說」為目標。除此之外，每個單元最後的「評價表」設計，

幫助學習者運用學習策略，注意掌握及反思自已的學習情況。 

                                                       
61 參見趙雷：《溝通─任務型中級漢語口語》(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12 年 12 月)，頁

6。 



doi:10.6342/NTU201601651

40 

(二) 適用對象 

此教材針對以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學習者的漢語言專業本科學習設計，適用

於二年級的學習者，於一年內使用上、下兩冊。內容設計以外國學習者在中國學習、

生活以及未來生活、工作各方面為主題，即使學習者並非以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漢

語言專業本科，教材中的詞彙、語法程度及主題仍適用於在中國學習的一般學習者。 

(三) 整體架構 

教材分為上下兩冊，每冊皆由四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的「總序」、「本冊序」

及「致使用者」說明教材的編寫理念、理論基礎以及給教師、學習者的教學建議。

「目錄」，分為課本及 MP3 目錄，課本目錄標明每一課的課名及頁數；MP3 目錄

標示錄音文件和課文頁碼的對應。課本目錄頁面下方並有圖標使用說明，與其他華

語教材相比，這套教材使用的圖標數量相對較多，以直觀的方式傳達所代表的意義，

是語言教材應多加利用的，本文之設計將納入。 

第二部分為長達兩頁的「請記住：你經常要用的句子」單元，上下兩冊的內容

相同，列有口語表達時重要的溝通用的句子，分為以下四個情境：向對方提出請求、

驗證自己的理解、解釋自己的意思及對話應答，每個情境以中文說明並附有圖片，

提供四至五個例句。這個部分可以視為整套教材的基調，以情境為基礎，訓練學習

者準確使用詞語及語法的時機。 

第三部分為主軸的教學單元，上下兩冊連續編為十八個單元，除了這十八個單

元以外，另有兩個作為起始及總結的單元。起始的單元為上冊第一單元之前的「開

篇：用中學」，讓學習者明確自己的口語學習目的及簡要了解口語課的教學目標；

這套教材以「用中學」作為篇名，開宗明義地標示了編寫要旨，希望讓學習者能在

使用語言的同時學習。總結的單元為下冊最後一個單元─第十八單元之後的「語言

實踐報告」，作為學習完整本教材的總整理，這份報告讓學習者分組進行大型調查，

學習者必須分組後分工，自行設計問卷，並完成書面及口頭報告，教材中並附有小

組評價表及自我評價表的格式，說明每個學習者應該達成的目標。評價表格式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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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學習者都已經從先前的單元中學習過，因此此語言實踐報告的設計能引起學

習者很高的興趣及動機，非常值得參考。 

最後一個部分為「附錄」，分為兩個部分，附錄一為錄音文本及部分練習參考

答案，附錄二為詞語總表。學習者可以使用錄音文本確認聽力，日後也可作為閱讀

的練習。詞語總表的詞彙依照漢語拼音的英文字母順序排列，列出詞彙的詞性、拼

音、英文釋義及課別。整套教材的適用對象非常明確，使用簡體字，不另外標註繁

體字。這套教材全以彩色印刷，圖文並茂，視、聽、說內容相結合，以中文寫成，

唯生詞的部分以英語為媒介語。 

(四) 教學單元 

    作為教材主軸的教學單元與一般常見的華語綜合教材及本文分析的現有口語

教材有相當程度的差異，上下冊共十八個單元，每個單元固定劃分為六個部分，如

下表的 1 至 6，每個部分之下另有固定的項目，下表為此教材所提供的原架構表，

於表後依序分別說明。 

表 3-2 《溝通─任務型中級漢語口語》教材架構表 

單元主話題─ 

單元目標 

1.分話題. 

(1) 課前預習 

(2) 熱身 

(3) 演練與交際 (數個任務活動) 

(4) 語言聚焦 

2.分話題 

(1) 課前預習 

(2) 熱身 

(3) 演練與交際 (數個任務活動) 

(4) 語言聚焦 

3.視聽說 

(1) 課前預習 

(2) 情境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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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語言聚焦 

4.紀錄與評價 

(1) 我的備忘錄 

(2) 評價表 

5.相關連結 與該單元相關的語篇 

6.語言工具箱 與該單元相關的詞語彙總 

(資料來源：趙雷：《溝通─任務型中級漢語口語》(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6) 

每個單元的開頭列出四至五個單元目標，讓學習者有所依循，為學習做準備。 

1. 分話題 

    《溝通─任務型中級漢語口語》上下兩冊以連續的單元編排，每個單元之

下分為兩個話題，與該單元主題相關。下表所列為各單元及其話題，可看出單

元下的兩個主題除了彼此相關，也有深淺的層次差別： 

表 3-3 《溝通─任務型中級漢語口語》各課標題 

上冊 

第一單元 寒暄問候：初次見面、打招呼 

第二單元 煎炸燉炒：煎炸蒸煮炒燉、談論飲食 

第三單元 住房家居：談論住房、租房 

第四單元 穿衣戴帽：描述服裝、談論服裝 

第五單元 交通出行：旅遊、交通 

第六單元 生活購物：購物、貨比三家 

第七單元 留學中國：生活點滴、生活求助 

第八單元 入鄉隨俗：風俗習慣、入鄉隨俗 

第九單元 視聽說─電影《刮痧》 

下冊 

第十單元 醫療健身：求醫看病、運動健身 

第十一單元 戀愛婚姻：美好愛情、婚戀問題 

第十二單元 和睦家庭：和睦家庭、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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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單元 電腦網絡：電腦世界、網絡生活 

第十四單元 傑出人物：描述人物、談論人物 

第十五單元 職業選擇：工作職責、職業意向 

第十六單元 工作面試：面試準備、模擬面試 

第十七單元 迎接挑戰：面對災難、迎接挑戰 

第十八單元 視聽說─電影《女人的天空》 

每個單元之下的兩個分話題皆分為四個項目：課前預習、熱身、演練與交

際及語言聚焦。這四個項目，內容隨著分話題而改變，不拘泥於形式，而是根

據話題的特性設計相符的交際活動，可以看出教材設計者的用心。實際生活中

的語言交際原本就不能僅以幾個形式概括，設計教材時必須多花費心思，這是

其他華語教材中較少見的，若日後能成為華語教材的一個典型，將對學習者有

更大的助益。 

(1) 課前預習 

由於是預習，這個部分包括一至三種練習形式，最常見的是連結詞語及詞

語的意思，其次為選詞填句子或是填表。例如，在「煎炸蒸煮炒燉」的單元中，

設計一個表格讓學習者勾選各種食物適用的烹煮方式；又如在「入鄉隨俗」的

單元中，用真實人物的照片讓學生從提供的詞語中選出正確的行禮方式。課前

預習的篇幅都不多，最多佔一頁半，重點提示單元中會學習到的關鍵詞語，與

一般的華語教材中的生詞單元不同，詞語的意思以圖片、句子及中文釋義呈現，

較為多元而不單調。 

(2) 熱身 

    這個部分的篇幅不長，在一頁至一頁半之間，為接下來的主要部分─「演

練與交際」準備，練習初步將詞語運用在簡單的問答題，多為分組進行，馬上

就讓學習者在互相溝通的情境中使用語言，並練習使用教材開頭的「你經常要

用的句子」。練習的形式一樣根據話題而有差異，常見的為兩人一組將課前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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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詞語歸類填入表格中，接著分組競賽並說出詞語的意思；或是看相片猜或

說出相片的內容，接著討論相關問題。 

(3) 演練與交際 

這個部分為單元中最精華的部分，依據話題設計各種不同的交際活動，主

要有兩種形式，最常見的為「模擬角色」，以兩人或是多人進行。流程為先聽

錄音填空一段對話，之後兩人一組根據教材上所寫的具體要求進行對話，對話

的情境與錄音時聽到的情境類似，最後依組別在全班面前表演，老師及其他學

生評述。另一種形式在其他的教材較為少見，然而能有效地訓練聽說能力，這

種形式稱之為「故事會」，兩人或是三人一組，閱讀教材中的兩或三篇故事後，

複述給另一個人聽，並回答故事最後的假設性的問題。兩或三篇故事的主旨類

似，但是內容不同；有時故事以圖片呈現，但兩個人看的圖片順序不同，在複

述時亦必須與對方討論正確的順序。故事會的一個規定符合語言交際的實際

情況：在三個人一組的情況之下，要求複述的時間必須隨著次數簡短，也就是

訓練學習者在不斷複述訊息時，能找出訊息中的重點，並在有限的時間中精準

地傳達。 

「演練與交際」使用各種方法將實際生活中的交際活動編寫為教材，種類

非常豐富，混合搭配聽、讀、寫等各項要素，篇幅長且圖表設計活潑，除了要

求學習者理解外，也要求與他人溝通合作，可以看出編者對口語表達設計的巧

思。 

(4) 語言聚焦 

話題的最後一個部分，總結課前的預習，及各種交際活動之後，再次讓學

習者將焦點放在詞語上，這個部分同樣依話題而有所差異，常見的是在一個已

知的情境之下，將提供的詞語填進一個段落中，段落不長，但能提示詞語使用

的時機，讓學習者更加理解詞語的用法。其它如：完成對話、學說繞口令等，

活潑生動，且有總結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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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視聽說 

(1) 課前預習 

    這個部分讓學習者看一段三分鐘的影片以後，理解人物使用的語氣，朗讀

並做配音表演。因此，課前預習列出影片中的生詞、拼音及其中文注釋，讓學

習者連結正確的意義。 

(2) 情境配音 

    學習者看一段三分鐘的影片，擷取自中國拍攝的真實的電視劇及電影，內

容與該單元主題相關，教材中有對白及劇照作為提示，學習者看完以後就其內

容進行問答，並分角色朗讀情景後表演，重點在於按照情境表現出人物說話時

的語氣。如不熟悉，可以再看一次影片，充分練習。 

(3) 語言聚焦 

視聽說的「語言聚焦」與兩個分話題的「語言聚焦」名稱相同，但內容不

同，視聽說的「語言聚焦」主要是配合情境配音中的影片，讓學習者練習用不

同的語氣說句子或是完成對話，以及繞口令練習。理解語氣的用法，是較為困

難的，除了聽錄音之外，更需要的是理解使用的時機及情境，因此搭配影片是

非常合適的，在前一個部分練習配音以後，再練習在新的情境中自主使用。 

3. 紀錄與評價 

每個單元都有以下兩個表格，讓學習者記錄自己的學習情況，並評價自己

的表現。兩個表格設計在同一個頁面上，項目些許流於制式，學習者對其興趣

可能不高。 

(1) 我的備忘錄 

    備忘錄設計為一個表格，包括日期、本單元學過的最有用的語句、容易錯

的語音語調和語句等三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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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評價表 

評價表同樣設計為一個表格，包括日期及 1-5 的評分，5 分為最高分，項

目大致有 9-11 項，前 3-4 項根據單元的主題而有差別，後面的 5 項則固定是

讓學習者評估自己與小組互動的表現。 

4. 相關連結 

相關連結的內容根據單元的主題而有所不同，這是這套教材最大的特色，

其中有各種形式，內容相當豐富。例如：在留學中國這個單元中，相關連結是

兩個表格，分別是中國大陸地區常用求助電話及郵政基本資費表，表格中詳細

說明內容，並有簡單的情景題目給學生練習。又如在交通出行的單元中，有四

個相關連結：中國世界自然文化遺產名單、中國風景名勝舉例、酒後駕駛五大

危害及世界各國酒後駕車處罰規定，這些連結有文章的形式、圖片的形式及表

格列舉的形式，給學習者多樣的輸入，貼近單元的主題，對學習者來說非常實

用，能提高其學習動機。 

5. 語言工具箱 

這個項目類似一般教材的生詞表，不同於其他教材放在單元的開頭或是

課文之後，而是在整個單元的最後，按照意義分類分成數個表格，連續編號，

表中列出拼音及英文註釋，沒有標註詞性，沒有例句。由此可看出這套教材主

要訓練學習者的交際能力，詞語是次要的部分，希望學習者只在需要的時候參

考翻閱，這個部分是整本教材唯一出現媒介語的地方，也有教材不希望學習者

依賴媒介語的用意。 

6. 視聽說 (第九及第十八單元) 

與每個單元之中的視聽說不同，分別在上下兩冊的最後一個單元，內容都

是觀看電影的片段，兩個單元的電影不同。單元的內容有熱身、演練與交際、

情境配音及語言聚焦。熱身的部分破題，從電影的名稱及圖片引起學習者的興

趣，並簡單地討論。演練與交際是在看完電影以後做的各種練習，例如：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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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圖片依據提示描述人物；三至四人一組看電影的劇照說故事，可以分工合

作，也可以接力將故事說完；分組討論或辯論故事的主題及情節等。情境配音

與單元中的作法相同，教材提供對白及劇照，讓學習者模仿影片中的人物配音，

注意人物的情感變化，語氣情感的表達，語句停頓、重音、語素等。分組進行，

可在全班面前表演，也可以實際錄音，兩種方法都能讓學習者學到不同的說話

技巧。 

(六) 多媒體配套 

為了激發學生的興趣，這套教材以多媒體技術為輔助手段，提供聲音、圖像和

文字等各種語言輸入形式，並製作了配套的多媒體資源，便於師生使用。與其他教

材相比，出版這套教材的北京語言大學除了光碟以外，還建置了一個漢語教學、學

習、文化體驗數位服務平臺，包括教材配套資源、學習資源、教學資源和文化體驗，

內容豐富，資訊詳盡，學習者可以透過這個平臺在課後進行各種學習活動，也能在

平臺的論壇上與其他學習者互動，對學習的助益極大。為教材建置的線上平臺的意

義在於活化已出版的紙本教材，能將與讀者的互動作為編修教材的參考，並有效提

高教材的能見度，是未來出版教材必須具備的。 

整體來說，《溝通─任務型中級漢語口語》展現了嶄新的教材設計理念，針對

口語能力的各項特色，用心編寫活潑而豐富的交際活動，是少見的精緻華語教材。

全書以彩色印刷，內容豐富，份量多而不厚重，惟版面的設計還可以加強，因為教

學單元的架構較為龐雜，索引的設計不佳，不容易檢索。 

 

第四節 《快樂學漢語・説漢語〈中級〉-中國語會話》 

《快樂學漢語・説漢語〈中級〉-中國語會話》由早稻田總研國際株式會社的

漢語小組編輯，該小組在提供早稻田大學漢語教育課程上享有高度評價。全套共分

為四級五冊：初級分為上下冊，準中級一冊，中級一冊及中上級一冊，由早稻田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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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國際株式會社出版。編者通過對早稻田大學學生進行漢語口語教學獲取實際經

驗，並在北京語言大學及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的協助下編寫，是日本出

版的教材當中較完整的系列教材。蘇弘在《日本『快樂學漢語說漢語』系列漢語會

話教材的考察》中提到日本漢語教材的出版現況：雖然購買的管道多而方便，而且

種類齊全，內容形式新穎豐富，版面設計趣味性，裝幀精緻，但是詳加分析後發現

教材的系統性不強，成套的教材不多；由於日本沒有統一的漢語教學大綱，所以內

容難度水平參差不齊，相互重複現象嚴重，這些是日本漢語教材「多而全」後面所

呈現出來的問題。62《快樂學漢語・説漢語〈中級〉-中國語會話》系列教材雖然較

為完整，然而內容及份量皆仍略顯單薄。單課內容請見附錄六。以下深入分析其內

容： 

(一) 編寫理念 

《快樂學漢語・説漢語〈中級〉-中國語會話》以實用、生動為第一編寫原則，

安排語法點由易到難，練習題採用精講多練的原則，使用許多生動活潑的彩色插畫，

幫助學習者理解語法和課文，激發學習者的興趣。全套教材雖然採用簡體字編寫，

但是為了因應學習者不同的需求，生詞表中同時標註了簡體字及繁體字，也標註了

中國與臺灣發音的差異，以便學習者使用。 

(二) 適用對象 

這套教材以日本留學生、觀光客、上班族在中國或臺灣時會面臨到的話題為

綱，再以介紹中國文化、一般時事為輔，由淺入深地選擇實用口語語句，滿足他們

的日常生活需要。在教材的難易度方面，生詞採用中國漢語水平考試(HSK)詞語等

級為基準，所有生詞範圍以「漢語水平詞彙與漢字等級大綱」的一、二、三級為基

準，另外有一些超出等級的詞彙，是現代中國、臺灣的社會用語，或是留學、觀光、

洽商的重要用語，也收入於教材中。語法的難度則以「漢語水平等級標準與語法等

                                                       
62 參見蘇弘：《日本「快樂學漢語說漢語」系列漢語會話教材的考察》(廣州：中山大學漢語國際

教育專業碩士論文，2012 年)，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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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大綱」為標準，因此適合具有漢語基礎的漢語學習者。 

(三) 整體架構 

除了「教材使用說明」及「目錄」外，這本教材由四個部分組成。一為「課堂

用語」，分為常用詞及常用句兩個段落，常用詞有十四個，常用句有十個，漢字的

上方標註拼音，沒有任何注釋及說明。二為主軸的教學單元，共分為十課。三為「補

充資料」，包含課文的拼音及日語翻譯、生詞的日語翻譯；正課中只有在詞語用法

的說明使用日語。四為「生詞表」，詞彙依照漢語拼音的英文字母順序排列，列出

詞彙的拼音、詞性、日語翻譯及課別。在正課中生詞雖然簡繁並列，但是檢索用的

生詞表只有簡體字。 

(四) 教學單元 

主軸的教學單元分為十課，每一課固定有七個部分，分別為本課要點、課文、

生詞、詞語用法、話題練習、自由表達及課後練習。 

1. 本課要點 

    每課的第一個部分為本課要點，每課都分為三個要點，條列為三行。第一

點及第二點為根據課文的主題分別談論中國以及中國與日本的差異；第三點則

是該課的語法點，讓學習者對該課的內容有大致的了解。 

2. 課文 

(1) 課文主題與體裁 

    《快樂學漢語・説漢語〈中級〉-中國語會話》分為十課，課文的標題以主

題的方式呈現，是在中國生活的一些常見的話題，詳細如下： 

            表 3-4 《快樂學漢語・説漢語〈中級〉-中國語會話》各課標題 

第一課 演唱會 第六課 教育 

第二課 大學生活 第七課 婚姻戀愛 

第三課 北京和上海 第八課 獨生子女 

第四課 高考 第九課 春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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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 請客  第十課 找工作 

(2) 課文長度 

    課文的長度約在 300 至 400 字之間，文體為一般的對話文，以中級程度

的課文來說，較為簡短。每一課文之後都附有「課文練習」，有兩種題型，分

別為回答問題及根據提示語介紹該課主題，各有 8 至 10 題不等。此練習設計

的目的為確認學習者對課文內容的理解以及用自己的話複述課文內容的能力。 

3. 生詞 

(1) 生詞數量 

    生詞分為生詞及固有名詞或是專有名詞兩種，每一課的生詞數量為 25 至

31 個，固有名詞則為 1 至 3 個。生詞以中國的用詞為標準，臺灣與中國兩地

不同的用詞則附在生詞表的最後。 

(2) 生詞注釋方式 

    正課的生詞表中無注釋，以日語注釋的生詞在教材最後的附錄中。課文中

不標註生詞，生詞表依序標示簡體字、繁體字、拼音及以中文標示的詞性，每

個生詞搭配一至二個例句。此設計讓學習者練習先以例句的語境理解生詞的意

義，如果需要確認，可再自行參見附錄，此作法較少見，不過對中級學習者而

言，是一個能訓練其語感的作法，相當值得參考。 

4. 詞語用法 

    每一課約有三至四個詞語用法，為該課的重點詞語。首先分項列出課文中

用到該詞語的例句，詞語下方以黑點標註，接著以日語說明詞語的詞性、意義

及用法後，再列出二至三個例句，同樣在目標詞語下方以黑點標註，方便學習

者辨識。此為教材中唯一使用日語作為媒介語之處，可以推斷是因為詞語的用

法對日籍學習者來說比較困難的關係，不過若教材能使用初級程度的華語說明

詞語用法，加強學習者的語感訓練，將較為理想。 

    每一個詞語用法有三至四個練習題，題型有完成句子、完成對話、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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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語回答問題等三種，是針對詞語常見的練習，其中有若干課，語法點的練習

也編寫在這個部分，例如：「不管……都……」、「這倒是，不過……」以及「只

要……就……」等。每一個詞語都有兩個以上的例句，並搭配彩色圖片，是此

教材特別之處，讓學習者更能理解詞語用法的細微處。缺點在於教材中沒有提

供參考答案，對自學的學習者來說比較不方便。 

5. 話題練習 

    話題的練習只有一個題目，並有三個內容提示及三至四個詞語提示，讓學

習者談論該課的話題。學習者可以根據提示練習，也可以自由發揮。話題練習

的題目目的是要學習者談論自己與該話題的關係，或是中日的文化比較，對話

題做較深入的討論，在內容上學習者很容易發揮，適合在課堂上討論，自學者

也可以自行練習。 

6. 自由表達 

    自由表達的練習與話題練習一樣，只有一個題目，題目通常即為該課主題，

只是範圍較大，沒有任何提示，完全讓學習者自由發揮。學習者必須對該主題

有充足的背景知識，或是必須在課前蒐集資料，才能有較好的回答，這個部分

是每一課的總結。整體來說，這本教材在每一課的開頭以課文引起學習者的注

意，然後讓學習者練習使用生詞，再以提示輔助學習者討論話題，最後以深入

的話題討論結束，符合實際交談時的順序及情況。以教材的整體架構來看，這

個設計讓學習者對主題有由淺到深的認識及討論，符合學習認知的過程，在教

學上教師可以加以運用，訓練學習者的思考能力。 

7. 課後練習 

    課後練習的題型每一課固定有選擇填空及用指定詞語完成句子兩種，選擇

填空的題數為三至四題；用指定詞語完成句子屬於的題數為六至七題。上述的

話題練習及自由表達屬於口語會話的練習，此處的課後練習則為閱讀書寫的練

習，針對一整課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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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多媒體配套 

    此教材附有 MP3 光碟一張，每一課有兩首曲目，第一首為生詞，由一男

聲及一女聲將每個生詞各朗誦一遍，共兩遍；第二首為課文的朗誦，由於課

文都是對話文，所以也是由一男聲及一女聲朗誦，共一遍。朗誦的速度略微

緩慢，中級程度的學習者可以將每個字聽得很清楚，只是不符合實際對話時

的語速。 

整體來說，《快樂學漢語・説漢語〈中級〉-中國語會話》為日本當地出版，並

結合日、中、臺三地專家學者合作編寫而成的教材，符合國別化教材編寫的國際合

作原則；針對日籍學習者設計，亦符合針對性的編寫原則；然而版面的設計較為單

調，雖然主題切合時代及學習者的需要，但是內容的量較為單薄，多媒體方面的設

計也不夠豐富，在為數甚少的國別化教材中，質量仍有許多待加強之處，是較為可

惜的。 

第五節  三份華語口語教材綜合分析 

 以上為針對中國與日本兩地具有代表性的三套教材的個別分析討論，本節將

討論三套教材設計的優劣，期能找出最適合日籍學習者的華語口語教材設計要點。 

(一) 教材架構 

1. 編寫理念 

兩套中國出版的教材《溝通─中級漢語口語》以及《發展漢語─中級口語》，

以華語母語者的角度編寫，日本出版的《快樂學漢語・説漢語〈中級〉-中國

語會話》由中日臺三地合作編寫而成，三份教材相比，日本出版的教材因為

主要編寫者包含日籍專家學者，所以能確實考慮到母語編寫者較不容易注意

到的學習者的需求。例如：中國與臺灣兩地除了字體相異以外，亦有日益增

多的語言使用差異，教材將字體、語音與詞彙的差異標示出來，一目瞭然，以

學習者為中心，讓學習者依各自需求學習。目前中國和臺灣兩地出版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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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寫的內容都是以當地的語言使用現況為準，沒有考慮到兩地的差異之處是

學習者在生活中確實會遇到的難題，需要教材或是專書的協助。放在教材中

讓學習者與華語的學習並進，對他們的負擔也比較輕。 

2. 系列化 

三套教材，皆按程度分級，形成完整的系列教材。中國出版的兩套教材依

語言技能分類並分級，課文及詞彙量的內容相當有份量；從版面編排也看得出

編寫者的用心。日本出版的《快樂學漢語・説漢語〈中級〉-中國語會話》雖

亦自成一個系列，一共分為四級五冊，然而最高只到中上級的程度，沒有高級

程度，每一冊的份量及內容稍嫌單薄。從初級晉升到中級程度以後，必須在詞

彙與語法量上有效累積深化及擴展，才能漸漸晉升到高級程度。該教材每一個

等級的整體詞彙及語法數量皆明顯偏少，內容版面的編排設計也給讀者不嚴

謹的印象，是較為可惜之處。 

3. 學習地圖及課後檢核表 

以學習者的角度來看，選擇適合自己的教材時，除了翻閱目錄及整本書以

外，一個完整的學習地圖是更有幫助的，尤其是現在網路購物已漸漸成為主流，

能實際接觸到紙本教材的機會不多，因此教材中如附有一個簡潔且能詳細傳

達教材內容的圖表，不但能增加教材銷售的機會，更能讓學習者掌握教材內容

以及自己的學習進度。學習地圖常見於國外出版的語言教材，近五、六年出版

的華語教材也紛紛跟進。地圖顧名思義就是提供使用者前往目的地的路徑，學

習地圖則提供學生一條清晰明確的學習路徑，常見的項目如下：課號、主題、

語法點、學習目標；不同的教材還包括其他項目，如《發展漢語─中級口語》

還有該教材特有的實用短句、文化焦點等。在開始學習時有一個學習地圖鳥瞰

學習項目，在每一課結束時也有一個檢核表，讓學習者在課後檢視是否已達到

該課的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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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詞索引 

目前大部分的華語教材以漢語拼音的英文字母的順序編排生詞索引，不

過考慮到不同國家的學習者的需求，應可以再增加不同的索引方式。以日本出

版的教材為例，以漢字筆劃的劃數作為索引方式，對於非屬拼音語言的華語而

言，非常有幫助。生詞索引除了標示生詞的拼音、詞性及所屬課號以外，日本

出版的《快樂學漢語・説漢語〈中級〉-中國語會話》將生詞的日語注釋列在

索引表中，而不是在正課裡，是一個很好的方式，避免學習者過分依賴母語。 

5. 多媒體配套 

語言的學習包含聽說讀寫四種能力，編寫語言教材困難的部分在於聽力，

以往紙本教材皆搭配錄有音檔的光碟，不過現在恐已很難滿足熟悉數位科技

的現代學習者。相對來說，國外的語言教材在多媒體的配套方面已經發展得相

當成熟，例如，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的各式英語教材，早已不再使用光碟，而是

提供一個有豐富學習資源的網站，供學習者自由搭配教材使用，不但適合在教

學機構中使用，更適合自學者。唯一的缺點是，網站的設置及經營需要大量的

人力及財力，這一點也反映在教材的售價，設計教材時必須考量到市場的接受

度。目前華語教材的多媒體配套明顯顯得不足，大部分教材只有音檔，提供影

片的教材，更是屈指可數。如何提供既經濟又豐富的多媒體學習資源，是設計

華語教材時一個值得考量的課題。 

(二) 教學單元 

1. 詞義標註及例句搭配 

中級程度的學習，必須擺脫母語，以全華語的形式設計教材，是較為理想

的。兩套中國出版的教材的生詞都以英文注釋，以中文標示詞性，生詞沒有搭

配任何例句，學習者無法練習生詞的活用，較為可惜。日本出版的教材在生詞

表中兼顧簡繁體字，並附有一至二個例句，日語注釋則僅列在教材的生詞索引

中，作為參考，以免干擾學習者學習，是較理想的作法。教師可以依照課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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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需要採用日語注釋善加運用，不必完全依照教材進行教學。 

2. 課文 

兩套中國出版的教材在長度、排版形式及主題多樣化方面皆明顯優於日

本出版的教材。除了會話文以外，還包含口語表達的各種形式，長度亦符合中

級的程度，讓學習者不斷地挑戰。在主題的部分，《溝通─任務型中級漢語口

語》更在一個主題之下再分為深淺兩類，有層次性，不流於表面，應能滿足中

級學習者的需求。 

3. 語法點說明 

日本出版的教材在語法解說的部分以日語解釋，中國出版的《發展漢語》

以中文解釋，《溝通─任務型中級漢語口語》則沒有設計語法點的單元。以中

級的程度來說，不提供媒介語較為合適；然而日本出版的教材可能為了順應在

日本學習的學習者的習慣，避免讓其有不安的情緒，所以以日語解說。由此可

見在不同語言環境的學習者需要不同的教材設計來協助學習，編寫教材若有

跨語言的教材設計團隊參與，會更為理想。 

4. 練習題 

中國出版的兩本教材的特色在於圖片的搭配、語境的提示都非常豐富，其

中又以《溝通─任務型中級漢語口語》為最，沒有固定的練習題形式，而是根

據單元的主題設計不同的任務型交際活動，可以視為口語教材注重語言交際

功能的具體作法。日本出版的教材缺乏情景或是交際功能的練習，只有簡單的

問題讓學習者發表意見，稍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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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種教材之異同，茲以表格說明如下： 

表 3-5 《發展漢語─中級口語》、《溝通─任務型中級漢語口語》與《快樂學漢語說漢語》三套教

材之異同 

 《發展漢語─ 

中級口語》 

《溝通─任務型中級

漢語口語》 

《快樂學漢語 

說漢語》 

出版地 中國 中國 日本 

編者 中國 中國 中、日、臺三方合作 

課文形式 對話及短文 

以對話及短文為主，

偶有簡短說明文或新

詩 

對話 

生詞 

生詞表，以英文釋義，

無例句 

有別於傳統的生詞表

形式，以彩色照片提

示，無文字釋義 

生詞表，無釋義，每個

生詞搭配兩個例句 

字體 簡體字 簡體字 
生詞部分簡繁並列，

其他為簡體字 

語法點 

除了說明語法點的意

思、用法及例句，另標

註功能 

無 

說明語法點的意思、

用法及例句 

練習題 
大量詞語、語法點、情

景及交際功能練習題 

大量任務型交際功能

練習 

語法點的簡單練習及

問答題 

 

本文欲針對中日同字詞特有的屬性及避免學習者常見的偏誤設計教材，經由

本章對現有的教材分析之後，參考其編寫特點，納入本研究之設計，分述如下： 

(一) 學習地圖 

《發展漢語─中級口語》有此鳥瞰學習的設計，稱之為「學習指南」，以一跨

頁表格呈現教材各單元的各個項目，一目了然，對學習者掌握自己的學習非常有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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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本文欲設計的教材，僅詞彙部分就因同字詞分為三種不同的類型，而比一般教

材龐雜，且每種類型亦皆有不同的學習重點，因此將參考此作法，將龐雜的內容清

楚、有條理地呈現。 

(二) 全目的語 

中國出版的兩套教材《發展漢語─中級口語》與《溝通─任務型中級漢語口語》

皆只在詞彙釋義的部分使用英文作為媒介語，除此之外為全目的語，此為一般華語

中級教材普遍的作法。日本出版的《快樂學漢語・説漢語〈中級〉-中國語會話》

則是在詞彙釋義及語法點的說明兩個部分以日語作為媒介語，不過該教材將詞彙

釋義置於附錄，不作為正式教學之用，此作法較為少見，亦有不欲以母語干擾學習

之意。本文欲設計的教材，針對中日同字詞，期望能幫助學習者分辨其意義，因此

同字詞釋義的部分將採取華語、日語雙釋義的方式；至於非同字詞的釋義也將使用

日語，為兩處使用媒介語之處；教材的其餘部分則與一般華語中級教材相同，為全

目的語。 

(三) 語法點 

《發展漢語─中級口語》的語法點設計，除了一般傳統教材的說明及練習以外，

亦提供語法點的功能，並將之視為重點，設計了不同形式的練習，對學習者的口語

交際能力相當有幫助。本文將參考此作法，期望學習者能在不同的情境中活用語法

點，提升自己的華語能力。 

(四) 詞彙後置 

由於《溝通─任務型中級漢語口語》屬於任務型的教材，不同於一般傳統教材，

將詞彙項目置於單元的最後，不作為教學的重點。本文欲設計的教材，中日同字詞

意義的辨析為主要教學內容，同字詞如一般教材置於課文之後，而次要的非同字詞

以及非該篇章的其他類型同字詞將參考此教材之作法，皆置於單元的最後，供教師

及學習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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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乃根據不同的教學法及教學目的設計而成，本文期望藉由觀察及分析已

有之教材，可以仿效活用其創意及巧思，幫助學習者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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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以中日同字詞教學為主之中級口語

教材設計 

以本文第二章文獻探討為基礎，加上第三章的教材分析結果，本章將探討應用

中日同字詞於教材的編寫原則，輔以前人針對日籍學習者的華語習得偏誤研究，提

出並說明以中日同字詞教學為主的教材之編寫理念及整體架構。由於日籍學習者

普遍口語表達能力較弱，不宜因其懂漢字而過分仰賴閱讀，因此本文設計口語教材，

期能對其有所助益。 

第一節 應用中日同字詞之教材編寫原則 

本文欲設計之以中日同字詞教學為特色的教材具有高度的針對性，針對中日

同字詞及日籍學習者，除了第三章所提之華語教材及國別化教材的編寫原則之外，

亦輔以其他較細微方面的原則，以下分別詳述之。 

一、教材的詞彙單元 

詞彙是語言學習的基礎，詞彙教學一直以來都是語言教學中非常重要的一部

分。在教學時，詞彙教學貫串整個教學過程，特別是漢語詞彙強大的造詞能力和廣

闊的應用能力，更讓詞彙教學成為整個華語教學的重點。對於學習者來說，掌握了

大量的漢語詞彙，就意味著他們能在日常學習和交際中佔很大的優勢，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說，詞彙量的多少決定了學習者漢語水準的高低。中日同字詞據研究統計大

概佔了 HSK 漢語水平考試詞彙大綱的一半之多63，如果能完整有系統地學習，將

能幫助日籍學習者發揮最大的優勢。 

                                                       
63 參見張佩珊：《基于新 HSK 詞匯的漢日同形詞對比分析及對日漢語教學對策》，頁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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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是教師在課堂教學中呈現詞彙、重現詞彙的基礎，教師在課堂教學當中，

需要以教材為依據不斷地重複展現生詞；這樣，學習者才有機會在課堂學習以及課

後複習的環節中，不斷地接收一個生詞在各種語境中的不同資訊，並有機會對這個

詞的音、形、義以及語用反覆加深理解、鞏固記憶，自由、準確地從記憶中提取運

用。教材是呈現和重現詞語音、形、義以及語用的最重要依託，對語言學習有著不

言而喻、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特別是在華語為外語的學習環境。因此，一套具有

科學性和實用性的華語教材，必須要注意詞彙選取的方式、詞彙編排的順序、詞彙

的總量以及詞彙的重現率。 

按照教材的結構及體例，教材可以分為綜合型和對應語言技能型兩類，大部分

常見的綜合型教材，依照編寫目的，有各自的詞彙選取原則。為了進一步了解各個

教材相通的編寫原則，樸點熙在《七種漢語教材選詞分析》64一文中利用統計對比

的方法，收集了中國、臺灣、韓國、日本及美國等五地出版的七種教材，分析其所

選詞彙的類型、難易度及選取的特點。他指出這些教材選取詞彙的特點，分別為語

言學傾向、文化詞彙、地域詞彙、社會觀念、時代觀念、詞彙難度等六個方面，反

映了華語詞彙的特點及詞彙教學的議題，是在設計教材選取詞彙時需要注意的。 

樸點熙文中指出韓國、日本及美國三國的教材，超出語言學定義的詞彙，較其

它四套教材更多一些。所謂超出語言學定義的詞彙，該文說明是指遵循嚴格的語言

學標準判定詞和非詞，因為這三國都是非母語的語言環境，所以可能為了適應學習

者的母語背景而列出。例如：韓國和美國的教材列出一些接近句子的詞組，如：「可

不是嘛」、「誰知道」。另外，因為日語和華語有相近甚至相同的用法，所以日本設

計的教材特別在生詞表中列出方位、動補詞組、語言學用詞及其他量詞重複的詞組，

協助學習者辨析詞彙的意義。這說明了日本的教材編寫者已經有同字詞的概念，只

要能幫助學習，詞彙的選取不一定要依照一般的難易度。 

                                                       
64 參見樸點熙：《七種漢語教材選詞分析》(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課程與教學論專業碩士論

文，2000 年)，頁 21。 

http://cnki50.csis.com.tw/kns50/detailref.aspx?filename=2000002672.nh&dbname=CMFD2000&filetitle=%e4%b8%83%e7%a7%8d%e6%b1%89%e8%af%ad%e6%95%99%e6%9d%90%e9%80%89%e8%af%8d%e5%88%86%e6%9e%90
http://cnki50.csis.com.tw/kns50/detailref.aspx?filename=2000002672.nh&dbname=CMFD2000&filetitle=%e4%b8%83%e7%a7%8d%e6%b1%89%e8%af%ad%e6%95%99%e6%9d%90%e9%80%89%e8%af%8d%e5%88%86%e6%9e%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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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中詞彙出現的順序是設計教材時另一個需要關注的焦點。無論是綜合型

或是對應語言技能型，編排詞彙時，考量的重點在於使用的頻率以及難易度，以現

代漢語頻率辭典、漢語水平考試與華語文能力測驗等的詞彙大綱等作為參考，並輔

以教師的實際教學經驗。本文設計中日同字詞教材，詞彙的難易度判定需要別的因

素作為考量的依據。中日同字詞跟一般詞彙不同，中日同字詞的類型也影響難易度。

同字同義詞，不論在漢語詞彙大綱的哪一個等級，對日籍學習者來說都是最容易的；

同字異義詞次之，同字近義詞則是最難的。除了類型以外，張捷楠的《日語漢字詞

對日本學生學習漢語正負遷移及其策略研究》65與曹瑞泰的《日語漢字詞與對日漢

語教學研究：高頻正遷移漢字詞之對日漢語教學新途徑》66都提到既然是為日籍學

習者編寫的教材，因為中日兩國使用漢字的情形與頻率有所區別，也應該將日本常

用的漢字列入選詞的標準。因此，曹瑞泰交叉比對日本文化廳公佈的《常用漢字

表》、《漢字出現頻度數調查(2)》以及《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中的〈報紙、廣播

電視、網路常用字調查〉，歸納出中日同字同義且使用頻率最高的 100 個漢字，以

及包含這 100 個字的多音詞，稱之為「高頻正遷移漢字詞」，作為對日漢語詞彙教

學的參考。本文將其與其他中日同字詞整合，仔細分析其交互作用以後，作為判定

中日同字詞難易度的其中一項依據。 

教材中的詞彙單元是學習時重要的基礎，必須提供學習者關於這個詞彙的重

要資訊，並搭配適當的注釋及編排方式，讓學習者有效地學習。一般教材的詞彙單

元，包括詞彙的意義、發音、注釋、用法說明及例句，有的出現在課文的內容之後，

有的與課文並列，方便學習者一目瞭然。 

本文設計以中日同字詞教學為主的教材，詞彙共分為同字同義詞、同字異義詞、

同字近義詞以及非同字詞四類類型，由於對學習者來說，對字形的第一印象具有重

要的辨別意義，又因詞彙的類型繁多，在課文中全部標示出來，畫面會顯得混亂，

                                                       
65 參見張捷楠：《日語漢字詞對日本學生學習漢語正負遷移及其策略研究》，頁 13。 
66 參見曹瑞泰：《日語漢字詞與對日漢語教學研究：高頻正遷移漢字詞之對日漢語教學新途徑》

(廈門：廈門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專業碩士論文，2008 年)，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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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造成學習的干擾。因此整本教材按照同字詞的三個類型分為三個篇章，該篇章

的課文只列該類型的同字詞，並以粗體標註。從學習者使用中日同字詞的偏誤分析

發現，辨別詞性是非常重要的，不只是課文中出現的詞性，也必須將所有的詞性及

其用法標註出來，讓學習者完整地學習。 

此外，教材除了提供必要的資訊以外，提供資訊的方式不應單一，應避免呆板。

李嶠在《漢日同形詞對比及對日漢語詞彙教學策略》67文中指出中日同字詞的教學

要有針對性，從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依據可以有多種分類方式，每一種都有其視

角與特點，不必一定有固定的角度，但是要選擇一個角度，而不是毫無章法。他針

對意義上的分類提出詳細的教學建議，其中同字同義詞因為大多數是名詞，稱謂語

及學科術語佔大部分，所以他建議採取直觀法教學；而同字異義詞因為數量少，是

最容易的，學習者也易產生學習興趣，可以採取故事教學法。因為有不同的教學法，

所以設計教材時應該注意以不同的方式呈現，融合進教材中的不同單元。 

一般華語教材的詞彙，透過例句、課文及練習題重複出現，加深學習者的印象。

有的教材設計了複習的單元，每三至四課規劃一個複習的單元，混合搭配每一課的

詞彙與語法，讓學習者練習運用學過的語言知識。王亞妮在《漢日同形詞對日本學

生漢語學習的負遷移調查研究》68文中指出，中日同字詞的教材也相同，尤其是學

習容易形成偏誤的同字近義詞，需要多進行總結複習，並且讓學習者在平時的學習

中對同字詞進行分類記錄，不斷循環複習，並學習善用工具書查閱。 

設計教材時應以某種教學法理論為基礎，再依據針對性、實用性、科學性、趣

味性、系統性等大原則編寫。史有為在〈中日漢字詞綴比較與詞彙教學〉69一文中

針對日籍學習者的國別化詞彙教學，提出中日漢字詞綴教學法的概念，無論是華語

或是日語，透過添加詞頭或詞尾派生出新詞，都是常見的構詞方式。對比歸納，發

                                                       
67 參見李嶠：《漢日同形詞對比及對日漢語詞彙教學策略》(哈爾濱：黑龍江大學漢語國際教育專

業碩士論文，2012 年)，頁 8。 
68 參見王亞妮：《漢日同形詞對日本學生漢語學習的負遷移調查研究》(蘭州：蘭州大學漢語國際

教育專業碩士論文，2013 年)，頁 23。 
69 參見趙金銘主編：〈中日漢字詞綴比較與詞彙教學〉《對外漢語詞彙及詞彙教學研究》（北京：

商務印書館，2006 年 7 月），頁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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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中日漢字詞綴相同的地方比不同的地方多，華語的詞綴數量比日語多，如果能抓

住詞綴，展示詞群，漢日對比，分辨異同，以詞綴帶出大量詞彙，將能幫助日籍學

習者有效學習。這個教學法與以中日同字詞為主題教學相同，都是希望以中日兩個

語言相同的地方為出發點。 

曹瑞泰也在《日語漢字詞與對日漢語教學研究：高頻正遷移漢字詞之對日漢語

教學新途徑》70中提出類似的教學法，他統計比對出中日兩個語言能覆蓋最多詞彙

的詞素，並主張以這些詞素為原點，先學習高頻率的詞彙。他也嘗試編寫中日同字

詞教材，但他將 40 個高頻漢字，編寫成類似歌謠的短文，而不是會話文，較缺乏

實用性。上述由史有為與曹瑞泰提出的兩個中日同字詞教學法都認為最好能讓懂

日語的老師帶領學習者學習，但是在實行上比較困難，也比較不是一個理想的教學

法；而如果設計中日同字詞教材時，能將他們的理念及方法帶入，讓即使是不懂日

語的老師，透過教師手冊的教學程序說明，也能順利使用，是比較理想的。 

以上是針對詞彙與教材關係的探討，本文第二章第二節曾提及研究者進行偏

誤研究，透過調查發現一些學習者的特殊心理，會影響他們學習的成效，所以研究

者對教師提出建議，希望教師能提醒學習者注意。筆者也認為，雖然學習的是中日

同字詞，但最重要的關鍵，為加強學習者對同字詞的對比能力，並增強對同字詞異

質性的認識，讓他們明白雖然字形相同，可是兩個語言的思維和表達習慣是很不同

的，要留心並訓練自己體會。進一步來說，就是教學的時候運用技巧，鼓勵學習者

使用華語的思維方式學習，在詞彙教學與詞語辨析的過程中始終貫穿對比教學，加

強學習者對詞義的理解和記憶，讓學習者一開始就明瞭漢語和日語是兩種完全不

同的語言，從而盡快養成漢語的思維習慣，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這個建議非常重

要，但是比較難在教材中呈現，必須仰賴教師隨時叮嚀學習者注意。一本好的教材，

並不一定能在教學中發揮預期作用，而一位教學水準高的教師卻能點石成金，將教

                                                       
70 參見曹瑞泰：《日語漢字詞與對日漢語教學研究：高頻正遷移漢字詞之對日漢語教學新途徑》，

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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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變得更有效用。 

二、教材的其他單元及面向 

設計以中日同字詞教學為主的對日華語中級口語教材，本文於上一段討論詞

彙，包括一般詞彙教學的研究及針對中日同字詞的教學研究；然而一本完整的教材

還有其他面向需要考量，以做出相應的設計。 

以中日同字詞教學為主的華語教材，主要是為了幫助日籍學習者發揮懂漢字

的優勢，同時也希望能加強他們表現比較弱的口說能力。曾有學者針對日語借詞，

提出編寫閱讀教材的建議，如王蓓華的《漢語的日語借詞與對日漢語教材編寫建議》

71一文，她認為主要是因為日語借詞的難度與一般詞彙不同，包含許多超出詞彙等

級的詞，所以可以不考慮難度，編寫學習者有興趣，能激發其熱情的課文。然而本

文認為除了閱讀教材以外，中日同字詞透過針對性的教材設計，包括課文及練習題，

也能對日籍學習者的口說能力有所幫助，有目讀的語言輸入，就可以發展口語的語

言輸出能力，所以應該兩者並重，對學習者最有幫助。最終也不一定侷限於加強某

種語言技能的教材，而是能以中日同字詞讓日籍學習者發揮最大優勢的教材，可以

是綜合多項能力的特別的教材。 

以中日同字詞教學為主的中級華語口語教材設計，除了前面討論的詞彙編寫

原則以外，還包括課文話題的選編、語法項目的編排及練習的設計。 

吳驍婷在《日本學生漢語詞語偏誤分析及教學對策》72文中提出對日漢語教材

的編排問題，文中指出日本出版的漢語教科書，只重視詞義卻不重詞法，學習者無

法避免在造句時不犯錯；翻譯性解釋過多以及練習形式單一。不只是日本出版的漢

語教科書，這些問題在中國以及臺灣出版的對日華語教材中也都可以看到。在真實

語境中，人們不可能只使用詞彙達成溝通的目的，我們可以將詞彙獨立出來學習意

                                                       
71 參見王蓓華：《漢語的日語借詞與對日漢語教材編寫建議》，頁 2。 
72 參見吳驍婷：《日本學生漢語詞語偏誤分析及教學對策》，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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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差異，可是最重要的還是要將它們放在適當的語境中，讓學習者學習。 

語法項目的編排，應按照中級程度，並標註書面語與口語的差異，孫雁雁指出

現在多數口語教材最大的問題還是語體的參雜73。教材中訓練閱讀能力和口語能力

的兩類課文都要注意語體，不要參雜，造成學習者的困擾。 

課文可提供完整的語境，引領學習者從中習得詞彙與語法，因此課文話題的選

編，是否能引起學習者的興趣是很重要的。薛坤在《對外漢語口語教材語境設置研

究》74文中指出應該遵循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理念，建議話題的設置應該要有實

用性、系統性和層次性，避免話題過度集中，教材可以通過如「熱身話題」、「副課

文」、「話題練習」等多種形式設置與課文話題相關且學習者感興趣的問題，來引導

他們思考和表達。 

關於課文的形式，該文建議除了對話以外，中級程度的學習者可以開始練習獨

白和引文，尤其是獨白的語言比引文更接近口語體，有助於成段表達能力的培養。

課文中特定的交際場景也有很強的制約作用，他建議在課文正文的前面註明場景，

或在課文中註明角色並加入一點場景的解說，幫助學習者更快進入情境中，將注意

力集中在學習。其中特別的一點是立體語境的設置，立體語境是指真實語境中的真

實語境，因為即使是現在常用的視聽語境，例如電影、新聞廣播、演講等都還具有

一些表演成份的性質，他建議可以利用錄影設備將現實生活中的交際活動記錄下

來，可以激發學習者的學習興趣，也保證了語境的真實性。 

練習是學習語言的基礎工作，學好語言的關鍵就是多練習。一個語言有不同類

型的詞彙與語法項目，學習語言的學習者，即使來自同一個母語背景，各自的學習

背景也不同，因此在教材中應該要運用不同的方式設計練習題，盡可能地服務大多

數的學習者。何靜姝研究學習理論對設計練習題的啟示，得出幾項編寫口語教材練

習題的建議：由淺入深、將大的語法項目分解成小部分、適合初學成年人的機械式

                                                       
73 參見孫雁雁：〈對外漢語口語教材編寫與研究〉，《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對外漢語教學與研究版》

第 8 卷第 3 期(2010 年 5 月)，頁 24。 
74 參見薛坤：《對外漢語口語教材語境設置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專業

碩士論文，2011 年)，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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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有意義的情境以及強調合作的情境。75 

上述的研究為本文提示了許多於教材中協助日籍學習者學習的方法，以下將

嘗試實際應用，提出本文欲設計之教材雛型。 

第二節 教材的製作流程與架構 

本節將以前一節所歸納之應用中日同字詞於教材的編寫原則為基礎，說明本

文設計以中日同字詞教學為主之教材製作流程與內容規劃，及教學單元的具體內

容。 

一、製作流程與內容規劃 

本教材針對日籍學習者，利用其熟悉的中日同字詞設計教材，編入單套教材中

讓學習者集中認識，發揮優勢，避免偏誤，並加強其表現比較弱的口語表達能力。

本文所設計的教材，其內容規劃如下： 

(一) 教材冊數 

如本文第二章所述，中日同字詞的詞義經由分析整理之後，分為同字同義、同

字異義及同字近義三個類型，數量各有 200-1200 個不等，因此本教材依同字詞的

總量分為上、下兩冊，依照主題編排。除了三大種類以外，其中同字近義詞又細分

為三小類，若在同一篇文章中將所有的同字詞類型都標示出來，將有多達五種不同

的顏色或是符號，太多的顏色或是符號恐怕只徒增學習者的困擾，對學習沒有太大

的幫助，故每冊依同字詞的三大類型分為三個篇章。由於許多針對中日同字詞的偏

誤研究皆指出學習者輕忽兩個語言的差異是造成偏誤的原因之一，因此每個篇章

的課文只標示該篇章的同字詞類型，期望學習者在接觸同字詞這個概念的開始，即

能對其有清楚的認識，並熟悉華語詞彙的同字詞屬性，為往後中高級的學習奠定基

                                                       
75 參見何靜姝：《對外漢語初級口語教材練習分析與課堂實踐》(西安：陝西師範大學語言學及應

用語言學專業碩士論文，2011 年)，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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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持續而深入地學習。 

(二) 適用對象 

本文所設計的教材以中日同字詞教學為主，因此以日語為母語的華語中級程

度以上的學習者，或是非以日語為母語，但懂得日語漢字詞的華語中級程度以上的

學習者，皆適用本教材。 

教材的程度設定為中級的原因在於，中日同字詞對以日語為母語的華語學習

者而言，難度的差異在於同義、異義與近義三種類型，而非區分一般詞彙難度所使

用的 HSK 漢語水平考試詞彙大綱或是 TOCFL 華語八千詞表，因此若以一般詞彙

分級標準判斷中日同字詞的難度，會發現中日同字詞是跨越各個等級的。中級程度

的學習者已有一定的基礎，能夠閱讀中級難度的課文；在教材設計上，將初級或是

高級程度的同字詞編入中級程度的課文亦不顯得突兀。高級程度的華語學習者，亦

能藉由本教材認識中日同字詞，確認曾經學過的生詞屬於同字詞的哪一個類型，增

進自己的詞彙運用能力，或作為複習、加強口語能力之用。 

(三) 字體及媒介語 

根據萬玲華76的統計，日本文化廳公布的 1945 個常用漢字表中，以日語的漢

字與簡體字相比，772 個字字形有差異；然而若以日語的漢字與繁體字相比，182

個字字形有差異。由於日語的漢字與繁體字在比例上較簡體字相似，因此本教材採

用繁體字，然而為了幫助學習者分辨，並回應學習者的需求，在教材附錄的生詞索

引中將三種字形並列，並以標楷體印刷，亦在附錄附上簡體字課文，供學習者參考。 

本教材為全目的語，只在同字異義詞篇及同字近義詞篇的「詞彙辨義」項目中，

輔以日語釋義，由於這兩類同字詞的詞義與詞性的關係錯綜複雜，難度相當大，因

此採取中日雙釋義的方式，讓學習者更清楚地分辨詞彙的意義。 

 

                                                       
76  參見萬玲華：《中日同字詞比較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專業博士論文，2004

年)，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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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詞彙 

(1) 中日同字詞 

本文對中日同字詞的範圍選取，以本文第二章第一節中，張佩珊77整理出

的 2566 個中日同字詞為基礎。由於張氏於其文中未提及界定同字詞的標準，

故本文採取第二章第一節所界定之「中日同字詞」的三個標準：1.用相同漢字

標記的漢語詞和日語漢字詞；2.日語的詞幹與漢語詞相同而詞尾為假名的日語

漢字詞；3.意義相同的同素異順詞；重新檢視新 HSK 詞彙大綱。最後，以本章

第一節所述，曹瑞泰歸納出的「高頻正遷移漢字詞」為依據，剔除日籍學習者

不熟悉的漢字及在現代日本社會不習慣以漢字呈現的同字詞。 

選取後依照其類型編入教材中所屬的各個篇章，篇章中各單元的課文只標

示該篇章的同字詞類型，至於其他非同字詞，因為不欲造成學習者困擾，只是

希望提供學習者詞彙的資訊，故將其列在單元最後的「語言工具箱」中，提供

例句，不作為教材的主要教學內容，教師及學習者可依其需要加以利用。 

(2) 非同字詞 

根據 HSK 漢語水平考試詞彙大綱及 TOCFL 華語八千詞表，選取中高級

以上的詞彙，編製成課文，由於非同字詞不是本教材的主要教學內容，因此將

其數量控制在一定的比例，每個篇章的非同字詞的數量依照該篇章同字詞的類

型而有所不同，如下表所示： 

表 4-1 本文設計之教材單冊單一單元之同字詞及非同字詞之數量表 

 單元數 同字詞數 同字詞總數 非同字詞數 非同字詞總數 

同字同義詞篇 6 70 420 25 150 

同字異義詞篇 4 25 100 15 60 

同字近義詞篇 4 15 60 10 40 

                                                       
77  參見張佩珊：《基于新 HSK 詞匯的漢日同形詞對比分析及對日漢語教學對策》(長春：吉林大

學，2014 年)，頁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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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字同義詞的難度最低，因此設計的數量較多，隨著同字異義詞以及同字近

義詞的難度提高，需要更多課時因應，因此數量遞減；各篇章非同字詞的數

量，則考慮學習者的負擔，及參考一般中級教材的單元詞彙量酌予安排。 

(五) 語法點 

本文第三章第二節《發展漢語─中級口語》之教材分析中曾論及，該教材於語

法點之前列出的功能項目為該教材的一大重點特色，對學習者的語言交際能力很

有幫助，故本教材參考其設計，並以趙建華主編的《對外漢語教學中高級階段功能

大綱》78為參考依據。此功能大綱考慮到語言交際的普遍性和通用性，並根據實際

教學的需要，篩選出 152 個功能項目，分為七大類：社交活動中的表達功能、對客

觀情況的表述、對理性認識的表達、對主觀情感的表達、對道德情感的表達、表達

使令以及交際策略的表達，每個功能項目之下列出不同的語言形式，包括詞、短語、

句子、語段及俗語等，對教學相當有助益，亦能協助學習者提升語言交際能力。 

(六) 多媒體及輔助教具 

為了輔助教師及學習者，教材中的詞彙、例句及課文皆附有錄音，製成光碟與

紙本教材成套，並同時置於本教材專屬網站。本研究之教材設計目前僅採取錄音的

方式，日後將研發影音光碟配合。另外，針對同字詞，提供以下兩項輔助： 

(1) 同字詞字卡 

中日同字詞，不論對日語為母語或日語非母語的教師或是學習者而言，都

是一個不熟悉的概念，既無法確認，亦無從得知類型，為了協助教與學，本教

材提供同字詞字卡，有紙本與電子版可供選擇，字卡的正面為同字詞，背面的

上方為詞彙與拼音，下方為兩個常用的搭配詞，教師或學習者可自行視需求運

用，進行各種活動，加深學習者對同字詞的印象。 

 

                                                       
78 參見趙建華主編：《對外漢語教學中高級階段功能大綱》(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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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字詞檢索系統

學習中日同字詞最重要的是分辨同字詞的類型，知道類型以後，學習者亦

可利用辭典自行學習同字詞。筆者為此設計，建置本教材之同字詞檢索系統如

下圖，可找出一篇文章中所有不同類型的同字詞，為了協助教學，將之開放於

本教材的專屬網站，教師及學習者可自行運用，不受限於本教材設計之課文內

容，擴充學習的廣度。 

圖 4-1 本文設計之中日同字詞檢索系統 

二、教材架構 

由於中日同字詞的總數甚多，本文設計的教材分為上下兩冊，預計包含常用的

1160 個中日同字詞，不以厚重的份量在外觀上帶給學習者不必要的壓力。教材的

開頭為「致使用者」，說明教材的編寫理念、理論基礎以及給教師、學習者的教學

建議。每一冊分為四個部分，以下分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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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為「學習地圖」，說明每個單元的中日同字詞類型、內容話題、語法

點、語法點之功能以及學習重點，讓學習者對學習內容有整體的了解，以規劃自己

的學習進度。 

第二部分為「開篇：中日同字詞介紹」，作為本教材最重要的特色，在教學單

元開始之前，以淺顯的方式說明中日同字詞的類型、數量及學習重點，讓學習者了

解，並在學習時發揮最大的效用。 

第三部分為主軸的教學單元，依照中日同字詞的類型以及難易度分為三個篇

章：同字同義詞篇、同字異義詞篇及同字近義詞篇。從對學習者來說最容易的同字

同義詞開始，循序漸進，最難的同字近義詞在教材的後半部分，並佔有最多的篇幅。

每一個篇章包含不同的內容話題，同字同義詞篇分為六個單元，同字異義詞篇及同

字近義詞篇皆分為四個單元。由於發音是學習中日同字詞時必須加強的重點，所以

另外設計認字發音單元，穿插在每四個單元之間，回顧前四個單元的同字詞，針對

詞根、字形及發音，用練習題的形式讓學習者再一次確認，篇幅不長，目的在於整

合及提醒。 

最後一個部分為「附錄」，分列四項如下： 

1. 語法詞類縮略形式表 

表中列出華語詞類、漢語拼音、日語翻譯及縮略形式。由於大部分的語法

術語都是中日同字詞，所以也列入教材中，並說明比較，讓學習者減少誤用的

情形。 

2. 錄音文本及練習題部分參考答案 

學習者可以使用錄音文本確認聽力，日後也可作為閱讀的練習。 

3. 簡體字課文 

由於日語的漢字與繁體字在比例上較簡體字相似，因此本教材採用繁體

字，於附錄附上簡體字課文供學習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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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詞彙索引

詞彙索引分為三種方式，一種依照漢語拼音的英文字母順序排列，列出詞

彙的類型、詞性、拼音、日語釋義、課別及頁別；另一種依照漢字的筆劃數排

列，並由單一漢字擴展到詞，學習者可以更有系統地將龐雜的詞彙連接起來，

同樣列出詞彙的類型、詞性、拼音、日語釋義、課別及頁別；第三種為詞類索

引，再分為「名詞索引」和「動詞、狀態動詞索引」兩類，例如想查詢「電話」

這個詞搭配哪些用法時，即可參閱「名詞索引」的「電話」部分；而若想查詢

「記錄」這個動詞是和哪些名詞搭配時，則可參閱「動詞、狀態動詞索引」。 

由於同字詞的數量龐大，依照不同主題分為兩冊。每一冊的整體架構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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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本文所設計之教材架構表 

教材整體架構 

致使用者 

學習地圖 

開篇：中日同字詞介紹說明 

第一篇 

同字同義詞 

共有六個單元 

課文一： 

對話 

(1) 詞彙聽讀 

(2) 詞彙聽寫 

(3) 詞彙填空 

(4) 語法練習 

(5) 口語練習 

課文二、三： 

短文 

(1) 詞彙聽讀 

(2) 詞彙聽寫 

(3) 詞彙填空 

(4) 語法練習 

(5) 口語練習 

課文四： 

說明性質的說明文 

(1) 詞彙聽讀 

(2) 詞彙聽寫 

(3) 詞彙填空 

(4) 語法練習 

(5) 口語練習 

課文五： 

教學活動的語言材料 

(1) 詞彙聽讀 

(2) 詞彙聽寫 

(3) 詞彙填空 

(4) 語法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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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口語練習

同義詞綜合運用練習 

第二篇 

同字異義詞 

共有四個單元 

課文一：對話 

(1) 詞彙聽讀

(2) 詞彙聽寫

(3) 詞彙辨義

(4) 詞彙使用

(5) 語法練習

(6) 口語練習

課文二：短文 

(1) 詞彙聽讀

(2) 詞彙聽寫

(3) 詞彙辨義

(4) 詞彙使用

(5) 語法練習

(6) 口語練習

第三篇 

同字近義詞 

共有四個單元 

同字近義詞的三個類型 (僅上冊) 

課文一：對話 

(1) 詞彙聽讀

(2) 詞彙聽寫

(3) 詞彙辨義

(4) 語法練習

(5) 口語練習

課文二：短文 

(1) 詞彙聽讀

(2) 詞彙聽寫

(3) 詞彙辨義

(4) 語法練習



doi:10.6342/NTU201601651

75 

(5) 口語練習

附錄一 語法詞類縮略形式表 

附錄二 錄音文本及練習題部分參考答案 

附錄三 簡體字課文 

附錄四 生詞索引 (拼音、筆畫、詞類三種方式) 

第三節 教材的教學單元設計 

本教材的教學單元依照中日同字詞的類型分為三個篇章，依照難度排序為同

字同義詞篇、同字異義詞篇及同字近義詞篇。此三篇的主要架構原則上相同，然而

每個篇章的學習重點不同，因此內容的設計也有些微的差別。 

教材的單元內容依據同字詞的詞義分類，涵蓋各個主題，如下表所示： 

表 4-3 本文所設計之教材上冊單元主題 

同字同義詞篇 

1 旅行 

2 美食 

3 數字與應用 

4 人際關係 

5 世界地理 

6 國際情勢 

同字異義詞篇 

1 啃老族 

2 經濟 

3 消費 

4 人物 

同字近義詞篇 
1 熬夜 

2 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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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健康與生活 

4 語言與文化 

為了避免學習者混淆，每一個篇章的課文只標示該篇章的同字詞，以下呈現各

篇章的具體內容及說明。 

一、同字同義詞 

教學單元的第一個篇章是對日籍學習者來說最容易的同字同義詞，字形和字

義既同，只需要注意字音、詞性及少數略有差異的字形，日籍學習者就能掌握得很

好，此為同字同義詞篇的設計重點。 

以下列出一個完整的單元內容，每個部分輔以說明文句。標楷體的部分為內容，

細明體的部分為說明，單元內容樣張請見附錄七： 

第一篇 同字同義詞 

第一單元  旅行 

單元目標 

在這個單元，你將： 

1. 認識中日同字同義詞的字形與發音。

2. 學會活用與旅行有關的中日同字同義詞及一般詞語。

【說明】：單元目標說明預期之學習成果，在學習地圖及單元的開頭互見。用直接

與學習者對話的形式，讓學習者可以很快地掌握。 

熱身 

1. 對你來說，你覺得旅行是什麼？

2. 你覺得旅行時什麼事最重要？

3. 很多人都喜歡旅行，怎麼樣才能讓旅行開心、安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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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你旅行時有什麼不開心的經歷嗎？為什麼？

【說明】：以問題的形式提示單元的主題內容，引起學習者的興趣。 

課文一 

(一) 詞彙聽讀─下面的對話裡粗體詞是同字同義詞，注意

聽錄音，並在同字同義詞的下面寫出拼音。 

(上課的時候，老師問大家旅行時最煩惱的事是什麼。) 

老師：旅行是一種非常好的休閒方式，但是也有讓人煩惱的時候，請大家想一

想自己旅行時曾經有什麼樣的事，跟大家分享。 

家寧：我覺得什麼都無所謂，就是不要和旅行社發生衝突。假如有了爭論，就

算最後問題解決了，也不會有什麼心情繼續玩了。 

永安：這一點我倒覺得還好。現在的旅行社服務很周到，他們也很在意我們在

網路上的評論，如果實在是沒有辦法忍耐，還可以去投訴他們。我最怕

的是東西被偷，尤其是證件和信用卡，萬一丟了，補辦非常麻煩。 

大為：有一次我去旅行時，景色很美，導遊也非常熱情。但是，每到一個地方，

導遊就介紹當地的特產，然後跟老闆一起說服我們買。說是說服，其實

是你買也得買，不買也得買，讓人覺得很掃興。 

一文：就是嘛，這樣一來，有被迫購物的感覺，本來想買的人也變得不情願了。

我聽說過很多這樣的經驗，如果想避免，就不能貪便宜，選擇團費太低

的團，畢竟一分錢一分貨啊！ 

欣怡：是啊，不過旅行社也應該反省他們的做法，大家出門旅行就是想放鬆心

情，這麼做的確讓人覺得上當受騙，非常掃興。 

老師：暑假快到了，如果想參加旅行團出門旅行，選擇時得特別小心！ 

【說明】：同字同義詞對學習者來說，字形和字義可以馬上吸收，但需要加強字音，

因此讓學習者第一次接觸同字同義詞時，是在完整的語境之下，以聽與讀的方式輸

入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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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詞彙聽寫─下面的表格中的詞語意思與日語一樣，聽

錄音以後，跟著念一遍，把不正確的拼音改成正確的，

並寫上缺漏的  拼音及聲調。 

名詞79 

  方     式 

f_____ shi 

問 題 

w____ t___ 

評     論 

__ing l____ 

景     色 

j______ s___ 

動詞 
解 決 

__ie j____ 

忍     耐 

__en __ai 

說(説) 服 

sh____ f__ 

動詞+ 

名詞 

選     擇(択) 

x_____ z___ 

爭(争) 論 

zh_____ l___ 

經(経)   驗(験) 

j_____ __an 

狀態動詞 
周 到 

__ou d____ 

副詞 
最 後 

z____ h____ 

【說明】：為了加深學習者對字音的印象，讓學習者再聽一次同字同義詞的發音，

並將日語與華語相近、容易混淆的字音設計成空格，提醒學習者注意。字形不同的

部分，括號內標示日語漢字。 

(三) 詞彙填空─注意上表每個詞的詞性，把上表的詞填進下面合適的空格裡。

一個空格填一個詞，不重複。

1. 關於婚宴的地點，我們全家都覺得這個________很好！希望到時候親友們也

能喜歡！

2. 他參與了一場激烈的_________，時間雖然長，不過_________終於順利

________了。

3. 由於他有很豐富的________，所以大家都覺得他的招待很________，滿意極

了。

79 本教材設計中之詞性，由於中文與日語使用之詞彙相同，因此直接以中文呈現。 



doi:10.6342/NTU201601651

79 

4. 花了一個上午，我還是無法_______他同意我的觀點，這個________只好暫

時擱置了。 

5. 他講話的______太直接了，容易得罪人，你好好勸勸他吧！ 

6. 我對國際情勢了解得不夠深，不能做什麼好的_______。 

7. 他從來沒見過這麼壯麗的______，兩三分鐘說不出話來。 

8. 這個事實需要很多的解釋，所以請你________一下，不要插話，聽我說完再

問問題。 

 

﹝答案：1. 選擇，2. 爭論，最後，解決。3. 經驗，周到。4. 說服，問題。5. 方

式。6. 評論。7. 景色。8. 忍耐。﹞ 

 

【說明】：這個部分讓學習者從第(二)部分的「詞彙聽寫」中提供的資訊，確認詞彙

的意義及使用，書寫時確認對字形的理解。 

 

(四) 語法練習 

 

 

  V 也得 V，不 V 也得 V   其實是你買也得買，不買也得買，…… 

 意思：表示不管怎麼樣都必須做或只能這麼做。 

 用法：V 是動詞；強迫或無奈的語氣。 

    練習： 

1. 甲：今天我有急事，晚上的演出我可能參加不了。 

     乙：哪怎麼行？你___也得____，不____也得____。你是主角，你不來

怎麼演呀？ 

2. 你們都商量好了，還問我幹什麼？我______也得_____，不_____也得

_____。 

〔答案：1. 你來也得來，不來也得來。2. 我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

意。〕 

表示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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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  這麼做的確讓人覺得上當受騙，…… 

 意思：表示同意或肯定對方的看法。 

 用法：在句子的最前面或動詞、SV、副詞前面。 

   練習： 

1. 甲：連續劇的劇情都差不多，一點新鮮感都沒有。 

        乙：_________，還沒演完，我就知道結局是什麼了。 

2. 甲：這家店的水果又貴，種類又少，我們再去別家看看吧！ 

        乙：沒錯，_______________，前面應該還有賣水果的店，我們走吧！ 

       〔答案：1. 的確沒有新鮮感。2. 的確又貴又少。〕 

 

【說明】：前三部分為針對同字同義詞的設計，第四部分為課文一的語法，參考《溝

通─任務型中級漢語口語》的做法，以語法點的「功能」為主，列在語法點之前，

讓學習者熟悉，再列出語法點、課文中的例句、意思及用法。 

(五)  口語練習─ 按照下面的提示複述課文一，粗體字是同義詞。 

方式  煩惱  無所謂  產生  服務  周到   

忍耐不了  特別是  掃興  這樣一來 

【說明】：利用複述的方式讓學習者練習自己組織詞彙與語法，訓練口語表達能力。

教師可讓學生個別練習，或是用輪流接續的方式，合作完成。 

 

 

表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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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口語練習─你有什麼不好的旅行經驗？請用最少五個課文一的同

義詞寫下來，再與班上同學分享。 

 

【說明】：讓學習者練習使用同義詞表達自己的看法，先寫後說，寫的時候可以確

認字形，說的時候可以確認發音。學習者在課前寫好，上課時口頭發表。教師要求

學習者互相提問，或適時讓學習者複述別人說的經驗。 

(七) 口語練習─選擇旅行團時，你考慮哪些事？為什麼？寫下最少三

件事，一共 200 個字以後，兩個人一組，讀出對方寫的，並說出自

己的看法。 

【說明】：讓學習者自由表達自己的看法，先寫後說，寫的時候可以確認字形，說

的時候可以確認發音。學習者在課前寫好，上課時口頭發表，並互相提問。 

 

什麼事？ 

 

 

 

 

 

為什麼？ 

 

 

 

 

什麼事？ 

 

 

 

 

 

為什麼？ 

什麼事？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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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文二 

 

(一) 詞彙聽讀─下面的文章中，粗體詞是同字同義詞，注意

聽錄音，並在同字同義詞的下面寫出拼音。 

(報紙的旅遊專欄中，旅遊專家提出全家出遊時準備行李的建議。) 

    炎熱的夏日就快到了，許多家庭都開始規劃出遊。準備好所有的細節，

對一次順利的旅行可以說是最重要的。比方說，該帶哪些東西？該為五個小

時的飛行準備多少紙尿褲？這些年來，從我本人和其他遊客的經歷中，我得

到一些經驗，以下是我的建議。 

 能在旅遊目的地買到的東西，就不要收進行李裡。 

    把奶粉、防曬油和燕麥片留在家裡吧。到了目的地以後，你可能會為了

這些東西多花一些錢，但是這能省下托運行李的費用，也比較方便。況且你

難免會忘記東西，總得去當地的商店跑一趟。如果需要花錢購物，你可以把

清單交給酒店的人員，付給他們一定的費用，請對方事先幫你購買各類物

資。 

 考慮摺疊式用具。 

    盡可能把東西留在家裡吧，不過，有時候攜帶一個旅遊嬰兒床或摺疊兒

童餐椅是值得的。去年春天，我們和朋友們租了一棟度假屋，我和丈夫給當

時一歲大的女兒帶了一張摺疊餐椅，重量只有兩公斤，價格也只有兩千元。

當然，即使沒有這張餐椅，我們還是能和女兒一起吃飯，但是這張餐椅與餐

桌可以連接起來，讓一起吃飯的大人都感覺更愉快。 

 乘坐飛機旅行？不要把所有的東西都裝進托運行李裡。 

    總的來說，現在航空公司遺失旅客的托運行李的情況變少了。但是如果

你運氣不好，行李弄丟了，而且裡面偏偏裝的全部是孩子的衣服、日用品和

玩具，那就太麻煩了。為了避免發生任何問題，你可以將一半的用品裝在一

件托運行李裡，一半裝進另外一件，或者放到隨身行李中。在最低程度上，

尤其是在帶著小寶寶出遊時，千萬要隨身帶一件寶寶和你自己的換洗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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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來，如果她把果汁全部都灑到你身上，或者是她的尿布漏了，你起碼

還有備用的。 

 別省機票錢。 

    如果你想嚴格控制預算，你可能很難拒絕便宜的轉接航班，直達航班和

托運嬰兒床的費用絕對會增加你的預算，但是你要為了這些錢，冒錯過飛機

的危險嗎？我的經驗告訴我，這往往並不值得。 

(二) 詞彙聽寫─下面表格中的詞語意思與日語一樣，聽錄

音以後，跟著念一遍，把不正確的拼音改成正確的，並

寫上缺漏的拼音及聲調。 

 

名詞 

  本    人 

 b___   r____ 

  商      店 

sh_____  d_____ 

  費      用 

f_____   y______ 

價(価)   格 

j_____   g____ 

  航      空 

h_____   k_____ 

  全      部 

q_____   b_____ 

  問    題 

w____   t____ 

  果      汁 

g_____   z____ 

  物    資 

w____   zi 

  衣    服 

  yi    f____ 

  細      節 

 _____    j_____ 

 日    用    品 

 ri   y____  p____ 

動詞 
  遺    失 

 y___   sh__ 
  

動 詞 + 名

詞 

 經(経)   驗(験) 

 j____  y____ 

考     慮 

k____   l____ 

 

狀態動詞 
重     要 

 zh____  y___ 

  

狀態動詞

+副詞 

嚴(厳)     格 

y____   g____ 

  

狀態動詞

+名詞 

危     險(険) 

w____  x_____ 

  

副詞 
   去     年 

q____   n_____ 

當(当)      時 

d______   sh___ 

 當(当)     然 

d______   r____ 

 

(三) 詞彙填空─注意上表每個詞的詞性，把上表的詞填進下面合適的空格裡。

一個空格填一個詞，不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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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震發生後，受災地需要許多_______支援，我們把家裡不穿的________都

捐出去了。 

2. 我們的錢______用在房子上了，已經一塊錢都不剩了。 

3. ______我們的預算不夠，不能負擔廣告_______，所以銷售成績非常差。 

4. 你記錯了，我們不是前年去的英國，是_______，才過了一年，你就忘了

啊！ 

5. 這個問題關係到隱私，不能告訴外人，請他______親自過來處理。 

6. (廣播)您好，服務處剛有人送來一部手機，請_____的旅客前來領取。 

7. 上個月颱風來，很多水果都泡壞了，所以這個月______的______變得非常

高。 

8. 這個計畫從開始到現在，發生了一些不小的______，我們應該重新_______

是否繼續執行。 

9. 離這裡最近的_______有二十多公里，我們_______得開車去。 

10. 有_____的人比較不容易被騙，沒有的人自己得千萬小心。 

11. 這個裝置由五個______部分組成，只要少了一個，就會發生______，你們千

萬得注意。 

12. _____公司對機師的要求十分______，目的就是為了旅客的安全。 

〔答案：1. 物資，衣服。2. 全部。3. 當時。4. 去年。5. 本人。6. 遺失。7. 果

汁，價格。8. 問題，考慮。9. 商店，當然。10. 經驗。11. 重要，危險。12. 航

空，嚴格。〕 

 

(四) 語法練習 

 

 

  總的來說   總的來說，現在航空公司遺失旅客的託運行李的情況變少
了 

 意思：表示從整體或主要方面分析、總結。 

 用法：前後都有小句。 

 

 

 

表示對客觀情況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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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一來   這樣一來，如果他把果汁全部都灑到你身上，或者是她的
尿布濕了，你起碼還有備用的。 

意思：根據出現的某種情況，推斷或指出事情將會發生變化。 

用法：常在句首，後面有小句。 

練習：把上面兩個語法填進下面合適的空格裡。 

1. 這次比賽，___________，大家都表現得不錯，就是個別球員需要加強。

2. 甲：我們公司昨天接到一大筆訂單。

乙：_________，你們又要開始忙了。

3. 甲：你覺得昨天那部電影怎麼樣？

乙：_______________，故事跟導演的手法都不錯，不過男女主角的演

技都太差了，有一點可惜。 

4. 甲：我主管臨時派我下個月到歐洲去簽一份重要的合約，我不去不行。

乙：_________，我們的婚禮就得延期了。

   ﹝答案：1. 總的來說。2. 這樣一來。3. 總的來說。4. 這樣一來。﹞ 

(五) 口語練習─ 按照下面的提示複述課文一，粗體字是同義詞。 

費用  價格  航空  行李  建議  考慮  機票  旅行  危險 

(六) 口語練習─ 兩個人一組，討論並分享下面的問題。外國人到你

的家鄉旅行的時候，你會給他們什麼建議？要注意什麼重要的事

情？為什麼？你怎麼說服他們？你們的討論必須包括下面三個重

點：

(1) 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示對客觀情況的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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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你的建議對他們有什麼好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課文三 

(一) 詞彙聽讀─下面的文章中，粗體詞是同字同義詞，注

意聽錄音，並在同字同義詞的下面寫上拼音。 

(上課的時候，老師請大家討論，旅行的方式有什麼樣的改變呢？) 

    移動時代來了，旅行方式和旅行產業和過去大不相同，我們隨時都想去旅

行。你呢？ 

產業觀察：旅行產業新的公司特別多 

    身在數位時代，在世界各個地方出現許多新公司，包括住宿的、交通的、提

供美食資訊的、新奇體驗行程的、提供旅遊包車服務的、專家導遊帶團的等等。

透過科技應用和旅行的結合，讓旅行更方便，更精彩。 

消費觀察：廉價航空世代的即興旅行 

    以前的旅行和現在的旅行越來越不一樣了，以前多半是受到某個地點或事

件的吸引（現在也應該還是），在幾個月前開始訂機票和住宿，但是這個行為模

式因為廉價航空的票價優勢大大改變，許多人的旅行時間和地點完全根據你搶

到的機票來決定，身邊的年輕朋友常常會忽然消失好幾天，然後看臉書

(Facebook)才知道他去了日本某個城市或是東南亞的某個渡假島嶼。這種搶票的

意外驚喜讓人們有更多的藉口去旅行。 

模式觀察：一起享受經濟時代的旅行商機 

    在移動世代的旅行新商業模式裡，共享經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旅行者在

出發前可以透過所謂的「空房住宿」找投宿空間，還可和房東認識，立刻交到當

地朋友；如果要省旅費，還可運用打工換宿平台找工作機會；而無論是在城市移

動或是長途移動，都可以利用「汽車共乘」尋找順路的旅伴。根據許多旅行者的

經驗，透過這些共享工具的消費行為，比較容易交朋友，移動世代最大的特徵是

大家都很愛玩，別擔心外語不好，大膽分享不同的旅行經驗就能變成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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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觀察：旅行消費新介面 

    2015 年 10 月在東京表參道出現了一家結合書店、咖啡店和旅行社的店，日

語叫做「旅と本と珈琲と」，簡稱「H.I.S.」。這家店的想法是這樣的：「H.I.S.是讓

你和還沒見過的理想旅行相遇的地方，人的一生能去的國家有限，來找讓人最興

奮的旅程吧！」先讓美味的咖啡感動你的舌頭，再看看旅行名人嚴選的 1,500 本

旅遊書，身邊有豐富旅行經驗的專業服務人員幫你規劃行程，不怕找不到人問問

題。 

 

(二) 詞彙聽寫─下面表格中的詞語意思與日語一樣，聽錄

音以後，跟著念一遍，把不正確的拼音改成正確的，並

寫上缺漏的拼音及聲調。 

 

名詞 

  方    式 

f_____  shi 

  行    為 

x____  w____ 

 航     空 

h____  k_____ 

 城     市 

ch____  _____ 

  機   會(会) 

_____  h____ 

  問    題 

w___   _____ 

 優     勢 

y_____  _____ 

 

  部    分 

b____  _____ 

  島    嶼 

 d___   y___ 

特    徵(徴) 

t___  zh_____ 

 

動詞 
  消    失 

_____  sh__ 

 利     用 

 li     y____ 
 

 

動詞+ 

名詞 

  體    驗(験) 

t____   y___ 

觀(観)   察 

g____  _____ 

根    據(拠) 

g____  _____ 

應(応)    用 

y____   y____ 

  改   變

（変） 

__ai   b_____ 

經(経)   驗(験) 

______   ____an 

  

副詞 
隨(随)  時 

s____   shi 

以     前 

yi   q____ 

  

狀態動詞 

  精    彩 

j____  c____ 

重     要 

zh____  y____ 

興     奮 

x____   f___ 

豐(豊)    富 

f_____   f___ 

  大   膽(胆) 

  da   d____ 

   

狀態動詞

+名詞 

   意   外 

   yi   w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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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詞彙填空─看表(二)，注意每個詞的詞性，把表中的詞填進下面合適的空

格裡。一個空格填一個詞，不重複。 

1. 你有問題，______可以來問我，我最近不太忙，不要客氣。 

2. 我們一定要______這個難得的_______主動出擊，發揮我們獨有的

________。 

3. 看到我們_______提出的計畫現在終於成真，我們都______極了。 

4. 病人的病情很不穩定，需要住院持續_______，看看有什麼變化。 

5. 網路是近代偉大的發明，在現代生活______得非常廣泛。 

6. 你做了一些完全沒有______的假設，我們不能相信你。 

7. 他在數學方面有______的知識，去請教他一定能得到答案。 

8. 他的表演太_______了，我想馬上再看一次。 

9. 今天我有很多_____的事情，恐怕沒有時間，我們明天再討論，好嗎？ 

10. 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不會做這種事的，我感到很_______。 

11. 他沒有這方面的______，所以處理得不太好，請你見諒。 

12. 我剛從鄉下搬來，這個_____對我來說還很陌生。 

13. 他一再遇到挫折，所以對工作的熱情漸漸______了。 

14. 這種表達______不太好，你應該客氣一點，才不傷和氣。 

15. 大學生活對她來說是一種全新的生活______。 

16. 他的_____使每個人都討厭他。 

17. 那條河把市區分成兩個______，有許多座橋連接。 

18. 我們快沒時間了，你有解決這個_______的辦法嗎？ 

〔答案：1. 隨時。2. 利用，機會，優勢。3. 以前，興奮。4. 觀察。5. 應用。6. 

根據。7. 豐富。8. 精彩。9. 重要。10. 意外。11. 經驗。12. 城市。13. 消失。

14. 方式。15. 體驗。16. 行為。17. 部分。18. 問題。〕 

 

(四) 語法練習 

 

 

 

 
  無論……都……   無論是在城市移動或是長途移動，都可以利用汽車

共乘尋找順路的旅伴。 

表示評述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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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不管出現什麼情況，結果都是一樣的，或前提條件不同，結果

也不變，強調沒有例外。 

 用法：主語用在「都」的前面。 

 
   練習：用「無論……都……」改寫下面的句子。 

1. 在學校學生上午、下午、晚上都可以上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我們天天上學，天氣好、下大雨、下大雪都得上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在大城市，大街小巷哪裡都有計程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 口語練習─ 按照下面的提示複述課文一，粗體字是同義詞。 

 

方式  行為  機會  服務  廉價優勢  經驗  利用  消失  體驗  觀察  

根據  應用  行程  共享 

(六) 口語練習─你使用過廉價航空的服務嗎？你選擇廉價航空的原因

是什麼？使用最少五個同義詞，寫下來並和班上同學分享。 

 

 

 

 

 

(七) 口語練習─你喜歡共享的旅行方式(住宿、共乘)嗎？為什麼？這

種方式有什麼優點和缺點？寫下來並和班上同學分享。 

優點： 

 

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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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文四 

 

(一) 詞彙聽讀─下面的文章中，粗體詞是同字同義詞，注意

聽錄音，並在同字同義詞的下面寫上拼音。 

有的電池用完了可以再充電，一般的充電座分為四種類型，第一種有液晶面

板，可以從螢幕清楚顯示電池的充電狀況；第二種是以燈號顯示充電狀況；

第三種雖然沒有辦法顯示充電狀況，可是有快速充電、方便攜帶的優點。這

三種都必須搭配專屬的變壓器供應電源，不可以隨意更換變壓器。國內的電

壓規格為 110V，所以如果出國，而且必須充電時，得了解當地的電壓規

格，並選擇使用合適的變壓器，才能有效供應電力。還有一種充電座可以自

動調節電壓，沒有更換變壓器的問題，也是另一項選擇。 

 

【說明】：第四及第五篇課文不同於前三篇，是與單元主題相關的說明文，目的在

讓學習者接觸不一樣的文體，同時提高詞彙複現率。 

(二) 詞彙聽寫─這張表格中的詞和日語的意思一樣，發音

也很像。聽錄音以後，跟著念一遍，把不正確的拼音改

成正確的，或是寫上缺漏的拼音及聲調。 

 

名詞 

電    池 

d èn  ____ 

規    格 

guei  ____ 

狀(状)     況 

___uang  ___uang 

  問    題 

____  ____ 

變(变) 壓(压) 

b_____  y__ 

電     源 

d____  y____ 

  規       格 

 g____    g___ 
 

動詞 
 調    節 

t áo   ____ 

 顯(顕)   示 

x__en    s_i 

充      電 

Ch____   d_____ 
 

狀態+

副 

隨(随)   意 

sué      yi 
   

動詞+

名詞 

 選   擇(択) 

x_an   z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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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段錄音描述的物品是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兩個人一組，使用最少五個同義詞討論下面的問題。 

    哪些電器用品需要用電池？你覺得使用電池的缺點是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1. 電池充電座〕 

課文五 

 

(一) 詞彙聽讀─下面的文章中，標粗體的詞是中日同字同義

詞，注意聽錄音，並在同字同義詞的下面寫上拼音。 

名詞 
地  方 

di   fan__ 

 小   說(説) 

__iao  sh__o 

真(真)   理 

__en     li 

動詞 
  改   變(変) 

gai   __ian 

  

動 詞 +

名詞 

  存     在 

  __un   zai 

  

副詞 
相     當 

__ian__   d___ 

  

【說明】：與前三篇課文的編排順序不同，因為課文內容是要學習者進行問答的活

動，所以讓學習者先學習同義詞的發音、字形和詞性，再看課文。 

 (二) 口語練習─把下面這張表格剪下來，一個人拿 A 表，一個人

拿 B 表。 

A 
「每次旅行中，我會刻意讓自己有一個獨處的時空，企圖找回那個

自我的存在感。」－美食作家 謝忠道 

 

「旅行這種事大多是相當累人的。不過有些知識是疲累之後才能親

自學到的。有些喜悅是筋疲力盡後才能獲得的。這是我繼續旅行所

得到的真理。」－日本作家 村上春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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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很明顯的，旅行不只是看風景，而是不歇止地改變我們對於生活

的想法，深刻又長久。」－美國作家 米莉安．畢爾德 

「旅行幫助我們找回自己。」－法國小說家 卡繆 

「旅行是一件讓人感到有趣的事。在旅行中，你總是可以發現你沒

看過的新事物，一直都很有趣。你從一個地方到一個地方，永遠有

很多新的事物等著你。」－Lonely Planet 創辦人 東尼．惠勒 

你覺得旅行的意義是什麼？這裡有五位名人的看法，可是不完

整，兩個人合作，完成五位名人對旅行的看法，再回答問題。 

兩個人一起聽一次 A 和 B 的錄音，聽完後，拿到 A 的同學說明 A 的句義，拿到

B 的同學說明 B 的句義，幫助對方完成下面表格的填空。 

A 「每次旅行中，我會刻意讓自己有一個獨處的時空，企圖找回那個自

我的_______感。」－美食作家 謝忠道 

「旅行這種事大多是_____累人的。不過有些知識是疲累之後才能親

自學到的。有些喜悅是筋疲力盡後才能獲得的。這是我繼續旅行所得

到的_______。」－日本作家 村上春樹 

B 「很明顯的，旅行不只是看風景，而是不歇止地______我們對於生活

的想法，深刻又長久。」－美國作家 米莉安．畢爾德 

「旅行幫助我們找回自己。」－法國______家 卡繆 

「旅行是一件讓人感到有趣的事。在旅行中，你總是可以發現你沒看

過的新事物，一直都很有趣。你從一個地方到一個地方，永遠有很多

新的事物等著你。」－Lonely Planet 創辦人 東尼．惠勒 

1. 你們覺得這些名人的看法的主題是什麼？ (旅行，是為了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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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同意誰的看法？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兩個人一組，分享彼此的看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兩個人各說一段旅行的經驗和對旅行的看法，並記下來對方的看法，複述一

次給對方聽。複述時如果有問題，必須與對方確認。 

    必須包括下列幾個重點： 

    (1) 旅行的時間、地點、目的 

    (2) 旅行時發生的一件特別的事，這件事讓你有什麼感受？ 

    (3) 對你來說，旅行的意義是什麼？ 

 

 

5. 將上面你記下來的內容重新整理，寫成一段完整的文章。 

 

 

 

同義詞綜合運用練習 

【說明】：因為中日兩個語言的詞彙詞性不完全對等，容易造成混淆及誤用，為了

幫助學習者區辨，本單元綜合五段課文中同時有兩種詞性的同義詞，設計兩種練習，

加深學習者對詞性的印象。 

 

1. 詞彙意義填空─聽下面這些詞的錄音，判斷這些詞的意思，把詞填到對應

的意思的空格中。 

根據 成功 存在 隨意 

選擇 習慣 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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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名)長時間逐漸養成的固定行為。 

   (動)適應並可以接受。 

2  
■ (動)在時間上持續。 

   (名)客觀事件。 

3  
■ (動)將特定對象作為言論或行動的基礎。 

   (名)事件遵循的基礎。 

4  
■ (動)理解錯誤、判斷錯誤。 

   (名)不正確的看法、見解。 

5  ■ 達到預期的結果。 

6  ■ 隨著自己的意思。 

7  
■ (動)從多個同類對象中挑選出後述對象。 

  (名)提供挑選的多個同類對象。 

 

﹝答案：1. 習慣。2. 存在。3. 根據。4. 誤解。5. 成功。6. 隨意。7. 選擇。﹞ 

【說明】：第一部分的聽錄音，因為學習者已在每段課文的練習中聽過這些同義詞，

所以現在再次讓學習者聽，而不再列出拼音，讓學習者習慣聽該音節，讓聲音結合

字形與意義。第二部分的填空，因為學習者已經知道日語的詞彙意義，日語的詞性

與華語也不同，所以在這個練習中，使用華語釋義，讓學習者練習閱讀華語詞典的

釋義；也列出華語的詞性，加深學習者的印象。 

 

2. 詞彙填空及造句─把第 1 項的七個詞填入例句的空格，並判斷例句的詞

性，再寫出另一個詞性的句子。  

1 

______詞 

例句： 

他說，剛搬來這個大城市的時候很不能適應，但現在已經 

________ 都市裡繁忙的生活步調了。 

______詞 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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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______詞 

例句： 

這部談論男女兩性的影片觀點認為，兩性在許多方面都

________ 差異。 

______詞 造句： 

3 

______詞 
例句： 

我原本是好意，想不到她卻_________了我的意思。 

______詞 造句： 

4 

______詞 
例句： 

這個談判的進行，一定要________以下的原則。 

______詞 造句： 

5 

______詞 
例句： 

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來__________不同的宿舍。 

______詞 造句： 

6 

______詞 
例句： 

大人一來，孩子玩起來就覺得不太________了。 

______詞 造句： 

7 

______詞 
例句： 

一個公司的____________可能來自於管理者或領導者的注

意力。 

______詞 造句： 

【說明】：這個練習分為兩個部分：句子填空及造句。第一部分的例句填空，是讓

學習者填入日語沒有的詞性，因為是同義詞，對學習者來說不難，不過從例句中判

斷詞彙的詞性可能需要教師的提示及練習。第二部分的造句，要寫出另一個詞性的

句子，雖然是造句練習，然而因為詞性與日語一樣，所以對學習者來說也不算困難。

這兩個部分加深學習者對詞性的理解及運用，也讓其注意到雖是同義詞，仍有詞性

的細微不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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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搭配詞及造句─聽錄音以後在詞語的下面寫下拼音，並仔細讀與那個詞常

搭配的短語，再用短語造一個完整的句子。 

1 輿論 受到輿論的譴責、輿論批評得很厲害 

2 狀況 遇到狀況、出狀況 

3 經驗 經驗豐富、缺乏經驗 

4 行為 不適當的行為、行為端正 

5 規格 訂定規格、符合國際規格 

    (1) 輿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狀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經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行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規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說明】：這個練習綜合單元中五段課文的名詞，主要用意是讓學習者學習常與這

些名詞搭配的動詞，因為學習者雖然對名詞的意義理解沒有問題，卻可能不知道如

何使用。第一個步驟仍舊強調發音，讓學習者再次熟悉；接著讓學習者使用所提供

的搭配詞例造句，不算困難。教師可以鼓勵學習者勤用詞典，可以直接寫下詞典中

的例句，也可以自己造句。 

4. 字形填空─再確認一次字形─把表格中的漢字填到合適的空格中 

險 隨 說 觀 據 經 嚴 價 真 爭 

顯 擇 驗 會 應 豐 狀 當 變 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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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意 

2.   改 

3.   選 

4.         格 

5.         用 

6.        示 

7.        況 

8.        驗 

9.        論 

10.   機 

11.        察 

12. 危 

13. 根 

14.        時 

15.        服 

16.        富 

17.        格 

18.   經 

19.        理 

20.   大 

  

﹝答案：1. 隨意。2. 改變。3. 選擇。4. 價格。5. 應用。6. 顯示。7. 狀況。8. 

經驗。9. 爭論。10. 機會。11. 觀察。12. 危險。13. 根據。14. 隨時。15. 說

服。16. 豐富。17. 價格。18. 經驗。19. 真理。20. 大膽。﹞ 

 

【說明】：這個練習綜合單元中所有寫法不同的同義詞，讓學生手寫答案，再次

確認。教師也可視學習者的情況改為聽寫。 

語言工具箱 

 

非同字詞 

繁體 簡體 日語注釋 

及例句 

頁

數 
(依筆畫排列) 

課
文
一 

分享 

fēn xiǎng 

分かち合う。 

(動) 請你跟大家分享你在國外工作的經驗，讓大家

參考。 

- 

在意 

zài yì 

意に介する、気にかける、気にとめる、注意する、

否定に用いることが多い。 

(動) 這是小事，他不會在意的，你別擔心。 

- 

回憶 

huí yì 
回忆 思い出す、追憶（する）、思い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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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名) 他的信勾起他對童年的回憶。 

行銷 行销 （商品を）広く売りさばく、販売する。 

(動) 我們的產品行銷到海外很多地區。 
- 

xíng xiāo 

看法 

kàn fǎ 

見方、見解。 

(名)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有兩種不同的看法。 
- 

掃興 扫兴 興がさめる、興ざめする。 

(狀態動詞) 他喝醉了酒，又哭又鬧，真叫人掃興。 
- 

sǎo xìng 

無所

謂 
无所谓 

…とはいえない、うんぬんすることはない、必ず

名詞・動詞・形容詞を目的語にとる。 

我們都是一家人，沒分那麼清楚，無所謂你的、我

的。 

- 

wú suǒ wèi 

煩惱 烦恼 悩み煩うこと、悩むこと、心配すること。 

(名) 一連串不順的事，給她增添了很多煩惱。 
- 

fán nǎo 

經歷 经历 
経験する、経る、体験する。 

経歴、経験、体験。 

(動)、(名) 他去過世界上很多地方，經歷多，知道

的也多。 

- 

jīng lì 

衝突 冲突 衝突（する）、ぶつかる。 

(動) 這兩個會的時間衝突了，可能需要更改。 
- 

chōng tū 

避免 

bì miǎn 

避ける、免れる、防止する。 

(動) 有些錯誤我們任何人都無法避免，你不要太在

意。 

- 

課

文

二 

 

奶粉 

nǎi fěn 
(名) 粉ミルク - 

防曬

油 
防晒油 (名) 日焼け止めクリー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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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áng shài yóu 

托運 托运 （輸送機関に）託送する、輸送を委託する。 

(動) 你們有什麼特殊的器材要托運嗎？ 
- 

tuō yùn 

拒絕 拒绝 断る、輸拒否（する）。 

(動) 他向珍妮求婚，但她拒絕了他。 
- 

jù jué 

值得 

zhí dé 

…する値打ちがある.…するだけのことはある.…

するかいがある。 

(狀態動詞)要學就好好學，多花點時間也是值得的。 

- 

規劃 规划 
（全体的な長期にわたる）計画（を立てる）、企画

（する）。 

(動、名) 如果你是顧問，你將採取什麼方法規劃公

司的制度？ 

- 

guī huà 

細節 细节 細かい点、細部。 

(名) 他們十分細心，非常注意細節，你可以放心。 
- 

xì jiē 

順利 顺利 
順調である、物事が順調に運ぶ、すらすらとはか

どる。 

(狀態動詞) 人生中，不是每件事都能順利進行。 

- 

shùn lì 

備用 备用 必要に備える。 

(狀態動詞) 我的鑰匙掉了，你有沒有備用的？ 
- 

bèi yòng 

課

文

三 

度假 

dù jià 

休日を過ごす。 

(動) 飛機場擠滿了要去度假的人。 
- 

 

【說明】：為了不造成學習者的負擔，非同字詞選用初級及中級的詞彙，讓學習者

以預習的方式自己閱讀，不作為主要教學內容。因此提供日語的釋義及中文的例句。

先以課文分類，同一課文中的生詞以繁體字的第一個字的筆劃排序，列出簡、繁及

日語不同的寫法及詞性。範例中的頁數讓學習者查找方便，此處暫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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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字異義詞 

教學單元的第二個篇章是對日籍學習者來說較特殊但不複雜的同字異義詞，

難度沒有同字近義詞高，同字異義詞的數量也不多，所以設計在第二個篇章。每個

單元設計對話及短文各一篇，這個篇章的學習重點在於提醒學習者這些同字異義

詞，發音與詞性或許相近，然而意義完全不相同，宜當作新的詞彙來學習。同字異

義詞篇每個單元設計一篇對話及一篇短文，對話的長度約為 500 字，兩篇的短文

長度約為 700 字。以下列出一個完整的單元內容，並加以說明。標楷體的部分為內

容，細明體的部分為設計說明，單元內容樣張請見附錄八： 

第二篇 同字異義詞 

第一單元  啃老族 

單元目標 

在這個單元，你將： 

1. 認識同字異義詞的意思、字形與發音。 

2. 學會活用與討論與社會議題有關的同字異義詞及其他一般詞語。 

熱身 

1. 畢業以後，你的朋友都開始工作了嗎？ 

2. 你有朋友畢業以後一直不工作嗎？他們不工作的原因是什麼？ 

3. 如果你的朋友畢業以後一直不工作，你想怎麼幫助他？ 

 

課文一 

 (一) 詞彙聽讀─下面的對話中標粗體的詞是同字異義

詞，注意聽錄音，並在同字異義詞的下面寫上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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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留學的兩個同學討論畢業以後的打算) 

文婷：加奈，你回國以後就找工作嗎？ 

加奈：這得看情況，如果暫時找不到，就等等看。 

文婷：你怕不怕別人說你是「啃老族」？ 

加奈：我有點怕，不過我才不是呢！怎麼？你也知道「啃老族」？ 

文婷：我在網路上看過相關的報導，現在越來越多年輕人，即使畢業以後仍然

靠父母生活。吃、住都靠父母。真不敢相信有這樣的事情！ 

加奈：沒錯！不過在這些人中，有很多人可不是找不到工作，相反的，他們往

往有高學歷，家庭條件也不錯。 

文婷：難怪，那是父母溺愛孩子，怕他們吃苦。 

加奈：你說的沒錯，但也不能把責任都推到家長身上。很多年輕人是因為害怕

競爭，現在競爭太激烈了。 

文婷：對，關鍵還是自己。沒有試過，怎麼知道不行？心理承受能力也太差

了！ 

加奈：還有一些名校畢業，能力也很強的大學生，由於覺得工作不合適就乾脆

待業在家。 

文婷：實在是不像話！都已經畢業了，還給家裡添負擔。 

加奈：文婷，你畢業以後不找工作，不會也想逃避就業吧？ 

文婷：瞧你說的，找工作有什麼可怕的？我可不是長不大的啃老族！ 

 

 

 

(二) 詞彙聽寫─下面這些同字異義詞，漢語和日語的意思

完全不同，詞性也有不一樣的地方。聽錄音以後，跟著

念一遍，寫上缺漏的拼音及聲調。括號裡面的字是日語

漢字，注意與漢語不一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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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 
事      情 

______  ______ 

狀態動詞

+副詞 

實(実)    在 

______  ______ 

(三) 詞彙辨義─一邊聽錄音，一邊讀下面的句子，並想一想華語的意思。 

1. 不可能的事情就是不可能，你不必再說了。 

 我已經決定了，沒有什麼事情能讓我改變主意。 

 ↓ 

事情：人類生活中的一切活動和遇到的一切社會現象。(事柄、用事) 

 

2 (狀動) 他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人，不會故意騙人。 

 (副) 我們已經走了三個小時了，我實在是走不動了，讓我休息一

下。 

 ↓ 

實在：(狀動) 真實，不假，常指人的心地、言行、本領等。(うそいつわ

りがない、本物の。) 

   (副) 的確。(確かに、本当に。) 

【說明】：同字異義詞最重要的是辨明清楚華語詞彙的意義，避免受日語意義的干

擾。為了訓練學習者的語感，辨義的方式是讓學習者從特別設計的例句中體會詞彙

的意思，若該詞彙有兩種詞性，則各列出一個例句；最後再以華語及日語釋義。中

級程度的學習者應該具有從例句中判斷詞義的能力，教師可鼓勵多做練習並協助

培養。 

(四) 詞彙使用─用課文一的同字異義詞回答下面的問題。 

1. 你最近怎麼了？為什麼常常看起來很累？ (事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我沒聽他說過謊，你呢？你覺得他怎麼樣？ (實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你也覺得他這麼做很過份，對不對？ (實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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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由於異義詞的數量較少，一篇 500-600 字的對話中只能找到幾個零星的

異義詞，因此詞彙填空的練習就不適用，而改採這種限定式的練習，若詞彙有兩種

詞性，就各設計一個問題，務必讓學習者確切掌握華語的用法。 

(五) 語法練習 

 

 

   瞧你說的   瞧你說的，找工作有什麼可怕的？我可不是長不大的啃
老族！ 

 意思：表示認為對方說的話不適當。 

 用法：A○1 E

A用於朋友或熟人之間，有委婉的語氣。 

A○2 E

A對方道歉、感謝時，表示客氣。 

   完成下面的對話： 

         (1) 甲：聽說你特別愛吃烤肉串，一次能吃五十串。 

            乙：__________，我哪吃得了那麼多啊！ 

         (2) 甲：聽說你們這裡的人什麼動物都吃。 

            乙：瞧你說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甲：給你們添這麼多麻煩，真是過意不去。 

            乙：__________，我們是鄰居，互相幫忙不是應該的嗎？ 

        (4) 甲：真不知道怎麼感謝你才好，要不是你撿到我的護照，我連家都

回不去了。 

           乙：瞧你說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 口語練習─按照下面的提示，複述課文一。 

看情況  暫時  相反  往往  難怪  溺愛  吃苦  競爭  關鍵   

由於  待業  不像話  就業  瞧你說的   

表示輕微的反駁與自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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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練習 (七)  

 

1. 如果你現在只有一個工作機會，但是很辛苦，你會去做嗎？為什麼？ 

2. 你覺得工作以後拿到的薪水應該怎麼用？你會給父母一些嗎？ 

課文二 

(一) 詞彙聽讀─下面的對話中標粗體的詞是同字異義詞，

注意聽錄音，並在同字異義詞的下面寫上拼音。 

(網路上的部落格，發表了下面的文章。) 

最近的一則新聞，讓大家再次討論起「啃老族」的議題。一般認為，

啃老族的形成，和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時代背景很有關係。其中，家庭

教育扮演了最關鍵的角色。  

很多啃老族的學歷不錯，有些小聰明，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不願意

找工作。因為靠父母靠習慣了，什麼事只要一說，就有人處理，所以覺得

不必辛苦賺錢呢？朋友的孩子就是一個例子。朋友只有這個孩子，所以孩

子有什麼需求，都盡量滿足。男孩唸高中時，想跟同學一起參加英國夏令

營，要 15 萬元，朋友不敢拒絕，只好借錢讓孩子開心出國玩；唸大學時，

露營分配到總務工作，覺得麻煩，便打電話給在南部的媽媽，朋友聽了，

馬上到商店買了寄到孩子的宿舍。聽起來只是兩件小事，可是，卻失去了

最好的教育機會。第一件小事，讓孩子無法建立正確的金錢觀，明明家裡

已經快沒錢吃飯了，還談什麼出國遊學；第二件小事，讓孩子失去獨立的

能力。這個故事後來的發展是，男孩畢業後，找工作一直不積極，不停地

跟媽媽抱怨「都是景氣不好的關係」，家裡待久了，竟然跟媽媽說「借我

100 萬元去開咖啡店」，朋友不想打擊孩子信心，只好把退休金全部給了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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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不到半年，咖啡店倒閉，孩子又回家當起啃老族；朋友失去退休金，

家中又多一個人吃飯，感到更大的壓力。 

另一位長輩的情況也很像。他只有一個女兒，從高中起，孩子不是

名牌不用，到了大學，總是刷父親的附卡，怎麼說他都沒有用。研究所

畢業以後，每一個工作都做不到半年，就用「老闆不好」、「同事難相

處」、「常常加班」、「離家好遠」等各種理由辭職，回家當啃老族。

一開始，長輩覺得沒什麼，直到女兒快 30 歲，才忍不住唸了一句，「是

不是該找個工作來做做？」沒想到，女兒竟然說，「幹嘛找正職，反正

也只有 2 萬出頭，你的財產將來也是我的，我就想這樣，請你尊重我的

決定！」頓時之間，長輩說不出話來，問我：「為什麼孩子可以這麼荒

唐？」我暗示他，「還不是爸媽的沒管好，才讓孩子無法無天！」在關

愛和溺愛之間，必須精準地拿捏，不要不小心，養出個啃老族來。 

(二) 詞彙聽寫─下面這些同字異義詞，漢語和日語的意思

完全不同，詞性也有不一樣的地方。聽錄音以後，跟

著念一遍，寫上缺漏的拼音及聲調。 

名詞 
 宿     舍 

s____   _____ 

  故    事 

 g___  _____ 

  信     心 

x____    x____ 

動詞 
  建    立 

j_____   li 

  小     心 

x_____  x____ 
 

(三) 詞彙辨義─一邊聽錄音，一邊讀下面的句子，並想一想華語的意思。 

1. 他已經離開家很久了，上大學時住在學生宿舍，上班以後住在公司

提供的宿舍。 

 ↓ 

宿舍：學校、機關等供學生、工作人員及其家屬住的房屋。 

 

2. 這個殘酷的愛情故事吸引了很多年輕觀眾，我也是其中之一。 

現在我要跟你說的是一個真實的故事，你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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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故事：文學的一種形式，比較多描寫事件的過程，強調情節的生動性與

連貫性。(物語、お話、文芸作品の筋、ストーリー。) 

 

3. 他準備了很久，對自己充滿了信心。 

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使他對自己失去了信心。 

 ↓ 

信心：確實相信某種願望能夠實現或某種事情可以做好的心理。(自信、

確信。) 

 

4. 他們公司雖然新，但是成長得很快，才兩年已經在全球建立了十家

分公司。 

 跟別人建立友誼的第一句話就是：謝謝你。 

 ↓ 

建立：創設，使從無到有。(打ち立てる、造り上げる、建設する、樹立

する、築き上げる。)、(関係を形成する、確立する。) 

 

 

5. 他小心地把地上的碎玻璃撿起來，。 

 晚上開車的時候，因為暗，所以要特別小心。 

 ↓ 

小心：注意、留神、謹慎。(注意する、気をつける、用心する、用心

（注意）深い。) 

 

(四) 詞彙使用─把課文二中合適的同字異義詞填到下面的空格。 

1. 她說的那個________很長，可是很有意思，我們都聽到忘了時間。 

2. 他想省交通費，又想多睡一點，所以搬進了離公司比較近的________。 

3. 你需要先________一個帳號，才能使用公司的電子郵件系統。 

4. 我相信你一定會成功，我對你有_________。 

5. 地上有水，_______不要跌倒了。 

   ﹝答案：1. 故事。2. 宿舍。3. 建立。4. 信心。5. 小心。﹞ 

【說明】：與課文一相較，課文二有五個異義詞，因此設計詞彙填空的練習。本

教材同字異義詞篇中，詞彙運用的練習根據數量多寡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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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語法練習 

 

 

  不是…A…而是…B…  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不願意找工作。 

 意思：說話的人希望澄清事實，糾正或反駁某種觀點及說法。 

 用法：說話的人覺得 A 是錯的，並提供新的訊息 B，形成對比並突出

訊息 B。 

■ 完成下面的對話： 

        (1) 小王不是去年畢業的，而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她不是________________，而是我的女朋友。 

        (3) 這張圖不是用電腦畫出來的，而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廣告的目的不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而是為了推銷產品。 

        (5) 在美國賺錢最多的是老師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是印度嗎？ (中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明明  明明家裡已經快沒錢吃飯了，還談什麼出國遊學。 

 意思：很明顯的意思，表示說話的人對這個說法、觀點或行為不認同。 

 用法：副詞，前面或後面常有反問句或表示轉折的小句。 

1. 回答下面的問題： 

(1) 有一個人從後面撞了你的車，可是他卻說是你的錯，這時你對他說

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你的室友今天喝了不少酒，卻說他一點都沒喝，你會說什麼？ 

表示糾正及更正 

表示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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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老師今天出了很多作業，你的同學卻說今天沒有作業，你會對他說

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完成下面的對話： 

 (1) 甲：我覺得最近十年，世界的變化不太大。 

     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甲：(已經半夜 3 點了) 我覺得現在還早。 

             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沒想到  「是不是該找個正職工作來做做？」沒想到，女兒竟然說，

「幹嘛找正職，反正也只有 2 萬出頭，…… 

 意思：表示發生的情況與先前所想的或所期待的很不一樣或相反。 

 用法：引出的小句，常與「居然」、「竟然」、「卻」一起使用。 

1. 回答下面的問題： 

(1) 你跟你的朋友很多年沒見了，可是他突然出現在你面前，你會說什

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以前你以為中國菜很容易做，看了書以後，你知道不容易。你會說

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他很瘦，你以為他吃飯吃得很少，可是他一連吃了三碗飯，你會說

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完成下面的句子： 

表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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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聽說這裡的夏天天氣很舒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從地圖上看，這兩個城市距離不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這道菜看起來很好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 口語練習─兩個人一組，討論下面的問題。 

1. 有人說啃老族是因為社會壓力大才留在家裡，有人說因為家庭

溺愛孩子才會有啃老族。你覺得產生啃老族的原因是什麼？ 

2. 很多啃老族是因為工作不理想，所以不去工作，可是也有人說不管怎麼

說，不工作是不對的。你同意哪一種想法？為什麼？ 

3. 家長對孩子的管教，很容易從關愛變成溺愛，你覺得要怎麼掌握對孩子

來說比較好？ 

■ 再確認一次字形─把表格中的漢字填到合適的空格中 

實 舍 

信 建 

 

1.         在 

2.   宿 

6.        立 

7.        心 

﹝答案：1. 實在。2. 建立。3. 宿舍。4.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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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工具箱 

 

非同字詞 

繁體 簡體 日語注釋 

及例句 

頁

數 (依筆畫排列) 

課

文

二 

 

 

 

 

 

 

相關 相关 
関連している、関係がある。 

(動) 這兩個問題並不相關，不需要一起討論。 - 

xiāng guān 

相信 

xiāng xìn 

信用する、信じる。 

(動) 我相信你能完成這件事，你對自己要有信心。 
- 

乾脆 

gān cuì 

さっぱりしている、てきぱきしている、きっぱりし

ている。 

(副) 他為什麼不乾脆告訴我事情的全部呢？ 

- 

溺愛 溺爱 

（自分の子供を）溺愛する、むやみにかわいがる、

盲目的に愛する。 

(動) 他對孩子過份的溺愛，只是害了他們。 - 

nì ài 

關鍵 关键 肝心な点、かなめ、かぎ、キーポイント。 

(名) 一個演員成功的關鍵在於他是否有個性。 - 
guān jiàn 

正確 正确 道理や規準に合っている、正しい。 

(狀態動詞) 這個主張是正確的，但是執行上有缺點。 
- 

zhèng què 

抱怨 

bào yuàn 

恨みごとを言う、不平をこぼす。 

(動) 我不想再聽你的抱怨了，你應該自己反省你的錯。 
- 

長輩 长辈 目上、年長者。 

(名) 不要和長輩頂嘴，這是不禮貌的。 
- 

zhǎng bèi 

退休 

tuì xiū 

（定年または公傷による障害のために）退職休養す

る、定年になる、“退职休养”の略。 

(動) 他 65 歲退休以後，就一直在旅行，去了很多地

方。 

- 

拿捏 

ná niē 

弱みに付け込む、脅迫する。 

(動) 我不知道做與不做之間應該怎麼拿捏。 
- 

荒唐 

huāng táng 

でたらめである、とりとめがない。 

(狀態動詞) 這個想法荒唐極了，一定行不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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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字近義詞 

教學單元的第三個篇章是對日籍學習者來說最困難的同字近義詞，中日兩個

語言的詞義與字形的關係錯綜複雜，近義詞數量非常多，對學習者來說負擔很大，

因此同字近義詞篇，每個單元設計兩段課文，一段對話及一段短文。 

以下列出一個完整的單元內容，並加以說明。標楷體的部分為內容，細明體的

部分為設計說明，單元內容樣張請見附錄九： 

 

第三篇 同字近義詞 

同字近義詞的三種類型 

【說明】：同字近義詞有三種類型，不同的類型有不同的學習重點及設計。為了讓

學習者理解，在第三篇的開頭先舉例並詳細說明作為範例，接下來的單元的詞彙部

分將依此範例編排。 

下面這些同字近義詞意思很像，聲音也很像，聽錄音以後，跟著念一遍，把不正

確的拼音改成正確的，並寫上缺漏的拼音及聲調。括號裡面的字是日語漢字，注

意與華語不一樣的地方。 

名詞 
意    見 

yi   j_____ 

宴    會(会) 

y___  h____ 

  

動詞 
調    劑(剤) 

t____   ji 

收(収)  拾 

___ou  shi 

反    對(対) 

f____  d____ 

同     意 

t_____  yi 

狀態

動詞 

慷      慨 

k_____  k___ 

 緊    張 

__in   _____ 
 

 

動詞+

名詞 

表     現 

b____  x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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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同字近義詞分為下面三種類型： 

(一) 華語和日語的意思有一樣，也有不一樣的地方。看表 1 再確認一次華語的發

音和詞性，看表 2 學習不一樣的意思和例句。 

     表 1  漢語詞義≧日語詞義 

 

AE調 E

tiáo

AAE劑 E

jì

A 

(剤)  

(動詞) 

(名詞) AE緊 E

jǐn

AA E張 E

zhāng

 (狀態動詞) 

AE收 E

shōu

AAE拾 E

shi

 

(収) 

(動詞) 
AE表 E

biǎo

AAE現 E

xiàn

 
(動詞) 

(名詞) 

 

     表 2 粗體字的部分是華語的意思 

1 AE調 E

tiáo

AAE劑 E

jì

 

   (剤) 

名詞 
如果藥劑師沒有遵守正確的調劑流程，會發生很嚴

重的問題。 

動詞 

適當地調整讓忙碌與閒適變得合適。 

（多と少忙と閑、有と無などを）調整する、調節

する、適当に案配する、つり合いを保たせる。 

例：旅行可以調劑緊張的生活，也可以調劑身心。 

2 
AE緊 E

jǐn

AA E張 E

zhāng

 

狀態

動詞 

(肌肉、精神) 明天的考試非常重要，她緊張極了。 

(局勢、關係) 最近中日兩國的情勢緊張，必須特別

小心。 

供應不足，難以應付。 

（供給などに）余裕がない、逼迫している、手詰

まりである。 

例：這筆生意如果成功了，會對目前公司資金緊張

的狀況很有幫助。 

3 A E收 E

shōu

AAE拾 E

shi

 

(収) 

動詞 

因為明天有重要的客人要來，他花了半天的時間把

房間收拾乾淨。 

(口語) 整治。 

こらしめる、やっつける。 

例：看我怎麼收拾你！ 

(口語) 消滅、殺死。 

殺す、消す。 

例：別擔心！前面幾個據點的敵人，全讓我們收拾

了。 

4 動詞 最近他們隊上表現得不太好，下個月就要比賽了，

日語

詞義 

漢
語
詞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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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表 E

biǎo

AAE現 E

xiàn

 

需要快點找出原因來。 

故意顯示自己的好，覺得自己很好。 

〈貶〉（自分を）ひけらかす 

例：她很愛表現，好出風頭，不太受人歡迎。 

名詞 

表示出來的行為或作風。 

表れ、態度。 

例：他這兩次的表現都非常好，你不必擔心。 

■ 把表 2 中的詞填到下面合適的空格中。 

(1) 你覺得痛苦的時候，需要做一些別的活動來_________一下心情。 

(2) 最近公司的狀況不好，再這樣下去，公司的資金會很_______，你

們要有心理準備。 

(3) 就算她的______再好，她那種愛________的習慣，如果不改一下，

不會有人喜歡她。 

(4) 我已經警告過他好幾次了，他都不聽，最後不得不把他________

掉！ 

        ﹝答案：1. 調劑。2. 緊張。3. 表現；表現。4. 收拾。﹞ 

【說明】：第一種類型的近義詞，除了華語與日語一樣的意思以外，華語還有別的

意思，詞性也不盡相同。表 1 的詞彙上方列出拼音，列出華語的詞性；表 2 的詞彙

上方同樣列出拼音，列出兩個語言的所有詞性，但華語的詞性以粗體標註，提醒學

習者注意。表 2 中的詞義說明，華語與日語一樣的意思直接給一個華語的例句，作

為一個範例及提示；華語的其他意思則列出華語與日語的釋義及例句，並標以粗體。

接著的填空練習，句子都設計為日語沒有的意思，讓學習者熟悉新的意義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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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下面這些詞，華語和日語的意思有不一樣的地方。看表 1 再確認一次華語的

發音和詞性，看表 2 學習不一樣的意思和例句。 

     表 1 日語詞義≧漢語詞義 

 

AE反 E

fǎn

AAE對 E

duì

 

(対) 

(動詞) 
AE同 E

tóng

AAE意 E

yì

 
(動詞) 

(名詞) 

 

     表 2 粗體字的部分是華語的意思 

1 AE反 E

fǎn

AAE對 E

duì

 

  (対) 

動詞 我們堅決反對取消週休二日的提案。 

- 
スーパーはこちだよ。そこ反対だぞ。(超市在這

邊，那邊是反方向。) 

- 
ハンドルをくるりと回して反対の方向へ乗って行

った。(他扭轉車頭往回騎去。) 

2 
A E同 E

tóng

AAE意 E

yì

 

動詞 同意這個計畫的人，請舉手。 

名詞 你發表這篇文章的時候，得到他的同意了嗎？ 

- 同意語。(同義詞) 

 

1. 把表 2 中的詞填到下面合適的空格中。 

(1) 他的提案太過危險，遭到強烈_______。 

(2) 他們提出的條件對我們的傷害很大，絕對不能_______。 

(3) 他請假已經取得上司的________了。 

        ﹝答案：(1)反對。(2)同意。(3)同意。﹞ 

2. 判斷下面的句子是否正確，在對的句子前面打ˇ，不對的句子前面打

x。 

  (1) (   ) 你走錯路了，應該往反對的方向走。 

  (2) (   ) 你剛剛說的事，他同意了嗎？ 

  (3) (   ) 日語的「漂泊」和「流浪」是同意語。 

        ﹝答案：(1) x。(2) ˇ。(3) x﹞ 

漢語

詞義 

日
語
詞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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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第二種類型的近義詞，除了華語與日語一樣的意思以外，日語還有別的

意思，詞性也不盡相同。表 1 的詞彙上方列出拼音，列出華語的詞性；表 2 的詞彙

上方同樣列出拼音，華語的詞性以粗體標註，而日語的詞性則不標註，提醒學習者

注意。表 2 中的詞義說明，華語與日語一樣的意思直接給一個華語的例句，作為一

個範例及提示，並標以粗體。若屬日語獨有的意思則列出日語的例句及例句的華語

翻譯，接著有兩種應用練習，詞彙填空的練習使用日語和華語都有的意思，讓學習

者填空；判斷句子的正確性的練習，則用日語才有的意思寫一個錯誤的華語的句子，

仿造學習者的偏誤，提醒學習者注意。 

(三) 下面這些詞，華語和日語的意思有不一樣的地方。看表 1 再確認一次華語的

發音和詞性，看表 2 學習華語和日語不一樣的意思和例句。 

     表 1  漢語詞義≒日語詞義 

 

AE慷 E

kāng

AAE慨 E

kǎi

 (狀態動詞) 
AE宴 E

yàn

AAE會 E

huì

 (名詞) 

AE意 E

yì

AAE見 E

jiàn

 (名詞)   

 

     表 2 粗體字的部分是華語的意思 

1 
A E慷 E

kāng

AAE慨 E

kǎi

 
狀態動

詞 

①精神或情緒激昂、飽滿，充滿正氣。 

例：他說得慷慨激昂，那狂熱的樣子真讓人驚

訝！ 

②大方、不吝嗇。 

例：她親切又慷慨給每個人一份非常好的禮物。 

世の中の不義・不正や自分の不運を憤りなげく

こと。  

例：あの人は本当に慷慨の士だ。 

(他真的是一個憤慨的人。) 

2 
AE意 E

yì

AAE見 E

jiàn

 

名詞 

對事情的想法及看法。 

例：面試時需要談你對工作的意見和想法，你必

須好好準備。 

動詞 
道理や利害を説いて他人を戒めること。説教。 

例：煙草をやめろと弟に意見する。 

漢
語
詞
義 

日
語
詞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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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勸告弟弟戒菸。) 

3 
AE宴 E

yàn

AAE會 E

huì

 名詞 

指比較隆重的客人和主人在一起飲酒吃飯的聚

會。 

很多人聚集在一起飲酒吃飯、娛樂的集會。(聚餐) 

1. 判斷下面的句子是否正確，在對的句子前面打ˇ，不對的句子前面打

x。 

  (1) (   ) 他誰的話都不聽，怎麼意見他都沒有用。 

  (2) (   ) 他因為慷慨捐錢給災民而得到好名聲。 

  (3) (   ) 昨天和幾個朋友參加一個小的宴會，玩得十分高興。 

  (4) (   ) 他們和我們的意見不一樣，需要多一點時間討論。。 

 (5) (   ) 他對很多事都感到不滿，常覺得自己的運氣不好，是一個慷

慨的人。 

        ﹝答案：(1) x。(2) ˇ。(3) x。(4) ˇ。(5) x。﹞ 

【說明】：第三種類型的近義詞，除了華語與日語一樣的意思以外，華語與日語都

各有別的意思，詞性也不盡相同。表 1 的詞彙上方列出拼音，列出華語的詞性；表

2 的詞彙上方同樣列出拼音，華語的詞性以粗體標註，而日語的詞性則不標註，提

醒學習者注意。表 2 中的詞義說明，華語與日語一樣的意思列出華語的釋義及例

句，並標以粗體，讓學習者對其有清楚的認識。日語才有的意思則列出日語的釋義、

例句及例句的華語翻譯；華語才有的意思則列出華語的釋義、例句及例句的日語翻

譯；若只是應用的面向不同，則以華語說明。接著的應用練習，讓學習者填空判斷

句子的正確性，則用日語才有的意思寫一個錯誤的華語的句子，仿造學習者的偏誤，

提醒學習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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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單元  熬夜 

單元目標 

在這個單元，你將： 

1. 認識同字近義詞的三種類型以及近義詞的字形與發音。 

2. 學會活用與熬夜有關的同字近義詞及其他一般詞語。 

課文一 

(一) 詞彙聽讀─下面的對話中標粗體的詞是同字近義詞，

注意聽錄音，並在同字近義詞的下面寫上拼音。 

(兩個朋友在校園裡相遇，互相問候最近的生活。) 

偉誠：早啊！ 

家安：早！ 

偉誠：怎麼搞的，看起來這麼沒精神，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又熬夜了？ 

家安：是的。你是怎麼看出來的？是不是因為我的「熊貓眼」？ 

偉誠：呵呵，你也知道啊！你的眼睛周圍都是黑的。 

家安：最近忙著趕報告，好多天都沒好好睡覺了。 

偉誠：你也太拼命了吧？這樣下去，非把身體累垮不可。 

家安：可是沒辦法，要是報告趕不出來，這科我就當定了。 

偉誠：為什麼不在白天寫？ 

家安：我也想啊，只是我這個人是個夜貓子，白天什麼事都幹不了，但一到半

夜我精神可是好得不得了，就是我想睡也睡不著。 

偉誠：你別說，像你這樣的人還挺多的！ 

家安：是啊，白天睡覺，晚上做事，我都習慣了。一時之間要我改，我還真改

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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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誠：話是這麼說沒錯，但是這習慣終究是不好。我現在準備去操場上跑幾

圈，你要不要也一起去運動運動？偶爾動動筋骨，總是好的。 

家安：不去了，我睏死了，得趕緊回去睡覺去。 

偉誠：說真的，你這習慣，就不能想辦法改改嗎？你現在年輕，身體還挺得

住，等到時候把身體搞壞了，可不是鬧著玩的！ 

家安：不瞞你說，其實我最近也有點擔心我的身體，好了，我知道了，等我把

報告趕完，一定想辦法改。不好意思，讓你費心了！ 

偉誠：可不是嘛，等你的好消息啊！先走一步！ 

(二) 詞彙聽寫─下面這些同字近義詞意思很像，聲音也很

像，聽錄音以後，跟著念一遍，把不正確的拼音改成正

確的，並寫上缺漏的拼音及聲調。括號裡面的字是日語

漢字，注意與華語不一樣的地方。 

名詞 
消      息 

x_____   _____ 

精      神 

j_____   sh____ 

動詞+ 

名詞 

報     告 

b____   __ao 
 

狀態動詞

+副詞 

一     定 

  yi   d_____ 
 

 

(三) 詞彙辨義─下面這些詞，華語和日語的意思有不一樣的地方。再確認一次

華語的發音和詞性，學習和日語不一樣的意思和例句。 

     粗體字的部分是華語的意思 

1 
AE精 E

jīng

AAE神 E

shén

 名詞 

指人的意識、心理活動或狀態。（人の精神、心。） 

A○1 E

A他剛失戀，精神狀態不太好，你要好好看著他。 

主旨、主要的意義，多指某種文章或理論。(文章

などの精神.主旨.意義.本義.主眼.) 

A○2 E

A這個譯者沒有理解原文的精神，非常可惜。 

A○3 E

A 形之於外的活力。(活力、元気、活気)。 

例：他休息以後，覺得精神飽滿，可以繼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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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

動詞 

形之於外的活力。(元気である、つらつとしてい

る。) 

例：他雖然很忙，但總是很精神，笑著為大家服務。 

2 
AE一 E

yí

AAE定 E

dìng

 

副詞 

表示意志的堅決。 

(意志が固いことを表す）必ず、きっと、どうし

ても、絶対に。 

例：明天我們要去拜訪的客人很重要，你一定得

準時到。 

狀態

動詞 

農作物的生長和土壤、水分、日光等都有一定的關

係。 

    

3 
AE消 E

xiāo

AAE息 E

xi

 名詞 

音信。 

便り、音信、消息。 

他離開家十五年了，到現在還是一點消息都沒有。 

(事情)情况 

最近の彼の消息をきいたか。(聽到他最近的情況

了嗎？) 

    

4 
AE報 E

bào

AAE告 E

gào

 

動詞 向上司報告。 

名詞 演說、演講。 

■ 判斷下面的句子是否正確，在對的句子前面打ˇ，不對的句子前面打

x。 

  (1) (   ) 昨天他雖然只睡了四個小時，但還是很精神。 

  (2) (   ) 這本雜誌每個月傳達財經界最近的消息。 

  (3) (   ) 老太太聽到兒子要回來的消息，心裡十分高興。 

  (4) (   ) 今天由王同學為大家報告讀書心得，請大家注意聽。 

  (5) (   ) 大家聽到球隊贏球的好消息，都高興極了。 

  (6) (   ) 老師提醒大家交作業以前一定要仔細檢查。 

        ﹝答案：(1) ˇ。(2) x。(3) ˇ。(4) ˇ。(5) ˇ。(6) ˇ。﹞ 

【說明】：課文中的近義詞，依照類型分類，與上述範例相同，表格中的詞義說明，

凡是華語與日語意思相同者，列出華語的釋義及例句，並標以粗體；日語才有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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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則列出日語的釋義、例句及該例句的華語翻譯；華語才有的意思則列出華語的釋

義、例句及例句的日語翻譯；若只是應用的面向不同，則以華語說明。接著的應用

練習，讓學習者填空判斷句子的正確性，則依日語才有的意思寫一個錯誤的華語的

句子，仿造學習者的偏誤，提醒學習者注意。 

 (四) 語法練習 

 

 

 
  怎麼搞的,……  怎麼搞的，看起來這麼沒精神，…… 

 意思：對某人的行為表示不滿，有時也表示對發生的事情無法理解。 

 用法：有責備或埋怨的語氣。 

■ 回答下面的問題： 

(1) 明天就要開會討論了，可是你的部下還沒把計畫書寫好，你會說什

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你回到宿舍的房間，發現房間非常亂，你會跟你的室友說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你把你的錢放在桌上以後去洗手間，回來以後卻發現錢不見了，你

會說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說真的，……  說真的，你這習慣，就不能想辦法改改嗎？ 

 意思：插入語，一般用在本來不想說或不好說的話之前。 

 用法：常對信任的、比較親近的人說。 

表示不滿意 

表示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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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下面的問題： 

         (1) 你一直不太喜歡你朋友說話的態度，可是你從來沒跟他說過。現在

你受不了了，你會怎麼跟他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你覺得工作很辛苦，很想辭職。最近跟好朋友聚餐，想問他們的意

見，你怎麼跟他們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是鬧著玩的。  到時候把身體搞壞了，可不是鬧著玩的！ 

 意思：提醒對方某事關係重大，不能掉以輕心，否則後果嚴重。 

 用法：前面常有小句。 

■ 回答下面的問題： 

(1) 你發現你的朋友生病了不去看醫生，隨便拿藥吃，你會說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五歲的孩子為什麼不能一個人在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瞞你說，……  不瞞你說，其實我最近也有點擔心我的身

體，…… 

 意思：表示自己說的是完全真實的，沒有任何隱瞞。 

 用法：插入語，常對信任的、比較親近的人說一些不敢、不好意思說

或不想在大家面前說的話。 

■ 回答下面的問題： 

表示提醒 

表示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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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看，我新買的大衣怎麼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你最近為什麼吃得這麼少？你生病了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明天要不要一起去逛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 口語練習─按照下面這些詞和語法，複述課文。 

沒精神  熬夜  報告  睡覺  身體  夜貓子 習慣  運動  不是鬧著玩的 

(六) 口語練習─請你說說 

 

1. 你有熬夜的經驗嗎？為了什麼事熬夜？你有什麼方法讓自己不睏？ 

2. 熬夜以後，你覺得身體哪裡不舒服？補充睡眠以後會覺得比較好嗎？ 

3. 你是夜貓子嗎？你什麼時候做事比較有效率？為什麼？ 

課文二 

(一) 詞彙聽讀─下面的文章中標粗體的詞是同字近義詞，

注意聽錄音，並在同字近義詞的下面寫上拼音。 

(報紙上的健康專欄，刊出這篇文章。) 

你熬過夜嗎？為了考試嗎？為了報告嗎？為了準備開會資料嗎？不論是什

麼原因，談到熬夜經驗，許多人都很無奈。 

熬夜延遲及減少了睡眠時間，打亂生理時鐘，身體機能出了問題，健康也

隨著流失。如果不得不熬夜，在熬夜當天與隔天，應該如何恢復精神呢？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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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要了解自己睡眠的特性，該睡多少、什麼時候該睡，其實每個人都不一

樣。在睡眠時數上，專家說，從開始睡眠，到完成一個睡眠週期，最少要二個

半到三小時。但即便這樣仍然太短。專家建議，熬夜時間越短越好。清晨三點

到五點是體溫最低點，也是最想睡的時候，這時候熬夜，最想睡，效率也最

差，最好避免。 

夜間工作，能量消耗比日間更快，會需要更多熱量，例如水果、蜂蜜水

等，還有含維他命 B 群的食物，如酵母、蔬菜、牛奶、蛋等，對消除疲勞很有

幫助；而使用咖啡、提神飲料等，因為有咖啡因，要注意喝的量和時間，才不

會想上床睡覺時效力還在，反而打亂了生理週期。 

除了食物之外，還有光線的問題。因為光線會稍微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

比較不容易想睡。另外，熬夜的隔天馬上補充睡眠對身體最好，如果前一天熬

夜，最好隔天就要馬上補回來，但不要在白天補眠，因為會把生理週期打亂。

如果真的很累，中午可以小睡一下，但不要超過一小時；然後早點上床睡覺，

隔天還是按照固定時間起床，慢慢把睡眠補回來。 

熬夜健康原則 

1. 了解自己的睡眠類型，找到適合的熬夜時間。 

2. 不在清晨三到五點熬夜。 

3. 睡眠時間儘量完整，不要斷斷續續。 

4. 熬夜時多吃含維他命Ｂ群的食物。 

5. 熬夜時光線要充足，比較不易想睡。 

6. 熬夜隔天就要補足前一天的睡眠。 

(二) 詞彙聽寫─下面這些同字近義詞意思很像，聲音也很

像，聽錄音以後，跟著念一遍，把不正確的拼音改成正

確的，並寫上缺漏的拼音及聲調。括號裡面的字是日語

漢字，注意與華語不一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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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 
  時     間 

_____   j_____ 

   生     理 

sh_____    li 

動詞 
  準     備 

zh___   b____ 
 

動 詞 + 名

詞 

  開     始 

  kai    _____ 

需     要 

_____    yao 

副詞 
  比     較 

  bi     j_____ 
 

 

(三) 詞彙辨義─下面這些詞，華語和日語的意思有不一樣的地方。再確認一次

華語的發音和詞性，學習和日語不一樣的意思和例句。 

     粗體字的部分是華語的意思 

1 
AE準 E

zhǔn

AAE備 E

bèi

 動詞 

A○1E

A 明天就要開會了，資料我還沒準備好，你有

時間幫我嗎？ 

A○2 E

A 祖父病得很重，我們得做最壞的準備。 

A○3 E

A…するつもりである、…する予定である。 

例：已經兩年沒回去了，今年我準備春節回老家探

親。 

2 
AE需 E

xū

AAE要 E

yào

 

名詞 A○1 E

A 商業部門要經常了解大眾對商品的需要。 

動詞 

A○2 E

A 如果需要幫忙，請給我打電話。 

A○3 E

A 要る、必要である、手に入れたいと思う。 

例：我們公司非常需要你，請你一定要來。 

3 
AE開 E

kāi

AAE始 E

shǐ

 

動詞 我從去年開始存錢，現在終於夠買車了。 

名詞 

A○1 E

A 這次的成功只是一個開始，我們還得繼續努

力。 

A○2 E

A 初め、最初、初めのうち。 

例：開始他對工作還不習慣，現在已經非常熟練

了。 

4 
AE比 E

bǐ

AAE較 E

jiào

 

動詞 
我覺得這裡有點問題，得仔細比較一下譯文和原

文。 

副詞 

比較的に、わりに、すでに一定の程度になってい

ることを表す。 

例：秋天去旅行比較好，天氣比較涼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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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E時 E

shí

AAE間 E

jiān

 名詞 
我最近很忙，可以找別的時間嗎？ 

一昼夜は 24 時間だ。(一晝夜是 24 個小時。) 

6 
A E生 E

shēng

AAE理 E

lǐ

 名詞 

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一樣重要，有問題一定要找

醫生。 

今月は生理が遅れている。(這個月的經期晚了。) 

 

■ 判斷下面的句子是否正確，在對的句子前面打ˇ，不對的句子前面打

x。 

  (1) (   ) 他是我們同學中比較有錢的。 

  (2) (   ) 因為塞車，我昨天花了五個時間才回到家。 

  (3) (   ) 開始我沒有發現他的病，等到知道了已經太晚了。 

  (4) (   ) 最近我的生理每次都晚了五天，我有點擔心。 

  (5) (   ) 今天他請客，我們不需要付錢。 

  (6) (   ) 下個月就是新年了，你準備做什麼？ 

        ﹝答案：(1) ˇ。(2) x。(3) ˇ。(4) x。(5) ˇ。(6) ˇ。﹞ 

(四) 語法練習 

 

 
  隨著  身體機能出了問題，健康也隨著流失 

 意思：指某情況伴隨著另一情況發生，或某情況的變化以另一情況的

發生為前提，常敘述一種普遍狀況。 

 用法：多放在句首，後面接短語或小句，動詞常有變化的語義。 

■ 完成下面的句子： 

(1) 隨著電腦的出現，有了什麼樣的新情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隨著飛機票越來越貴，旅行的人數會怎麼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隨著台北的人口越來越多，台北的房價怎麼樣了？ 

表示說明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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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用「隨著」改寫下面的句子： 

(1) 這個地區的交通發達了，經濟也越來越好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汽車越來越多了，塞車問題也越來越嚴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時代變化了，人們的思想也改變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反而  想上床睡覺時效力還在，反而打亂了生理週期。 

 意思：應該出現卻沒有出現的情況，「反而」引出出乎預料的情況。 

 用法：副詞，在句子裡有轉折的作用，常常與「不但不、不但沒」連用。 

■ 完成下面的句子： 

(1) 我考試考得不好，我媽不但不安慰我，反而

___________________。 

(2) 我讓他慢一點走，他反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我工作很努力，老闆不但不給我加薪，反而 

__________________。 

■ 用「反而」改寫下面的句子： 

(1) 他遲到了一個小時，沒說對不起，還怪他的朋友來得太早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我的弟弟成績不好，上了補習班，成績沒提高，卻降低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她睡覺前吃了安眠藥，以為能睡個好覺，卻一個晚上沒睡。 

表示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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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口語練習─請回答下面的問題 (五)  

1. 你平常需要多少睡眠時間？熬夜時，你睡多長時間？ 

2. 你熬夜的時候吃東西或喝東西嗎？吃什麼？為什麼？對熬夜有幫助嗎？ 

 再確認一次這個單元的字形，把表格中的漢字填到合適的空格中。 

會 劑 

對 收 

 

1.         拾 

2.   宴 

3.   調 

4.   反 

 

      ﹝答案：1. 收拾。2. 宴會。3. 調劑。4.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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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工具箱 

 

非同字詞 

繁體 簡體 
日語注釋 

及例句 

頁

數 
(依筆畫排列) 

課文一 熬夜 熬夜 夜ふかしする、徹夜する。 

(動) 他身體不好，沒辦法熬夜。 
- 

áo yè 

費心 费心 気を使う、頭を使う、人に依頼するときの常套

語としてよく用いられる。 

(動) 這麼麻煩的事，讓你多費心了。 

- 
fèi xīn 

課文二 

 

 

 

 

能量 

néng liàng 

エネルギー 

(名) 我們需要食物補充我們需要的能量。 
- 

消耗 

xiāo hào 

（物や体力などを）消耗する、使う、減らす。 

(動+名) 不要做無謂的事消耗自己的精神。 
- 

補充 补充 補充（する）、補足（する）。 

(動+名) 他報告以後，我又幫忙做了補充。 
- 

bǔ chō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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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以中日同字詞教學為主之中級口語

教材設計理念與教學建議 

本文所設計之教材與一般教材最大的差別在於第一，生詞以中日同字詞為主，

非同字詞為輔；第二，針對日籍學習者常見的偏誤設計，屬於國別化的教材，非一

般通用的綜合教材。結合以上兩點，使用此教材教學，不論對母語為日語或是母語

非日語的華語教師而言，都是新的嘗試。 

本教材共兩冊，教學單元依照中日同字詞的三個類型分為三個篇章，同字同義

詞篇有六個單元；同字異義詞篇及同字近義詞篇則各有四個單元，其結構大致相同，

然而依照不同的篇章，學習重點有些微差異，設計也有所不同。為了協助教師教學，

讓本教材發揮更好的教學成效，以下針對各個篇章之單元項目說明設計理念，並提

出教學建議。 

第一節  同字同義詞 

由於對日籍學習者而言，同字同義詞是最容易的吸收理解的，因此設計在教學

單元的第一個篇章，只需要注意字音、詞性及少數略有差異的字形，日籍學習者就

能掌握得很好，因此字音、詞性及字形為本篇的設計重點。 

同字同義詞的總數非常多，常用的多達一千個，然而對學習者而言，負擔並不

大，因此想讓學習者盡量多認識一些同義詞，並熟悉詞性差異的部分，故同字同義

詞篇，上、下冊各設計六個單元，每個單元各有五段課文，包含四種不同的語體，

課文量與詞語量皆比其他教學篇章長，每個單元約有 70 個同義詞，兩冊預計編入

常用的 840 個同字同義詞，約佔同字同義詞總數的 78%。每個單元的五段課文之

下皆有相同的五種練習，單元的最後有同義詞的詞語綜合運用練習，各項目分述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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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文 

為了讓學習者在不同的語境下接觸同字同義詞，每個單元針對同一個主題設

計五段課文，分為四種不同的語體，依照順序包含一段對話、兩段記敘短文，一段

說明短文，及一段教學活動，考慮到課堂的時數及中級程度的設定，對話的長度約

為 600 字，兩篇記敘短文的長度約為 800 字，說明文及教學活動材料的長度則不

一定。 

(1) 課文一 

對話是學習者最常接觸到的語言形式，口語表達又是日籍學習者表現比較

弱的一環，因此每個單元之第一段課文的文體皆設計為對話，對話的設計採情

境式，情境較能引起學習者的注意及興趣，課文內容與該單元主題相關，為兩

人或多人之間的對話，注意將最常用的口語用法融入對話場景，符合交際性與

趣味性的教材編寫原則。力求實用性及趣味性。 

(2) 課文二及課文三 

對話之後的課文二及課文三是兩段長短約為 800 字的短文，與該單元主題

相關但不同面向的內容，因考慮中級程度的學習者能自主閱讀較大的文字量，

除了編入屬書面語的同字詞以外，亦編入中級書面語的語法點，因此在數量上

設計為兩段，以不同的話題吸引學習者的興趣。 

(3) 課文四 

為了增加教材的實用性及多元性，讓學習者接觸到真實的材料，並培養其

口語交際能力，第四段課文設計為實用性質的說明文，取材自真實語言材料，

並略為潤飾語句，調整為合適的難度。 

(4) 課文五 

課文五為教學活動，主要為任務型的交際活動，語言材料的份量不多，目

的在於讓學習者主動運用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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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練習題 

同字同義詞篇每個單元中的前三段課文皆包含以下五個項目：詞彙聽讀、詞彙

聽寫、詞彙填空、語法練習及口語練習。前三個項目中的詞彙指的是同字同義詞，

不標示課文中的同字異義詞或是同字近義詞，讓學習者只專注在本篇章的同字同

義詞，避免學習者混淆；另外，非同字詞的生詞則製作成有日語注釋的生詞表，附

有例句，置於單元的最後，供教師及學習者自由運用，不列入本教材的主動教學目

標。以下說明五個項目的順序及用意。 

(1) 詞彙聽讀 

每段課文的第一個部分為課文，文中以粗體標示同字同義詞，讓學習者同

時聽並讀整段課文，寫下同義詞的拼音。由於同字同義詞對日籍學習者來說，

字形和字義可以馬上吸收，但字音需要加強，因此讓學習者在第一次接觸同字

同義詞時，是在完整的語境之下，以聽與讀的方式接收詞彙的訊息。 

(2) 詞彙聽寫 

為了加深學習者對字音的印象，讓學習者再聽一次同字同義詞的發音，因

此第二個項目仍以聽詞彙為主，並將華語與日語容易混淆、相近的字音設計成

空格，讓學習者寫下來，提醒其注意。錄音的內容除了詞彙以外，一個詞搭配

一個例句，每個詞和例句都念兩次，語速先慢後快，例句的設計淺顯易懂，讓

學習者聽到詞彙實際的運用，又不造成負擔。詞彙聽寫的第二個用意是除了聽

音讀詞以外，加上同樣是學習者容易混淆的詞性，因此將課文中出現的同字同

義詞作成一個表格，並按照詞性分類，同時在同義詞旁以括號列出日語與華語

不一樣的字形。至此，學習者在完整的課文語境中認識了同字同義詞，聽到兩

次發音，並能將拼音寫下來，同時確認了詞性及字形，完成詞彙的形、音、義

及用法的學習。 

(3) 詞彙填空 

為了確認學習者對同字同義詞用法的掌握，設計此練習讓學習者從前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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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詞彙讀寫表中所提供的資訊，將詞填進合適的空格中，並要求其手寫，提醒

其注意字形的異同。 

(4) 語法練習 

前三個部分為針對同字同義詞詞彙的練習設計，第四部分為語法練習，列

出語法點、課文中的例句、意思及用法，針對不同的語法點設計不同形式的練

習。由於本教材為了不讓難度過高的非同字詞造成學習者的困擾，因此每段課

文的難度設計不高，參考《溝通─任務型中級漢語口語》的做法，列出語法點

的「功能」，提示學習者。課文的語法點數量不多，在三至四個之間，學習者

應能掌握得很好。 

(5) 口語練習 

口語表達能力是日籍學習者普遍上表現較弱的一環，本教材的重點，除了

中日同字詞以外，還希望加強學習者的口語能力。因此在詞彙與語法練習之後，

針對單元的主題，設計不同形式的口語練習，有個人的練習，也有要求學習者

分組合作的練習，讓學習者練習使用同義詞表達自己的看法，並在練習的題目

中以粗體標示同義詞，加強學習者對同義詞的印象。 

(三) 同義詞詞語綜合運用練習 

由於同字同義詞的詞性不完全對等，容易造成混淆及誤用，除了每段課文之後

的詞彙練習以外，練習量仍嫌不足，為了幫助學習者分辨，在每個單元的最後，綜

合五段課文的同義詞，設計四種練習，分述如下： 

(1)  詞彙意義填空 

針對五段課文中所有兼具兩種詞性的同義詞，設計與下面第(2)項連貫的

練習，首先，這個部分讓學習者連結同義詞及其華語釋義，聽同義詞的發音以

後將同義詞填進相應的華語釋義空格中。因為學習者已經知道這些詞彙的日語

意義，而日語與華語相異的部分在於詞性，且在華語的用法中，這些詞彙兼具

兩種詞性，所以在這個練習中，列出華語的詞性並使用華語釋義，讓學習者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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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閱讀華語詞典的釋義，加深學習者對同義詞的的印象。 

(2)  詞彙填空及造句 

承接上一項的練習，這個部分要讓學習者分辨不同詞性的用法，華語與日

語詞性相同的部分，對學習者來說難度較低，因此以造句的方式練習；而華語

獨有的詞性，難度較高，需要予以輔助，所以以句子填空的方式練習。 

以上兩項連貫式的練習加深學習者對詞性的理解及運用，也讓其注意到雖

是同義詞，仍有詞性的細微不同之處，容易產生偏誤，必須加以熟記。 

(3)  搭配詞及造句 

這個練習綜合單元中五段課文的所有名詞，讓學習者學習常與這些名詞搭

配的動詞，因為學習者雖然能理解名詞的意義，卻可能不知道如何使用。第一

個步驟仍然強調發音，讓學習者再次熟悉；接著直接提供例子，讓學習者使用

所提供的搭配詞造句，不算困難。教師可以鼓勵學習者使用詞典，可以直接寫

下詞典中的例句，也可以自己造句。 

(4)  字形填空 

字形不同的部分在每段課文之後的詞彙讀寫生詞表中提醒過學習者，然而

未設計練習，因此在單元的最後，總結所有華語與日語寫法相異的同字同義詞，

讓學生手寫答案，再次確認。教師也可視學習者的情況改為聽寫。 

(四) 非同字詞的生詞 

由於本教材以中日同字詞教學為主，不欲以過多的非同字詞造成學習者的負

擔，分散其注意力，因此特別注意課文的難度，避免不必要的非同字詞的高級詞，

然而本教材三個篇章的難度不同，非同字詞的數量依照篇章的難度調整。同字同義

詞的難度是最低的，因此非同字詞的數量設計比其他篇章多，控制在一個單元 25

個以下，同字詞與非同字詞的比例為三比一，讓學習者以預習的方式自行學習，不

作為課堂的教學內容。非同字詞的生詞製成一生詞表，先以課文分類，依序列出繁

體字、簡體字、漢語拼音、日語漢字、日語注釋及課文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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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非同字詞的詞彙教學相比，同字同義詞的教學重點為字音與詞性，教材已就

此方向設計，建議教師也將其規劃於課堂活動中，以下就教學時數及同字同義詞篇

獨有的項目設計提出教學建議： 

(一) 教學時數 

同字同義詞篇的單元，以第四章所示的範例為例，有 5 段課文、70 個同義詞、

25 個非同字詞、5 個語法點及 15 個口語練習，一個單元建議以 15 個課時進行教

學，1 段課文 3 個小時，要求學習者在課前預習課文後的前三項練習：詞彙聽讀、

詞彙讀寫及詞彙填空，在課堂上教師再帶領學習者進行生詞的聽說練習，生詞包括

同字同義詞及非同字詞，接著進行語法點教學及口語練習教學。 

(二) 練習題 

(1) 詞彙填空 

此處的填空是讓學習者填入不熟悉的華語的詞性的用法，教學時可留意學

習者是否能掌握及分辨華語的詞性，可使用教材附錄的語法詞類縮略形式表，

表格中華語與日語並列，可看出日語的詞類術語所使用的漢字與華語幾乎完全

相同，教師可多加利用。 

(三) 同義詞詞語綜合運用練習 

此部分的練習全針對日籍學習者常見的偏誤設計，除了協助其學習，亦可作

為教師教學之參考。 

(1) 詞彙意義填空 

此處所列出的詞彙為該單元中所有兼具兩種詞性的同義詞，與日語的詞性

不完全對應，建議教師教學時強調，亦可作為評量。 

(2) 詞彙填空及造句 

 此處的練習承接上一項，讓學習者學習使用兩種不同的詞性，讓學習者填

空的詞性是華語獨有的，而讓學習者造句的詞性則是華語與日語共有的。教師

可視學習者的程度讓其使用華語獨有的詞性再造一個句子，作為作業或是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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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發現學習者可能產生的偏誤。 

(3) 搭配詞及造句 

 此處所列出的詞彙為該單元中屬於 HSK 或 TOCFL 中高級程度的同字同

義詞的名詞，雖然同字同義詞對日籍學習者來說不以此標準區分難度，然而與

之搭配的動詞，則可能是學習者不熟悉的中高級程度的詞，本文特別列出，並

列出常見的搭配詞。教師可視教學場域及學習者需求補充其他搭配詞。 

 

第二節  同字異義詞 

同字異義詞對日籍學習者來說較特殊但不複雜，設計在教學單元的第二個篇

章，這個篇章的學習重點在於提醒學習者這些同字異義詞，發音與字形或許相近，

然而意義完全不相同，宜當作新的詞彙來學習。若當作一般生詞學習，需要不斷提

醒學習者這些詞沒有日語的意思。上、下冊各設計四個單元，每個單元約有 25 個

同字異義詞，預計可編入 200 個同字異義詞。以下為各項目的設計理念： 

(一) 課文 

同字異義詞的數量不多，上、下兩冊共設計四個單元，每個單元約有 25 個異

義詞，對話及短文各一篇，對話的長度約為 500 字，短文長度約為 700 字。 

(1) 課文一 

與同字同義詞篇的設計相同，第一段課文為對話，設計對學習者來說實用

及有趣的主題。 

(2) 課文二 

對話之後為一段長短適中的短文，內容與課文一相關，學習者可以互為參

照，並提高詞語的複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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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練習題 

(1) 詞彙聽讀 

與前面同字同義詞篇的設計相同，課文以粗體標示同字異義詞，由於學習

者容易誤解異義詞的意思，因次讓學習者以聽與讀的方式在語境中同時接觸課

文及詞彙，暗示異義詞的華語的詞義。 

(2) 詞彙聽寫 

與前一篇的同字同義詞略有不同，學習者於此處的練習確認字音、詞性及

字形，詞彙的用法則移至下面的第(3)及(4)項，以不同的方式練習。 

(3) 詞彙辨義 

學習同字異義詞最重要的是分辨清楚華語詞彙的意義，並排除日語意義的

干擾。為了訓練學習者的語感，學習者在讀課文時已從語境中接觸到詞彙，此

處更進一步讓學習者從特別設計的例句中體會詞彙的意思，若該詞彙有兩種詞

性，則各列出一個例句；最後再以華語及日語釋義。中級程度的學習者應該具

有從例句中判斷詞義的能力，教師應該鼓勵其多做練習並協助其培養。 

(4) 詞彙使用 

前三項練習已經完成形、音、義的學習，此處設計限定式的練習，讓學習

者練習使用同字異義詞說一個句子回答特別設計的問題，或是將詞彙填進挖空

的例句中。 

(5) 語法練習 

與同字同義詞篇的設計相同，列出語法點的功能，並以不同的形式練習。 

(6) 口語練習 

與同字同義詞篇的設計相同，以不同形式的口語練習培養口語表達能力。 

(7) 字形填空 

在每段課文之後的詞彙讀寫生詞表會提醒學習者字形不同的詞彙，然而未

設計練習，因此在單元的最後，總結所有華語與日語寫法相異的同字同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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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手寫答案，再次確認。教師也可視學習者的情況改為聽寫。 

(三) 非同字詞的生詞 

與同字同義詞篇的設計相同，由於本教材以中日同字詞教學為主，不欲以過多

的非同字詞造成學習者的負擔，分散其注意力，因此特別注意課文的難度，避免不

必要的非同字詞的高級詞，同字異義詞的難度較同義詞為高，不欲造成學習者的負

擔，因此非同字詞的數量設計較少，控制在一個單元 15 個以下，同字詞與非同字

詞的比例為六比一，讓學習者以預習的方式自行學習，不作為課堂的教學內容。非

同字詞的生詞製成一生詞表，先以課文分類，依序列出繁體字、簡體字、漢語拼音、

日語漢字、日語注釋及所在課文頁數。 

同字異義詞的教學重點為破壞學習者對字形與日語詞義的連結，並建立新的

華語詞義連結。教材已就此方向設計，建議教師也將其規劃於課堂活動中，以下就

教學時數及同字異義詞篇獨有的項目設計提出教學建議： 

(一) 教學時數 

同字異義詞篇的單元，以第四章所示的範例為例，有 2 段課文、25 個異義詞、

15 個非同字詞、3 個語法點及 12 個口語練習，一個單元建議以 15 個課時進行教

學，要求學習者在課前預習課文之後的前三項練習：詞彙聽讀、詞彙讀寫及詞彙辨

義，在課堂上教師再帶領學習者進行生詞的聽說練習，生詞包括同字異義詞及非同

字詞，接著進行語法點教學及口語練習教學。 

(二) 練習題 

(1) 詞彙辨義 

此設計讓學習者從例句中體會詞義，建議讓學習者事先預習，教師可視學

習者的學習狀況補充例句，並以學習者在初級學過的單個漢字解釋異義詞，幫

助學習者辨析。 

(2) 詞彙使用 

經過上述的辨義練習以後，此處讓學習者練習將異義詞運用在完整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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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教師亦可將此使用一般詞彙的教學技巧，改為聽說練習。 

第三節  同字近義詞 

教學單元的第三個篇章是對日籍學習者來說最困難的同字近義詞，因此置於

最後。中、日兩個語言的詞義與字形的關係錯綜複雜，本文所依據的張佩珊80的詞

表(樣張請見附錄一)，將近義詞分為四種類型；然而以教學的角度來看過於複雜，

因此將第三及第四種類型合併為一種，分為三種類型。 

同字近義詞細分為三種類型，需要仔細辨析及記憶，此為本篇的設計重點。為

了讓學習者理解，在本教材上冊的同字近義詞篇的第一個單元之前，設計一個篇章，

詳細說明各種類型，並列出範例，接下來在正式的單元中，詞彙部分依此範例編排。 

同字近義詞需要較多的篇幅說明意義的差異，對學習者來說負擔很大，因此

同字近義詞篇，上、下冊各設計四個單元，每個單元各設計兩段課文，每個單元約

有 15 個同字近義詞，兩冊預計編入 120 個同字近義詞。以下說明同字近義詞篇的

設計理念： 

(一) 同字近義詞的三種類型 

同字近義詞篇的開頭說明即同字近義詞的三種類型，將三種類型的近義詞皆

列入一個表中，讓學習者先聽詞彙的發音，並讀詞彙表中列出的拼音及詞性，接下

來分別說明各個類型。 

每一種類型的近義詞皆以兩個表格說明，再搭配一個練習。同字近義詞的第一

個類型，華語與日語除了有一個或數個共同的意義以外，華語還有一個或數個日語

沒有的意義，而各個意義的詞性也不盡相同。第一個表在詞彙上方列出拼音，並在

詞彙旁列出華語的詞性及相異的字形；第二個表同樣在詞彙上方列出拼音，列出兩

個語言的所有詞性，但華語的詞性以粗體標註，提醒學習者注意。第二個表中的詞

                                                       
80 參見張佩珊：《基于新 HSK 詞匯的漢日同形詞對比分析及對日漢語教學對策》(長春：吉林大

學，2014 年)，頁 3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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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說明，若該詞義與詞性華語與日語相同，則直接給一個華語的例句，作為範例及

提示；華語獨有的詞義的部分，則列出華語與日語的釋義及例句，並標以粗體。兩

個表格以後緊接著的詞彙填空練習，句子都設計為日語沒有的意思，讓學習者熟悉

新的意義的用法。 

同字近義詞的第二個類型，與第一個類型相反，華語與日語除了有一個或數個

共同的詞義以外，日語還有一個或數個華語沒有的詞義，而各個詞義的詞性也不盡

相同。第一個表在詞彙上方列出拼音，並在詞彙旁列出華語的詞性及相異的字形；

第二個表同樣在詞彙上方列出拼音，華語的詞性及詞義以粗體標註，而日語的詞性

及詞義則不標註，提醒學習者注意。第二個表中的詞義說明，若該詞義及詞性華語

與日語相同，則直接給一個華語的例句，並標以粗體，作為範例及提示。日語獨有

的詞義的部分，則列出日語的例句及該例句的華語翻譯。兩個表格以後緊接著兩種

應用練習：第一種詞彙填空的練習，使用日語和華語都有的詞義，讓學習者填空；

第二種判斷句子的正確性的練習，則用日語獨有的詞義寫一個錯誤的華語的句子，

讓學習者判斷正誤，提醒學習者注意。 

同字近義詞的第三個類型，華語與日語除了有一個或數個共同的詞義以外，華

語與日語都各有另外的詞義，詞性也不盡相同。第一個表在詞彙上方列出拼音，列

出華語的詞性；第二個表同樣在詞彙上方列出拼音，華語的詞性以粗體標註，而日

語的詞性則不標註，提醒學習者注意。第二個表中的詞義說明，若該詞義及詞性華

語與日語相同，則直接給一個華語的例句，並標以粗體，讓學習者對其有清楚的認

識。日語獨有的詞義則列出日語的釋義、例句及該例句的華語翻譯；華語獨有的詞

義則列出華語的釋義、例句及例句的日語翻譯；若該詞義只是應用的面向不同，則

以華語說明。接著的應用練習，讓學習者填空判斷句子的正確性，則用日語獨有的

詞義寫一個錯誤的華語的句子，讓學習者判斷正誤，提醒學習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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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文 

同字近義詞的數量與同字同義詞相近，約為 1000 個。上、下兩冊共設計四個

單元，每個單元有對話及短文各一篇，對話的長度約為 500 字，短文長度約為 800

字。 

(1) 課文一 

與同字異義詞篇的設計相同，第一段課文為對話，設計對學習者來說實用

及有趣的主題。 

(2) 課文二 

與同字異義詞篇的設計相同，對話之後為一段長短適中的短文，內容與課

文一相關，學習者可以互為參照，並提高詞語的複現率。 

(三) 練習題 

(1) 詞彙聽讀 

與前兩篇的設計相同，每段課文的第一個部分即為課文，文中以粗體標示

同字近義詞，由於學習者容易誤解近義詞的意思，因此讓學習者以聽與讀的方

式在語境中同時接觸課文及詞彙，暗示近義詞的華語的詞義。 

(2) 詞彙聽寫 

此處的設計與同字異義詞篇略為不同，學習者於此表確認字音、詞性及字

形，詞彙的用法則移至下面的第(3)項說明並練習。 

(3) 詞彙辨義 

學習同字近義詞最重要的是分辨華語與日語詞義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為

了訓練學習者的語感，學習者在讀課文時已從語境中接觸到詞彙，此處的表格

放入課文中出現的同字近義詞，分類並以空格隔開，詞義的說明及例句則與開

篇的表格設計相同。詞彙的用法練習緊接在此表後，仿造學習者可能出現的偏

誤寫出數個句子，讓學習者判斷正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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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語法練習 

與同字同義詞篇的設計相同，列出語法點的功能，並以不同的形式練習。 

(5) 口語練習 

與同字同義詞篇的設計相同，以不同形式的口語練習培養口語表達能力。 

(6) 字形填空 

字形不同的部分在每段課文之後的詞彙讀寫生詞表中提醒過學習者，然而

未設計練習，因此在單元的最後，總結所有華語與日語寫法相異的同字同義詞，

讓學生手寫答案，再次確認。教師也可視學習者的情況改為聽寫。 

(四) 非同字詞的生詞 

與同字同義詞篇的設計相同，由於本教材以中日同字詞教學為主，不欲以過多

的非同字詞造成學習者的負擔，分散其注意力，因此特別注意課文的難度，避免不

必要的非同字詞的高級詞，同字異義詞的難度較同義詞為高，不欲造成學習者的負

擔，因此非同字詞的數量設計較少，控制在一個單元 15 個以下，同字詞與非同字

詞的比例為六比一，讓學習者以預習的方式自行學習，不作為課堂的教學內容。非

同字詞的生詞製成一生詞表，先以課文分類，依序列出繁體字、簡體字、漢語拼音、

日語漢字、日語注釋及所在課文頁數。 

同字近義詞分為三種類型，教學重點為辨析近義詞的類型、詞性與詞義，以下

就教學時數及同字近義詞篇獨有的項目設計提出教學建議： 

(一) 教學時數 

同字近義詞篇的單元，以第四章所示的範例為例，有 2 段課文、15 個近義詞、

15 個非同字詞、5 個語法點及 15 個口語練習，一個單元建議以 15 個課時進行教

學，要求學習者在課前預習課文後的前三項練習：詞彙聽讀、詞彙讀寫及詞彙辨義，

在課堂上教師再帶領學習者進行生詞的聽說練習，生詞包括同字近義詞及非同字

詞，接著進行語法點教學及口語練習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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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近義詞的三種類型 

近義詞的三種類型有漢語詞義≧日語詞義、日語詞義≧漢語詞義及漢語詞義≒

日語詞義三種，針對前兩類近義詞，教學時需要突顯強調的是漢語或是日語獨有的

詞義，以及兩個語言不盡相同的詞性。第三類近義詞，則需要給學習者多一些例子，

讓學習者在語境中體會細微的差異。 

 

第四節  教學建議 

本文針對日籍學習者設計，以中日同字詞教學為主之中級華語口語教材，如何

運用此教材，除以上分別說明教材設計理念外，尤須教師在整體教學上留意以下幾

點，以達此教材最有效率之習得。 

(一) 教學法 

因針對日籍學習者，為了加強其較弱的聽說能力，故整體上建議採用聽說教學

法及對比教學法，本教材提供所有課文與生詞的錄音，可讓學習者預習、複習，教

師也可在課堂上搭配教學活動運用。各單元之間沒有明顯的難易區別，教師可根據

教學課時以及學生興趣、需要和程度進行選擇、取捨。教師亦可視詞義的複雜程度，

以對比兩個語言的方式進行詞彙教學。 

(二) 教學資源 

(1) 同字詞字卡 

中日同字詞不論對教師或是學習者而言，都是一個不熟悉的概念，既無法

確認，亦無從得知類型，教師在課堂上可使用此套詞卡進行各種練習，加深學

習者的印象。若教師欲針對所有的詞彙進行綜合練習，非同字詞的部分則建議

教師與同字詞的字卡分開處理，因為本教材只提供同字詞的字卡，教師可使用

不同的設計，或是用不同的多媒體，以避免學習者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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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字詞檢索系統 

本教材建置之同字詞檢索系統，可找出文章中所有不同類型的同字詞，若

教師想提供補充教材或是練習題給學習者，可使用本教材建置之檢索系統，標

示出一篇文章當中的所有不同種類的同字詞，不受限於教材設計之課文內容。

本教材的課文，只列出該篇章中的同字詞類型，教師亦可視學習者需要使用此

系統檢索其他類型的同字詞。 

(三) 課文教學 

 教材中的課文皆以粗體標示同字詞，建議教師於課堂上帶領課文聽說時，以同

字詞字卡作為輔助，字卡可以協助非以日語為母語的教師，也能加深學習者對同字

詞的印象。 

(四) 練習題教學 

(1) 詞彙聽讀 

同字詞的三個篇章都設計了此類練習題，建議讓學習者事先預習，在課堂

上教師直接進行聽說教學。此為學習者第一次接觸到同字同義詞，可以鼓勵學

習者使用辭典，於事先預習時自己標出與日語相近的讀音、字形及詞性，再與

下面的第(2)項對照，印象會更深刻。 

(2) 詞彙聽寫 

同字詞的三個篇章都設計有此練習題，拼音空格的部分是日籍學習者常出

現的偏誤，教師可作為糾音的參考。這個部分可讓學習者事先自行預習，或是

作為測驗，字音、詞性及字形皆為測驗的重點。 

(3) 語法練習及口語練習 

這兩個部分，在文字的部分以粗體標示同字同義詞，教師可提醒學習者注

意。 

(4) 字形填空 

字形亦是日籍學習者常出現的偏誤，此處列出該單元所有字形相異的同字



doi:10.6342/NTU201601651

144 

詞，再次提醒學習者注意，教師亦可作為評量。 

 

 

學習同字詞，無論是什麼類型，皆需要大量的實例協助辨析，也非常需要學習

者記憶大量的資訊，若藉由測驗的方式確認其記憶是否正確，學習者可能因此出現

抵抗的心理，不過同字詞是日籍學習者學習華語時必定會遇到的困難，需要教師多

加鼓勵，教學時亦需時時提醒學習者，絕對不因為是同字詞，而輕忽其詞義、詞性

及字音，鼓勵學習者勤查詞典，多接觸華語的例句，也建議讓他們針對教材中某一

主題自由造句，藉此發現其偏誤，並加以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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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語 

本文設計針對中日同字詞教學的華語中級口語教材的發想，起自於筆者從事

華語教學工作時，發現在教學過程中，只需使用一兩個同字詞提點，日籍學習者就

能很快地理解詞彙或是語法點的意義，對教與學兩方面都有極大的便利，這一點與

其他母語的華語學習者相比，日籍學習者有相當大的優勢；然而同字詞意義之異同

也常造成他們的學習困擾。同字詞同時帶給日籍學習者的正效益與負面影響，始終

是無法避免、與學習共存的，因此，本文的目標是希望設計一份針對日籍學習者，

專門辨析中日同字詞，且內容實用的華語中級口語教材，除了中日同字詞之辨析外，

並針對日籍學習者常出現的偏誤設計練習，幫助其發揮優勢及避免不必要的偏誤。 

《發展漢語─中級口語》、《溝通─任務型中級漢語口語》與《快樂學漢語說漢

語》為三套分別由中國及日本出版的華語中級口語教材，皆針對提升學習者的口語

能力設計，透過各種活潑的教學活動引導學習者，話題多樣，內容貼近生活且具時

代性，廣受學習者好評。本文分析此三套教材的特點，作為編寫針對中日同字詞教

學之中級華語口語教材的依據。 

本文所設計針對中日同字詞教學之華語中級口語教材，參考一般華語教材編

寫原則，及中日同字詞研究者所提出的教學建議，教材分為上、下兩冊，為了不讓

學習者混淆，依照同字詞的類型分為三個篇章，各個篇章再分為若干單元：同字同

義詞篇分為六個單元；同字異義詞篇分為四個單元；同字近義詞篇分為四個單元。 

剔除日籍學習者不熟悉的漢字及在現代日本社會不習慣以漢字呈現的同字詞，

全套教材擬編入 1160 個同字詞，同字同義詞篇的每個單元包含 70 個同字詞及 25

個非同字詞；同字異義詞篇的每個單元包含 25 個同字詞及 15 個非同字詞；同字

近義詞篇的每個單元包含 15 個同字詞及 10 個非同字詞。每個單元包含三個語法

點以及口語交際之練習，讓學習者能從教材中認識各類同字詞的意義，並能運用在

口語的交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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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之研究與設計，旨在呈現一份針對中日同字詞教學設計的中級華語口語

教材雛型。日籍學習者藉此教材學習，既可以充分認識中日同字詞的種類及辨析其

意義，降低同字詞對華語學習的負面影響，發揮正面效用，且能提升口語表達能力，

為日後的華語學習奠定堅固的基礎。期望未來能從事進一步的研究，設計不同面向

更多元的教材，協助日籍學習者的中日同字詞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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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曉君：《日語母語者學習漢日同形詞偏誤分析與教學對策》(長春：吉林大學漢

語國際教育專業碩士論文，2011 年)，頁 15-28。 

內田淳：《漢語教學中的漢日同形詞考察報告》(哈爾濱：黑龍江大學漢語國際教

育專業碩士論文，2011 年)，頁 56。 

馮英：《日本留學生漢日同形詞學習負遷移情況調查研究》(廣州：暨南大學漢語

國際教育專業碩士論文，2012 年)，頁 17。 

張捷楠：《日語漢字詞對日本學生學習漢語正負遷移及其策略研究》(長春：吉林

大學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碩士論文，2012 年)，頁 16-18。 

蘇弘：《日本「快樂學漢語說漢語」系列漢語會話教材的考察》(廣州：中山大學

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碩士論文，2012 年)，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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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嶠：《漢日同形詞對比及對日漢語詞彙教學策略》(哈爾濱：黑龍江大學漢語國

際教育專業碩士論文，2012 年)，頁 8。 

廉紅紅：《日語漢字詞對日本留學生漢語學習的負遷移研究》(湘潭：湘潭大學語

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專業碩士論文，2013 年)，頁 24-44。 

王亞妮：《漢日同形詞對日本學生漢語學習的負遷移調查研究》(蘭州：蘭州大學

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碩士論文，2013 年)，頁 23。 

菊地良介：《漢日同形詞的偏誤分析及對日漢語教學》(呼和浩特：內蒙古師範大

學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碩士論文，2013 年)，頁 41-60。 

曹永馨：《中日同形詞對比及其教授法研究》(濟南：山東師範大學日語語言文學

專業碩士論文，2013 年)，頁 25-33。 

王蓓華：《漢語的日語借詞與對日漢語教材編寫建議》(上海：上海外國語大學漢

語國際教育專業碩士論文，2013 年)，頁 9。 

楊柳青：《基於漢語做為第二語言教學的漢日同形詞對比研究》(瀋陽：瀋陽師範

大學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專業碩士論文，2013 年)，頁 30。 

張佩珊：《基于新 HSK 詞匯的漢日同形詞對比分析及對日漢語教學對策》(長春：

吉林大學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碩士論文，2014 年)，頁 9-12。 

(四) 教材 

路志英：《發展漢語─中級口語》(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11 年 8 月)。 

趙雷、趙建華、高岳：《溝通─任務型中級漢語口語》(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

社，201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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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廳編：《日本語教育研究資料：中国語と対応する漢語》(東京：大蔵省

印刷局，1978)。 

上野恵司、魯曉琨：《おぼえておきたい日中同形異義語 300》（東京：光生館，1995）。 

王永全、小玉新次郎、許昌福：《日中同形異義語辭典》(東京：東方書店，2007)。 

郭明輝、磯部祐子、谷內美江子：《日中同形異義語 1500》(東京：國際語學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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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10 月)，頁 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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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新 HSK 一至六級詞彙漢日同形詞(二字詞)一覽表樣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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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發展漢語─中級口語》(Ⅰ)冊第 8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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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發展漢語─中級口語》(Ⅱ)冊第 3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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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溝通─任務型中級漢語口語》上冊第 6 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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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溝通─任務型中級漢語口語》下冊第 14 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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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快樂學漢語・説漢語〈中級〉-中國語會話》第 5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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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同字同義詞篇單元內容樣張 
課文一 

 (一) 詞彙聽讀─下面的對話裡粗體詞是同字同義詞，注意聽

錄音，並在同字同義詞的下面寫出拼音。 

(上課的時候，老師問大家旅行時最煩惱的事是什麼。) 

老師：旅行是一種非常好的休閒方式，但是也有讓人煩惱的時候，請大家想一想

自己旅行時曾經有什麼樣的事，跟大家分享。 

家寧：我覺得什麼都無所謂，就是不要和旅行社發生衝突。假如有了爭論，就

算最後問題解決了，也不會有什麼心情繼續玩了。 

永安：這一點我倒覺得還好。現在的旅行社服務很周到，他們也很在意我們在網

路上的評論，如果實在是沒有辦法忍耐，還可以去投訴他們。我最怕的

是東西被偷，尤其是證件和信用卡，萬一丟了，補辦非常麻煩。 

大為：有一次我去旅行時，景色很美，導遊也非常熱情。但是，每到一個地方，

導遊就介紹當地的特產，然後跟老闆一起說服我們買。說是說服，其實

是你買也得買，不買也得買，讓人覺得很掃興。 

一文：就是嘛，這樣一來，有被迫購物的感覺，本來想買的人也變得不情願了。

我聽說過很多這樣的經驗，如果想避免，就不能貪便宜，選擇團費太低

的團，畢竟一分錢一分貨啊！ 

欣怡：是啊，不過旅行社也應該反省他們的做法，大家出門旅行就是想放鬆心情，

這麼做的確讓人覺得上當受騙，非常掃興。 

老師：暑假快到了，如果想參加旅行團出門旅行，選擇時得特別小心！ 

(二) 詞彙聽寫─下面的表格中的詞語意思與日語一樣，聽

錄音以後，跟著念一遍，把不正確的拼音改成正確的，

並寫上缺漏的  拼音及聲調。 

名詞 

  方     式 

 f_____  shi 

 問      題 

w____   t___ 

 評     論 

__ing   l____ 

景      色 

j______  s___ 

  

 
 

動詞 
 解      決 

 __ie   j____ 

 忍      耐 

__en    __ai 

說(説)     服 

sh____    f__ 

動詞+ 

名詞 

 選     擇(択) 

x_____   z___ 

爭(争)     論 

zh_____   l___ 

經(経)   驗(験) 

j_____   __an 

狀態動詞 
 周      到 

__ou     d____ 
  

副詞 
 最      後 

z____    h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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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同字異義詞篇單元內容樣張 

課文一 

 (一) 詞彙聽讀─下面的對話中標粗體的詞是同字異義詞，

注意聽錄音，並在同字異義詞的下面寫上拼音。 

文婷：加奈，你回國以後就找工作嗎？ 

加奈：這得看情況，如果暫時找不到，就等等看。 

文婷：你怕不怕別人說你是「啃老族」？ 

加奈：我有點怕，不過我才不是呢！怎麼？你也知道「啃老族」？ 

文婷：我在網路上看過相關的報導，現在越來越多年輕人，即使畢業以後仍然

靠父母生活。吃、住都靠父母。真不敢相信有這樣的事情！ 

加奈：沒錯！不過在這些人中，有很多人可不是找不到工作，相反的，他們往

往有高學歷，家庭條件也不錯。 

文婷：難怪，那是父母溺愛孩子，怕他們吃苦。 

加奈：你說的沒錯，但也不能把責任都推到家長身上。很多年輕人是因為害怕

競爭，現在競爭太激烈了。 

文婷：對，關鍵還是自己。沒有試過，怎麼知道不行？心理承受能力也太差了！ 

加奈：還有一些名校畢業，能力也很強的大學生，由於覺得工作不合適就乾脆

待業在家。 

文婷：實在是不像話！都已經畢業了，還給家裡添負擔。 

加奈：文婷，你畢業以後不找工作，不會也想逃避就業吧？ 

文婷：瞧你說的，找工作有什麼可怕的？我可不是長不大的啃老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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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詞彙聽寫─下面這些同字異義詞，漢語和日語的意思

完全不同，詞性也有不一樣的地方。聽錄音以後，跟著

念一遍，寫上缺漏的拼音及聲調。括號裡面的字是日語

漢字，注意與漢語不一樣的地方。 

名詞 
事      情 

______  ______ 

狀態動詞

+副詞 

實(実)    在 

______  ______ 

(三) 詞彙辨義─一邊聽錄音，一邊讀下面的句子，並想一想華語的意思。 

1. 不可能的事情就是不可能，你不必再說了。 

 我已經決定了，沒有什麼事情能讓我改變主意。 

 ↓ 

事情：人類生活中的一切活動和遇到的一切社會現象。(事柄、用事) 

 

2 (狀動) 他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人，不會故意騙人。 

 (副) 我們已經走了三個小時了，我實在是走不動了，讓我休息一下。 

 ↓ 

實在：(狀動) 真實，不假，常指人的心地、言行、本領等。(うそいつわり

がない、本物の。) 

   (副) 的確。(確かに、本当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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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同字近義詞篇單元內容樣張 

     下面這些詞，華語和日語的意思有不一樣的地方。看表 1 再確認一次華語的

發音和詞性，看表 2 學習不一樣的意思和例句。 

    表 1 日語詞義≧漢語詞義 

 

AE反 E

fǎn

AAE對 E

duì

 

(対) 

(動詞) 
AE同 E

tóng

AAE意 E

yì

 
(動詞) 

(名詞) 

 

     表 2 粗體字的部分是華語的意思 

1 AE反 E

fǎn

AAE對 E

duì

 

  (対) 

動詞 我們堅決反對取消週休二日的提案。 

- 
スーパーはこちだよ。そこ反対だぞ。(超市在這邊，

那邊是反方向。) 

- 
ハンドルをくるりと回して反対の方向へ乗って行っ

た。(他扭轉車頭往回騎去。) 

2 
AE同 E

tóng

AAE意 E

yì

 

動詞 同意這個計畫的人，請舉手。 

名詞 你發表這篇文章的時候，得到他的同意了嗎？ 

- 同意語。(同義詞) 

 

1. 把表 2 中的詞填到下面合適的空格中。 

(1) 他的提案太過危險，遭到強烈_______。 

(2) 他們提出的條件對我們的傷害很大，絕對不能_______。 

(3) 他請假已經取得上司的________了。 

        ﹝答案：(1)反對。(2)同意。(3)同意。﹞ 

2. 判斷下面的句子是否正確，在對的句子前面打ˇ，不對的句子前面打 x。 

  (1) (   ) 你走錯路了，應該往反對的方向走。 

  (2) (   ) 你剛剛說的事，他同意了嗎？ 

  (3) (   ) 日語的「漂泊」和「流浪」是同意語。 

        ﹝答案：(1) x。(2) ˇ。(3) x﹞ 

漢語

詞義 

日
語
詞
義 


	空白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