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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背景 

+                          研究背景與目的(1/4) 

         * 華語 成為 國際強勢語言 

+                          研究背景與目的(2/4) 

   *大量外籍人士赴 台灣與中國 學習華語 

+                          研究背景與目的(3/4) 

                 *  華語 學習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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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背景與目的(4/4) 

  *華語學習 產生需求 

+ 

                       文獻探討 

+ 

 華語教育  起源發展？ 

+ 
             1. 華語教育之發展(1/3) 

經濟 商業 

+ 
             1. 華語教育之發展(2/3) 

早期民國45年，台灣國內便已設立兩所語言中心，分別
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化語言中心」以及「基督
教語文中心」（即為今日的「台北語言中心」），由於
教學有顯著成長效益，深受各地外籍學生青睞(董鵬程，
2007)  

1997年華語教育備受重視矚目，美國統計當時有275個
學校開設華語課程。2007年，全球華語學習人數統計
有3千萬人，全球統計有100多個國家開設中文班學習
華語，2,300所大學積極增設中文系，直到2014年統計
全球已達到逾1億人在學習華語。（季平，2015）  

+ 
             1. 華語教育之發展(3/3) 

近年，華語學習人數有明顯的成長趨勢，華語教學狀
況在短時間各大學院校皆紛紛陸續成立附設華語中心，
以便因應這波華語學習的熱潮。(黃尹莎，2012)  

教育部致力積極推動華語教學，於2004年起便開始投
入大量可觀的經費為外籍學生每月提供臺幣2萬5,000元
高額的教育部華語文補助獎學金，2014年共計有48個
國家共688名外籍學生領受此獎學金於國內41所大學校
院就讀附設華語中心學習華語 (鍾元，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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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語學習  資訊來源？ 

+ 
  2. 華語學習者學習之資訊行為(1/6) 

國內各大學附設語言中心 

+ 
  2. 華語學習者學習之資訊行為
(2/6) 

國內各大學附設語言中心 

+ 
  2. 華語學習者學習之資訊行為(3/6) 

國內各大學附設語言中心 

+    2. 華語學習者學習之資訊行為(4/6) 

語言交換學伴 

透過主動學習尋求支援和建立良好的相互學習關係，在多元思
考的刺激下，實現雙方語言交換的學習。(孫瑞鴻，2014)  

+ 

語言交換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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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華語學習者學習之資訊行為(5/6) 

林麗娟(2011)在台灣國際學生學
習華語數位資源之使用分析研究
中，提及到國際學生學習華語使
用數位資源的管道廣泛多元。 

數位資源學習 

+   2. 華語學習者學習之資訊行為(6/6) 

數位資源學習 

+ 
3. 大學圖書館對於華語學習者之影響 

邱香瑜（2009）在外國學生學業資訊需求之研究
結果中，提及到外籍學生（包含至各大學語言中心
學習華語之外籍學生）因擁有不同的教育程度以及
不同的使用語言和文化背景，因此意味著代表大學
圖書館也扮演着提供不同資訊需求的角色。  

許多外籍學生進入圖書館查找資料時，並非所有
外籍學生都擁有資訊檢索的技能，進而產生許多
語言差異之檢索問題而阻礙學習目的，建議圖書
館在建置線上目錄皆須考量其相關問題解決之道。
（車靜美，2012）  

+ 

                       研究設計 

+ 
研究設計 

研究對象選擇：以『滾雪球方式』，請願意參與
接受研究訪談的外籍學生推薦其他學生參與本研
究 。 

 

研究受訪學生： 3位 輔仁大學附設與研中心學生 

 

受訪時間： 30分至1小時 
 

 

 研究者均徵求受訪者同意將訪談內容以錄音及筆記
的方式進行記錄，並同時將錄音檔轉錄為逐字稿，
最後將文字稿逐字進行整理分析加以進行編碼。  

+ 
研究問題 

  

 1. 華語學習者學習第二外語之學習背景以及其目的為
何？  

 

 2. 華語學習者在學習華語上的資訊需求為何？ 

  

 3. 華語學習者在資訊尋求過程中透過哪些管道學習華
語？ 

     所經歷的困難障礙有哪些？有何建議？如何改善之？ 

  

 4. 華語學習者使用大學圖書館的原因及利用情形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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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結果 

+ 
 研究結果 (1/5) 華語學習層面 

1.『學習者本身』。 

1.學習時間 
2.學習年齡 

3.文化國籍 

華語學習者 

學習時間落在 

2年以上， 

3年以下 
才有較基本
的中文溝通
能力。  

華語學習者 

年齡落在 
21歲以上，40歲以下。  

大腦的學習能力會伴隨
年齡的增長而有所下降
，因此則建議欲學習第
二語言的學習者應該善
用年輕時期階段學習新
的語言。 

       不同的文化在學習
認知上進而影響其學習
華語的成果差異。三位
受訪者來自印度、 義
大利、 波蘭，皆為西
方國家學習者，皆使用
英文字母，與使用漢字
文化的東方國家如日
本、 韓國的學習者相
較之下華語學習能力則
較吃虧。  
 

+ 
 研究結果 (2/5) 華語學習層面 

2.『學習目的』。 

1.自願性 2.非自願性 

       部分學習者熱
愛中華文化，期望
藉由實際親身經歷
選擇到台灣 或中國
學習華語來拉近距
離融入當地文化。  

       部分學習者基
於工作或學業上之
語言工具性的實用
考量而選擇來到台
灣 或中國學習華
語，並非自願性學
習。  

+ 
 研究結果 (3/5) 資訊需求與尋求層面 

1.『需求因素』。 

1.內在 2.外在 

       受訪者皆指出在語
言中心學習華語時因為
課堂進行的速度節奏太
快，導致學習效果大打
折扣，教學上大多無互
動式課程，學生沒有練
習機會，而必須在課程
結束後另外尋找其他管
道來補足學習上的疑惑
空缺。  

       受訪者皆提及到實體
上的需求，對於語言中心
學習教材上的呈現強調過
於枯燥乏味導致無法提起
學習者的學習興趣 ，因此
建議在教材設計上應該多
增加一些容易吸引學習者
的元素 。 

+ 
 研究結果 (4/5) 資訊需求與尋求層面 

2.『尋求管道』。 

2.非正式 1.正式 

 

1.各大學附設華語中心 

 

2.宗教團體附設語言學習機構 
 

1.語言交換學伴 

 

2.自學 

           -圖書資料 

           -數位資源 

 

3.長期移居台灣或中國 

+ 
 研究結果 (5/5) 圖書館利用層面 

1.『使用頻率』。 2.『服務現況』。 

       導致受訪者使用大
學圖書館頻率偏低的影
響因素為：大學圖書館
缺乏華語學習的軟硬體
設施，因此學習者進入
大學圖書館因為沒有資
源可以取得而選擇放棄
此管道學習華語。  

1.部份大學圖書館關於給予學
習者學習華語的書籍與影音
資料館藏不足。  

2.目前國內大學裡面，師大圖
書館的華語館藏是較為充足
的大學之一，建議其他大學
可更進。 

3.館員英文能力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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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建議 

+ 結論建議 

 (一)華語學習者學習第二外語之學習背景以及其目的 

在課程規劃上針對不同學習背景上，包括不同年齡以及文化國籍差
異上的學生應給予分班教學因應不同學習需求。 

 

(二)華語學習者在學習華語上的資訊需求 

1.課程進度應考量學生程度上的不同給予不同的教學進度。 

2.華語師資上可比照台灣教育體系針對其華語教師給予教學評鑑， 

3.教材部分，建議教材設計者應該針對學習者需求多方考慮以多元化
為考量設計教材。 

 

(三)資訊尋求過程中，華語學習者所經歷的困難障礙與其改善之建議 

 應該重新審視對於華語教學「課程進度問題」與「華語師資問題」
以及「教材設計問題」等問題作適當改善。 

 

(四)華語學習者使用大學圖書館的原因及利用情形 

1.建議大學圖書館適當增加華語學習的書籍與影音資料館藏供學習者
使用。  

2.各大學圖書館可進行調查瞭解外籍學生對圖書館的需求與建議。 

3.提升各大學圖書館員英文能力之訓練。 
 

 

+ 

   謝謝聆聽！ 敬請指
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