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你好-Ni Hao!」論 K6-12 階段華語教材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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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材的選擇對華語教學成效影響甚巨， 然而教材生成不易， 特別是針對 K6-12 階段的
華語教材更少， 自編教材又有其局限性， 因此對於教材的充分了解， 有助於教師清楚建立
教學圖象， 選擇適當教材， 並彈性補充以增加教學的效能 。本研究整理多家教材理論， 建
構理想的教材標準， 以此針對美國 K6-12 華語教材「你好-Ni Hao!」進行評析， 發現其優
點有： 1.中外合編教材切合當地學生需求， 針對性強 2.配套教材完整 3.印刷得宜 4.情境運
用適當 5.教材大致符合 5C 原則 6.符合趣味性原則 7.使用規範性語言 。缺點則有： 1.課程
目標過於簡要 2.缺乏詳細的發音介紹 3.練習部分尚有進步空間 4.少部分解釋待求改進 5.
語言文化的比較待加強 6.難度安排待改進 。建議則有： 1.課程目標具體化 2.詳細的發音介
紹 3.有效練習的追求 4.解釋求正確 5.加強語言文化的比較 6.難度定量安排 。

一、前言

關鍵字： 美國華語教材、教材評析及選擇、你好-Ni Hao!、k6-12

華語教學涉及許多重要部分， 如課程、教材、教法等， 每個部分都有其重要性， 彼此
關係密切，而教材是華語教學的主要內容，如何選擇教材也就左右華語教學的成效，「你好
－Ni Hao! Chinese Language Course」是專為 K6-12 階段的學生而設計的華語教材， 本研
究旨在對這套教材進行分析， 評析其教材的優點及缺點並提出建議， 以供從事美國 K6-12
階段階段華語教學相關人員之參考 。

二、研究主題或方法
本研究焦點在於從「你好-Ni Hao!」教材探討 K6-12 階段華語教材的選擇，美國的 K6-12
階段相當於臺灣的中等教育， 即國、高中 。這個階段的學生， 其學習的狀況不同於兒童及
大學以上階段的學生， 應該有專為這個階段而設計的華語教材，「你好-Ni Hao!」設定的對
象， 正是美國 K6-12 學習華語的學生， 值得拿來研究 。
本研究所採用的方法是統整重要的教材主張， 並以此來檢視「你好-Ni Hao!」教材的
適切性， 指出其優點及缺點以及可以調整的地方， 對於從事華語教學者也可以從中得到教
材選擇的概念， 並檢視自己手邊的教材， 適度調整， 以提升華語教學的效能 。
目前對於教材的主張有： ACTFL(1999)在「21 世紀外語學習標準」提出五個外語學習
要達成的五個重要目標，分別是 Communication 溝通、Cultures 文化、Connections 連結、
Comparisons 比較、Communities 社群； 趙賢州(1988)年提出針對性、實踐性、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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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性四原則； 呂必松(1993)提出實用性、交際性、知識性、趣味性、科學性、針對性六
項原則；束定芳與莊智象(1996)提出系統性、交際性、認知、文化、情感五原則；趙金銘(1998)
教材評估表中則包含前期準備、教學理論、學習理論、語言、材料、練習編排、注解解說、
教材配套、印刷等項目； 劉珣(2002)將教材編寫之原則概括為五： 1.針對性 。2.實用性 。3.
科學性 。4.趣味性 。5.系統性； 趙金銘(2004)整理前人研究的觀點， 提出十項編寫教材的
基本原則： 定向原則、目標原則、特色原則、認知原則、時代原則、語體原則、文化原則、
趣味原則、實用原則、立體原則； 蔡雅薰(2008)則特別重視難度定量及情境的運用 。

三、「你好-Ni Hao!」教材的分析與討論
根據上述對教材評析的相關理論及看法， 此處將對「你好-Ni Hao!」教材進行評析，
討論其優點及缺點 。

(一)優點
總計「你好-Ni Hao!」的優點有七點， 敍述如下：
1.中外合編教材切合當地學生需求， 針對性強
「你好-Ni Hao!」一到三册是給美國初學中文者的教材， 第四册是給美國高中學生的
進階教材， 第五册是給美國高中學生再進階教材， 其對象明確， 教材內容大致符合對象的
需求 。
一到三册是由以華語為母語者與以美語為母語者共同編輯，其好處正如趙金銘(1998)
所言， 中外合編教材， 中方主導漢語本體系統、教學法原則、文化因素蘊涵及背景知識，
外方則可以在語言對比、文化對比、學習心理及學習過程方面提供諮詢， 更能貼近當地學
生的需求 。
「你好-Ni Hao!」教材編寫的對象為 K6-12 階段的學生， 在內容選材及安排也適
合該階段的特性， 書中的插圖以漫畫呈現， 人物為外國青少年， 針對性強 。
2.配套教材完整
「你好-Ni Hao!」系列有完整的配套教材， 包括學生作業本、卡帶或 CD、教師手册、
CD-ROM 遊戲軟體、CD-ROM 語言實驗軟體(提供網路下載) 。對想要學簡體字的學生， 有
一系列較為完整的簡體字版本由在澳洲的 ChinaSoft Pty 出版 。
3.印刷得宜
「你好-Ni Hao!」採用 A4 大小， 厚度不到 1 公分的裝訂， 開本合適， 對於發育期的
K6-12 階段學生而言， 重量恰好； 書中插圖數量適當， 與內容緊密配合； 版面活潑新穎，
容易吸引 K6-12 階段的學習者； 而教材內容使用不同字體及字號編排， 也使學生可以適應
不同字體， 有助掌握真實的文字 。
4.情境運用適當
「你好-Ni Hao!」教材重視使學生學習與生活相關實用的語言， 其所選用的主題與情
境適合美國 K6-12 學生的需求 。蔡雅薰針對美國中學學生的需求， 研究發現重要的情境依
序為： 1.個人與家庭生活 2.食物與餐飲 3.生活常規、需求、感覺、喜好與感情 4.簡單教室
用語、
生活用語 5.居家與休閒活動 6.興趣與嗜好 7.購物 8.中外重要節慶與社會風俗 (2008：
216 頁)，「你好-Ni Hao!」教材的內容情境大致與之相符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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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材大致符合 5C 原則
「你好-Ni Hao!」教材內容重視 Communication 溝通， 強調運用中文達到溝通目的，
課程設計著重對話， 情境也是生活中用得到的情境， 有利於以交談方式詢問或提供訊息、
交流意見及表達情感， 或將不同理念及內容表達給聽眾或讀者 。
「你好-Ni Hao!」也重視
Cultures 文化，期望學生體認並了解多元文化，學生能表達對華人社會習俗的瞭解與認識，
並能應對得體， 並表達對中華文化、藝術、歷史、文學知識的理解 。胡明揚(1999)認為根
據語言學習的一般規律來說， 不論在什麼地方學一種語言， 學習內容理應是有關目的語國
家的社會和生活的內容， 只要課文是有關中國社會和生活的內容， 其中必然包含中國文化
的因素， 對外漢語教材如果太強調中國文化的獨特性和優越性， 很可能讓外國學生反感，
效果並不好， 最好是不亢不卑， 既没有必要去迎合外國人的口味， 也不應該妄自尊大(16
頁)，「你好-Ni Hao!」教材中的文化立場是中立的 。
「你好-Ni Hao!」也能 Connections 連
結， 即結合並貫連其他學科， 由華語的學習加強或擴展其他學科的知識領域， 能得到唯有
學習華語才能獲得的特殊觀點與體認 。
「你好-Ni Hao!」也重視 Communities 社群，其目標
在於將華語應用於社區與國際多元社會， 可以在各地使用華語 。
6.符合趣味性原則
「你好-Ni Hao!」教材除了教材內容選擇教材對象感興趣的話題外， 也穿插歌， 韻語，
繞口令， 卡通， 小故事和中國漢字， 提高教材的趣味性， 引起 K6-12 學生興趣 。
7.使用規範性語言
劉珣(1994)強調對外漢語教材， 特別是初級階段的教材， 應強調語言的規範化， 首先
選取書面語和口語通用的詞語， 即全國各地通用的詞語(65 頁)， 胡明揚則認為教外國人學
漢語口語應該教普通話， 也就是規範的現代漢語口語(1999： 12 頁) 。衡諸「你好-Ni Hao!」
所用的語言， 大致上用的是規範性的語言， 第四册開始學到成語及一些文言用語， 基本上
仍符合學習的進程 。

(二)缺點
總計「你好-Ni Hao!」的缺點有六點， 敍述如下：
1.課程目標過於簡要
「你好-Ni Hao!」教材中簡單提到課程目標在於教用說和寫中文進行溝通， 使學生在
教室、操場、當地社區和任何講中文的國家使用中文 。雖然明確， 但對於如何達到未列出
大綱， 因而無法清楚教材編寫前期是否依據大綱對詞匯總量及其分布進行控制、覆蓋大綱
所規定的語言點、依據大綱確定功能意念項目並且分布合理、依據現行的某種教學計劃、
課程大綱進行編寫 。對於採用什麼語言理論為基礎， 側重何種教學法原則、如何處理語言
知識的傳播及語言技能的培養也未能得到清楚概念 。
2.缺乏詳細的發音介紹
「你好-Ni Hao!」1 第一課部分對華語發音的歷史做了簡介， 也列出漢語拼音的聲母、
韻母、及聲調， 然而對於美國人感到困難的華語發音並没有深入的說明， 初學華語者發音
可能會感到困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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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練習部分尚有進步空間
「你好-Ni Hao!」教材的練習有幾種類型， 一種是練習課， 一種是各課中的對話、語
法及寫字練習，一種是學生作業本的各課練習 。一册有一課練習課，第二、三册各有二課，
四、五册没有 。各課後大致都有對話、語法、寫字的練習， 練習量較小且傾向機械式練習 。
學生作業本的各課練習較充分，「你好-Ni Hao!」1 介紹級中的練習種類較多而有趣， 傾向
聽讀寫的練習，「你好-Ni Hao!」2、3、4、5 的練習種類較少， 聽力大多是選擇題， 讀則
多為問答題， 也有寫字格供練習中文字 。整的來說， 練習的安排依程度循序漸進， 然而練
習未能針對不同能力採用多種不同的練習方式， 而且無法覆蓋全部的教學內容、練習的層
次較不清楚， 彼此間的內在聯貫性也不強 。
4.少部分解釋待求改進
趙金銘(1998)提出教材解釋應注意：（1）淡化語法， 少用概念和術語， 加強交際（2）
語言現象的注釋簡明、扼要（3）外文翻譯準確、具可讀性（4）注重詞的用法及使用條件
的說明（5）例句精當， 可以舉一反三 。由此來看「你好-Ni Hao!」的解釋部分， 發現有幾
處問題： 在書體介紹中， 由於安排在「你好-Ni Hao!」1 第一課， 學習者對華語尚未有任何
基礎， 其介紹方式採英文說明， 中國最早期的文字甲骨文， 書中以「early writing」命名，
小篆則以「seal form」命名， 楷書稱為「modern form」
， 這樣解釋有其教學難易的考量，
但就翻譯準確而言， 則有所不足， 一直到第五册才用正確的中文書體名稱 。另外提及中文
字可以結合成一個新詞， 產生新義， 其解說為：「人 people
forms

followed by

口 mouth

人口 population」其用意在解釋中文詞的組成，然而詞拆開的個別字的個別意思，

與詞中的意思不同， 人口中的口在這裏並不當嘴巴， 這樣的解說容易產生誤解 。類似這樣
的解說方式也見於他處， 比如老師的「老」解釋為「old」
， 同學的「同」 解釋為「same」
，
姓氏的李解釋為李樹的「plum」(你好 1， 12 頁) 。另外筆順也有誤， 如永字有八法， 然而
在介紹中只有五畫(你好 1， 4 頁) 。書中文字說解的部分也值得再思考， 如「好」(你好 1，
13 頁)、
「男」(你好 3， 24 頁)的解釋， 不合乎文字學的原理 。
5.語言文化的比較待加強
美國 ACTFL 5C 標準中的 Comparisions 比較， 強調領悟並比較不同語言與文化的特
性的重要性， 在比較語言方面， 希望學生有能力比較華語及其母語而促進對語文本質的了
解； 在比較文化方面， 則期待學生得以比較中華文化與其本國文化而達到對文化本質的了
解 。語言文化的比較上，「你好-Ni Hao!」教材較少觸及 。語法上， 只有少數地方對華語及
美語的用法加以比較， 比如：「In English， am is used for I， are for you and is for he and
she.In Chinese， the single word 是 is used for all of the above.」(你好 1 學生作業本 13
頁的練習題)就注意到美語與華語的動詞使用差異，但文化的比較幾乎没有，
「你好-Ni Hao!」
教材的文化編寫傾向客觀陳述華人的社會文化， 而較少將華人文化與美國文化做比較 。
6.難度安排尚待改進
就教學量而言， 詞彙和語法的難易度應由淺入深、筆劃數由簡而繁、生詞由少到多，
句子先短後長(蔡雅薰， 2008)， 概略地看，「你好-Ni Hao!」符合這樣的要求， 但再仔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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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會發現有些部分遞增率不平均， 可能會造成學生學習的困難 。以生詞為例， 第一册每
課平均生詞為 19 個， 第二册每課平均生詞為 33 個(二課練習課没有生詞， 不算在內)， 第
三册每課平均生詞為 31 個(二課練習課没有生詞， 不算在內)， 第四册每課平均生詞為 106
個， 第五册每課平均生詞為 82 。由第一册到第二册每册生詞量約增加 13 個， 二、三册則
没有較大的差別， 第三册到第四册每課生詞量的落差達 3 倍， 第四册與第五册相比， 生詞
量少了約三分之一 。同册間的各課單字量也有較大落差， 以第一册為例， 每課平均生詞為
19 個， 第一、十一課的生詞量則有明顯的差異， 第二册的每課平均單字量為 33 個， 第一、
三、四、六、七課則有明顯差異，第三册的每課平均單字量為 38，第七、八課有明顯差異 。
第四册平均生詞為 106 個， 第二、三課有明顯差異， 第五册平均生詞為 82 個， 第二、三
課有明顯差異， 這些地方可能產生難度落差， 增加學習者的困難度 。除了生詞量的問題，
生詞的難度安排也值得再深思， 語法的說明則顯得太簡單， 一到三册語法的說明方式採用
英文說明， 並不帶入語法的專門術語， 第四册部分開始用專業語法的說明， 這種語法的安
排可能會使部分學習者感到不足 。

四、結論與建議
由以上對「你好-Ni Hao!」教材的討論後， 本研究認為 K6-12 階段的教材選擇若能中
外合編教材可能更能切合本國學生的需求， 針對性較強； 配套教材的完整性可以增加教學
效能； 而好的印刷及具趣味性能增加教材的吸引力； 情境的運用則使教材更貼近學生的需
求增加學習的動機； 教材內容符合 5C 原則及使用規範性的語言則符合外語教學的重要標
準 。本研究對「你好-Ni Hao!」的建議如下：
1.課程目標具體化
課程目標越是清楚詳盡， 落實教材編寫時越能正中目標，「你好-Ni Hao!」教材對於教
材要做到的部分大部分都能做到， 但有些目標過於籠統 。對此建議「你好-Ni Hao!」教材
可以把課程目標及大綱再寫得詳細一點， 比如用到多少生詞， 生詞的難度如何安排， 用什
麼教學理論， 用什麼樣的練習等 。
2.詳細的發音介紹
正確的發音能發揮辨義作用， 有助於語言溝通，「你好-Ni Hao!」教材應該在這一方面
再加補充 。特別是針對美國人在發音上的難點做加強 。
3.有效練習的追求
練習分機械式練習、有意義的練習、交際性練習，華語文教材練習若能以學習者為中
心原則， 引進語塊教學， 或用語言做事， 給予任務， 透過現實的交際活動促使學生主體學
習語言， 有利目的語的學習、自主性學習、引進真實性文本， 用不同的方法訓練不同的語
言技能(蔡永強、侯穎， 2010： 6、7-16 頁)， 將使練習更多元， 增進語言學習效果 。
4.解釋求正確
「你好-Ni Hao!」教材中出現的解釋問題， 可以透過諮詢各相關專業人員得到解決，
唯有解釋正確， 學習者才能在真實溝通情境中溝通無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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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強語言文化的比較
「你好-Ni Hao!」教材對於語言文化的比較較缺乏， 若能加強語言文化的比較， 對於學
習者深刻體驗華語及英語的語言文化將有更大的幫助 。
6.難度定量安排
對於教材的難度宜全面地從各方面思考， 採定量的安排， 讓學生可以循序漸進， 在原
有基礎上， 一步一步地往前學習， 逐漸累積信心， 達到成功的學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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