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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趨勢使得「能理解不同文化」以及「能使用母語之外的語言溝

通」已經成為兩種當代不可忽視的重要能力；人們開始普遍意識到跨文化

理解與溝通對於如何在世界上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以及對於自身社會中不

同族群和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和平共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朱瑞平，2008；

Stone, 2002）。基於這樣的全球化的共識，「當中國崛起，世界便開始擁

抱中文」（Ramzy, 2006）這句話便為當前華語文學習在全世界蔚為風潮

的現象下了最好的註腳。

壹、華語文學習熱

華語文學習熱的開端，可以回溯到1950年代。李振清（1982，

1985）曾為文指出，華語文學習的狂熱早在1950到1980之間的三十年間，

在全球各地（特別是美國大學中）蓬勃展開；尤其是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

森訪問中國之後，中文課程更是開始受到矚目，而台灣的華語文教學機構

在這一波早期的華語文學習熱中，便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台灣的華語文教

學始自1950年代中期，最早成立的是美國國務院外交學院於1955年在台中

成立的華語學校，其次是1956年在台北成立的基督教語文學院（現為中華

語文研習所），以及同年成立的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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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師大的國語中心在1956年成立，是台灣第一所大學層級的華語文

教學單位，第一年只有5名學生，6位教師。2
到1985年學生已超過900人，

來自全球45個不同國家，而中心結業的華語菁英更是遍布全球各地。當時

許多名校如牛津、劍橋的東方學院學生，畢業前都必須來台研習中文，列

為學校課程之一；美國的哈佛、賓州大學也選派學生來台研習中文。早在

1　 參見2010年6月出版的台灣華語文教學期刊第八期的「台灣華語教學的早期見證」專

題。專題中收錄周俐君撰的「華語教師的前輩—馬森教授專訪」（第92至96頁），莊

雅琳撰的「周慧強教授—談台灣早期的華語文教學」（第97至101頁）以及陳雅芳撰的

「專訪中華語文研習所（TLI）董事長何景賢先生」（第102至104頁）三篇採訪紀錄，

對於早期的台灣華語文教學敘述甚詳。

2　 見莊雅琳（2010）。周慧強教授—談台灣早期的華語文教學。台灣華語文教學，8，97-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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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就有美、法、澳等國多所大學與台灣師大成立交換計畫或合作計

畫，而紐約州立大學甚至成立「師大國語中心紐約州大波滋坦分部」。當

時台灣的國語文教學機構除規模最大的師大國語中心之外，還有在台大校

園內但行政獨立的「史丹福中心」（簡稱IUP），以及政大的加州大學語

文班、輔仁大學國語中心、東吳大學文化班、東海大學與麻州大學合作計

畫、國語日報語文中心等，許多國語文教學機構應運而生，而台灣的國語

文專家也紛紛應邀赴美任教、訪問、指導；凡此種種說明了早在25年前，

學習華語文的重要性已深為美國及其他地區的大學教育工作者所體認。
3

而今日的台灣華語文教學機構在師資培訓上仍不遺餘力；例如，台灣師大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在2010和2011連續兩年主辦國科會研究計畫「美國華裔

學生之華語教學與師資培訓」，遴選國內各大學華語教學相關系所及華語

教學學程的學生，每年共約40名，以華裔中小學生的華語學習特性及需求

為目標進行42小時的培訓，培養對外華語文教學的專業師資，並安排在暑

假赴美國的中文學校進行教學實習。
4

Austin Ramzy 在2006年六月的時代雜誌《搶佔先機，學習中文》

（Get ahead! Learn Mandarin!）一文中，清楚指出「隨著中國勢力的崛

起，世界開始擁抱中文」這一時代趨勢。Ramzy 認為中國世界經濟地位

的崛起將使全球興起新一波第二語言學習潮，而中文將成為炙手可熱的新

「國際通用語言」（lingua franca），「能說流利中文」成為履歷表上亮

眼的一行、謀職的絕對優勢，甚而代表一種時尚。中國政府在「中文出

口」（exporting Chinese）上也不遺餘力，單是2004到2006年間中國政府

已在三十餘國設立了孔子學院，並薦送超過2000名中文自願教師至海外教

華語，更在國內大力擴充中文語言學校的建築、師資、設備等以容納急速

湧入的大批學中文的國際學生人潮。Ramzy 引用南京大學教授 Hu Youqing 

3　 參見李振清教授發表於1982年的「美國大學的中文熱」（《華文世界》28期）以及1985
年的「從社會語言學的觀點探討華文教學」（《華文世界》38期）兩篇文章。

4　 「美國華裔學生之華語教學與師資培訓課程」。取自

 http://140.136.213.100/language/index.php?id=56。2011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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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說：「在國際間推行中文不再僅是文化推廣議題，而是被視為一種建

立國家『軟實力』的方式。」

早期的中國熱現象從「喜歡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化」開始，以至於

今日的從政治協商、經濟交易、市場投資以至於國際間重大問題的處理、

經濟發展的研究案例處處都不能沒有中國，更使得華語文學習又出現新一

波的熱潮。
5
當今全球有超過四分之一人口使用華語文，超過三千萬人正

在學習華語文（中教司，2006）。亞洲國家中，日本學中文的人口有近兩

百萬，南韓每年到中國以及台灣學中文的學生也約有十萬名，泰國開放中

小學普遍開設華語課程，印尼各級國立學校也加入中文作為選修或必修

科，馬來西亞華文小學的學生約有六萬五千名非華裔子弟。在北美洲的加

拿大，中文已成為使用人口最多的第三大語言。歐洲的中文學習熱也年年

加溫，法國政府在中學實施中、法雙語教學實驗計劃，英國學中文的學生

從1998年的六千名學生成長到超過五萬名。在大學階段，目前全球開設中

文課程的大學已超過一百個國家、兩千三百多所。華語文儼然成為當今熱

門語言，華語文學習也蔚成風潮，華語文教學更因此而蓬勃發展。

此外，全球華人社群的經濟發展（工作機會、經貿、旅遊、政治、

外交等）、華人往海外大量移民（海外華人近四千萬人，中文學校約三千

所）、台海兩岸政府的推動（大陸的國家漢辦與孔子學院，台灣的教育部

華語小組、僑委會華僑文教處等）（信世昌，2010）以及中國政治、經濟

地位崛起等因素的推動，更使得華語文學習與使用人口增加速度之快已經

日益不容忽視。

在政治、經濟上，各國均紛紛因應這一波全球性華語熱而制定語言政

策，例如，美國在國家外語政策制定上便把中文納入考量。2006年一月美

5　1982年11月15日，《新聞週刊》（Newsweek）以〈English, English Everywhere〉為標

題，說明當時「幾乎在世界各國，英語是追求卓越必備的語言，同時也最貼近世界語」

(In almost every country English is a key to getting ahead, and it's the closest thing to lingua 
franca.)。而2006年的6月26日，《時代》雜誌的〈Get ahead! Learn Mandarin!〉一文，則

指出今日「若你想追求卓越，就得學中文」。參見李振清（2006）。「語言共通」與

中英語言學習—國際友人國語演講比賽凸顯的外語學習觀念。2010年12月20日，取自

http://cc.shu.edu.tw/~cte/gallery/ccli/abc/abc_054_200612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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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總統布希宣佈了「戰略語言計劃」，正式把中文列為美國的戰略語言之

一，並撥款一億一千四百萬美元用來鼓勵學習戰略語言，中文展露成為世

界語言的無比潛力。
6
在語言學習上，2003年12月美國 College Board7 宣

佈，中國政府將提供財政支援，與 College Board 合作設立一門「漢語和

中國文化」的進階先修課程，稱為「大學先修中文課程」，通稱「AP 中

文課程」
8
，目的在因應世界發展趨勢而使高中教育能更具多元文化觀與

多元語言觀，同時培養年輕學子對未來世界強勢語言的嫻熟能力。2004年

College Board 對大約一萬四千所中小學進行了一次對增設 AP 語言課程的

意願調查，結果對開設中文課程有興趣的學校高達二千三百七十六所，是

選擇其他幾種語言學校數的十倍。
9AP 中文課程於2006年在全美高中開

課，2007年5月舉行第一次 AP 中文能力測驗，到了2008年4月，美國開設 

AP 中文課程的高中已有超過五百所，另有超過九十所在美國境外，遍布

歐、亞、非等十九國（Cothrun et al, 2008），從此 AP 中文課程正式成為

高中的熱門 AP 外語課程之一，而華語文學習熱也從美國貿易、經濟、政

治版圖拓展到全球的中等學校殿堂。

6　 衛君宇（2007）。AP預修中文的挑戰與機遇，首次AP中文考試前夕訪談大學理事會AP
世界語言部主任。大紀元時報2007年5月1日。

7　 College Board 一般譯為「美國大學理事會」，其譯名易造成有官方代表性的誤解，因

College Board 實非政府官方機構，而是成立於1900年之一民間組織。其網頁介紹中說明

其性質屬非營利機構，以協助高中生理解並獲得成功的大學教育為宗旨，服務項目包含

大學入學申請之協助、許可之獲得、標準測驗之報名與施測、獎助學金申請、進階課程

教學及學習等，每年約有七百萬高中學生及其家長、兩萬三千所高中以及三千五百所大

學採用College Board 的各式服務而完成大學申請與入學，其中最廣為熟知的是許多大學

採計SAT測驗、PSAT/NMSQT以及AP課程（大學先修）之成績作為申請時之能力評鑑

規準（College Board, 2009c），使各式測驗成為高中生大學申請必考之試。因其通行之

華文譯名「美國大學理事會」容易使讀者誤解為具官方正式機構性質，為避免誤導，本

文一律以其英文名稱College Board稱之，謹在此說明。

8　 Advanced Placement Program，簡稱AP，一般譯為「大學先修課程」，但較適切的譯名

應是「高中進階課程」，因為課程開在高中，而且也有許多大學並不承認其可抵學分。

9　 衛君宇（2007）。AP預修中文的挑戰與機遇，首次AP中文考試前夕訪談大學理事會AP
世界語言部主任。大紀元時報2007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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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華語文教學走向5C溝通取向的新趨勢

21世紀初溝通式語言教學的主要趨勢是：不再執著於單一理想教學

法，而注重教學情境與目標的多樣性；發展語言教學能力時，意義與形式

並重；以及發展以增進學習者溝通能力為目的的綜合且動態（dynamic）

的教學模式等（鄧守信等，2007）；而正如同語言教學的發展，近五年來

華語文教學也因為 AP 中文課程的開設而產生了溝通取向的新趨勢。

AP 中文課程的溝通取向趨勢，在課程上注重語言學習的「溝通、比

較、文化、社區、貫連」五個學習內容目標（5C）10
，而在教學上強調以

「理解詮釋、人際互動、表達演示」三種溝通模式能力（3 modes）11
養成

來設計教學活動；換句話說，AP 中文教學是以「比較、文化、社區、貫

連」作為課程內容選擇的指標，而以「溝通」的三種模式作為教學上的能

力養成目標。AP 中文課程以「美國外語教學學會」（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以下簡稱 ACTFL）的「21世紀外語

學習標準」為基礎，主張「語言與溝通是人類活動的靈魂」，強調語言學

習應該重實際應用，而語言教學必需培養學生在國內與國際社會中，在語

言、文化上都能成功溝通的能力（葉德明、宋如瑜，2007：465；姚道

中，2008；ACTFL, 1999）。簡單的說，AP 中文教學的最終目的，就是

要養成學生能以理解詮釋、人際互動、表達演示三種溝通模式，就文化、

貫連、比較、社區等內容議題與人溝通的精熟中文能力。

AP 中文課程問世之所以能對華語文教學帶來新的趨勢，主要原因在

於它的多層面的重要意義。李振清早在1985年便曾建議，華語文教學界

應該「在學校行政中爭取把華文教學納入有學分的正式課程中讓學生選

修」，一方面可以解決師資、教材與教法上的問題，另一方面則可引發學

生學習動機（李振清，1985）。王錦堂在1982年析論中文學校發展時也指

10 5C指 Communication, Comparisons, Communities, Cultures和 Connections, 由「美國外語

教學學會」在1999年提出。

11 3 modes指interpretive, interpersonal和 presentational modes，由「美國外語教學學會」在

1999年提出。



7導  論

出，學生們「看到很多大學不承認中文學分，學習熱情便不高」（1982：

35）。而25年後的今天，當 AP 中文課程正式成為中學課程，其實質意義

有以下幾個層面（吳德偉，2005）：從學生的實際利益而言，通過 AP 中

文考試可以減免大學外語必修學分，還可藉成績的提升而增加入學申請的

競爭力，也可以爭取減免或免修高中的外語課程；對中文僑校的實質意義

是多年來所提供的華語文教育成果，終於可以透過學生在 AP 中文考試的

成績表現，而被美國大學所肯定，並有希望爭取把中文學校學習成績列入

高中學生成績單內；對華語文教師的意義，則在提升學生學習華語文的意

願，促進學生對中華文化的深入了解，並且可以依循 AP 中文課程的教學

新趨勢，改進華語文從小學到高中的教學方法，並經由 AP 中文測驗以電

腦輸入為媒介，逐步掌握數位教學的運用技巧。整體而言，AP 中文課程

與教學改變了整個中學階段的華語文教學（姚道中，2008）。

參、華語文教學策略的重大變革

華語文教學隨國際形勢快速改變而走向世界，也必然帶來教學理念、

教學目標、教學方法等一系列重大變革。華語文學習熱因為 AP 中文課程

及測驗的推波助瀾，在2007年之後進入另一波新的高潮。不同以往的是，

這一波的華語文學習熱，卻帶來了教學上的新挑戰：溝通取向的教學新趨

勢，使 5C 溝通表達整合了聽、說、讀、寫四種能力的教學，而成為語言

學習的新模式與能力養成的新目標。傳統早期華語文教學策略重視語言知

識的講授，和語言形式化結構的分析，忽視語言的交際目的和功能，因而

學習者只養成對華語書面形式的認知和學習，對於在日常溝通交際上的華

語應用能力養成則成效不佳（陳亮光，2006）。基本上，傳統教學策略以

讀和寫的能力作為學習的基礎，聽和說的能力不僅屬於次要教學考量，甚

而被視為是自然發生無需刻意教導的能力；因此，學習結果上常會有讀寫

流暢但無法以口語溝通的窘境。幾個世紀以來，即使第二語言教學經過數

十年的演進，已發展到當代以溝通為目標的教學（Richards, 2005），但

華語文教學整體而言仍是以傳統教學的字詞、文句學習和記誦，以及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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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學習為語言教學的優先指標；即使近年納入溝通式教學法為教學策略

之一，但常是讀寫能力之外的附屬策略，且以人際溝通為單一模式，會話

訓練為主；而1999年頒布的「21世紀外語學習標準」雖強調溝通，也因

為當時中文教學多數在體制外的僑校進行，與升學無關，因此並未對華語

文教學帶來衝擊或變革；一直到這一波 AP 中文課程推動全美 AP 中文教

育發展，各高中紛紛開始廣招 AP 中文合格師資、籌設 AP 中文課程，而

僑校學生也因有機會經由通過 AP 測驗而獲得大學先修學分，因此期望僑

校華語文教學能配合 5C 溝通取向的教學新趨勢，也因此僑校教師在教導

華裔子弟時勢必要開始以 AP 考試為指標進行教學（江惜美，2009），以

「人際互動溝通技巧」、「口語和書面形式演示與理解中文的能力」以及

「實用上對中華文化的熟稔程度」（College Board, 2009a）為基準而改變

傳統教學策略，因此，華語文教學終必須面對教學策略的新挑戰。

5C 溝通取向的教學趨勢對華語文教學的挑戰其實分為兩個層次，其

一是教學思維的根本變革：教師的華語文教學思考必須自四種能力導向的

個別能力養成教學，轉向以養成 5C 多元溝通模式能力為目標的新思維，

這是教學思維上的挑戰；其二則是在實際教學中更深層的挑戰：如何在教

學策略中融入 5C 以培養溝通能力？傳統的四種能力分別教學策略，已不

足以達成以溝通模式整合能力的 5C 教學目標，因此，如何在教學策略中

融入 5C 就成為教學上進一步的挑戰。

肆、華語文教學之5C新紀元

溝通取向的教學新趨勢，將華語文教學帶入一個反思、探討和創新的

重要階段。由於AP中文課程的教學目標與考試方式及標準無可避免的影

響了華語文教學的內容和相應的教學設計（姚道中，2008），在帶來大好

機遇和重大挑戰（趙金銘，2007）的同時，其實也給傳統華語文教學注入

新的活力，給學生和老師帶來中文教與學的新探索與新體驗。

語言教學中的一大挑戰常是運用、練習不足，遭遇「學生因溝通動機

不足、語言活動無法維持興趣以致溝通練習常變成被動、形式化的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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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引發學生真正投入而提高學習成效」的挑戰；華語文教學策略如何自

「以讀、寫、聽、說四種能力的分別養成為目標」、「以理解、記憶、認

讀為重心」、「以會話為單一溝通教學模式」，發展為「以 5C 學習為目

標」、「以養成完整的溝通能力為目的」、「以不同溝通模式多面向並

進、交錯、互補為教學方式」的溝通教學策略，實為當務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