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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學習動機類型及教學策略運用之個案分析 

 

郭治偉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壹、前言 

近年來，世界各國紛紛吹起學習華語的風潮，華語學習（Learn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已然變成二十一世紀語言學習的一項新趨勢，以臺灣為例，

來臺學習華語的人數逐年攀升，根據統計資料，92 學年度來臺學習華語的外籍

生人數僅有 6276人，然而到了 102學年度增至 15510人(教育部統計處，2014)，

十年之間，人數成長一點五倍。隨著外籍人士日益增加，教師對於他們學習華語

的目的、動機、理由應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如此才能在後續課程教學上進行有效

的安排，對此，本文回顧國內外相關文獻(Gardner & Lambert, 1972；Lei, 2012；

Wen, 2011；任利、蔡喬育，2009；劉麗玉，2011；蕭惠之，2013)，依照不同「個

案」，探討來臺華語學習者的「動機類型」及教師「教學運用策略」，分述如下： 

一、融合型動機(integrative motivation) 

史提芬，男性，33 歲，美國人，25 歲碩士畢業後旋即來臺工作，目前在臺

灣知名補教機構擔任美語教師，學習中文時間迄今大約 7年，其中文能力屬於高

階，由於史提芬非常熱愛中華文化，因此他課餘時間會前往鄰近大學華語中心選

讀華語文化課程(如：國畫、書法等)，在一次上課，課堂教師提及臺灣某地區有

舉辦「中華文化藝文競賽」，參賽的對象為外籍生，史提芬聽聞之後，興致勃勃、

決定報名「演講」項目，史提芬一開始對於要選擇什麼演講主題著實苦惱許久，

後來與課堂教師討論後，決定以中華文化中的「太極」為題，演講過程中，史提

芬不僅能使用流利的中文講出太極所代表的意涵，並且手腳並用，現場演出一套

太極武術，與會觀眾聞之無不反應熱烈！ 

融合型動機的學習者在學習華語時不單單只是學習語言，他們更希望能了解

語言背後所蘊含代表的價值、信仰、思維、文化等層面(Csizér & Dörnyei, 2005； 

Gardner & Lambert,1972)，他們高度渴望能融入所學語言族群中、成為族群中的

成員。在該案例中，史提芬華的動機型態可被歸類成該類，史提芬因其熱愛臺灣，

對於中華文化有著強烈濃厚的興趣，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投其所好，鼓勵史提芬

參與競賽，史提芬在演講比賽過程中，不僅以「口」說出中華文化， 還能「手

腳」並用，演出中華文化，該競賽活動無疑提供史提芬一個直接參與、深入探索

中華文化的機會，從史提芬的案例來看，若外籍生的語言能力達到一定水準，教

師可鼓勵他們積極參與臺灣各地舉辦的中華文化藝文競賽，如：朗讀、古詩吟唱、

相聲等活動，這些都有助於提升外籍生的融合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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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具型動機(instrumental motivation) 

白里克，男性，23 歲，來自非洲國家的交換學生，主修土木，身分為大學

生，2013年接受臺灣的獎助學金來臺留學，依照相關規定，白里克來臺一年內，

必須通過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證明自己的華語能力，如此才能繼續獲得臺

灣獎學金挹注、完成學業。為了幫助白里克更快通過華語文能力測驗，學校的華

語中心除了提供基礎類的語言學習課程(如：華語發音、初級會話、基礎漢字讀

寫等)，還安排白里克與該校的學生進行每周兩次的「語言交換」，讓白里克能直

接以華語和臺灣學生進行溝通互動，一年之後，白里克的中文程度明顯提升，最

後終如願以償通過測驗，續留臺灣！ 

懷抱工具型動機的學習者將語言學習視作一種「工具」 (Gardner & 

Lambert,1972)，強調語言學習的目的性、功能性與效用性，舉例來說：為了「工

作」而學習華語，為了「生活適應」而學習華語，或甚至為了「加薪」、「升遷」、

「獲得證照」而學習華語。在上述個案中，白里克學習華語主要是希望能通過華

語考試，續留臺灣，其動機屬於工具型的動機。為了有效幫助白里克快速通過測

驗，該校的華語中心除了開設相關語言課程外，更安排語言交換的機會，讓白里

克不僅只是坐在課室中被動學習華語，更能走出教室，用華語和臺灣學生進行面

對面的真實互動與交流。 

三、求知型動機(inquisitive motivation) 

約翰與喬治，男性， 21 歲，澳洲人，身分皆為大學生，兩人 2013 年 5 月

來臺進行短期遊學，他們身邊雖有不少朋友正在學習華語，但他們尚未開始學習，

他們計畫利用來臺一個月的時間學些華語、認識臺灣各地文化，由於約翰和喬治

來臺時間接近端午節，因此老師以介紹端午節習俗做為開場，課堂中老師除了介

紹端午節的由來及示範如何包粽子外，更在端午節當天帶領全班到現場觀看划龍

舟比賽，這是約翰與喬治第一次如此近距離的觀看龍舟競賽，感覺格外的新奇有

趣！  

求知型的學習者學習華語是出於內心的「好奇心」，他們想了解華語究竟是

怎樣的一種語言?他們想知道華人文化究竟有何特別之處?學習華語對他們來說

是在滿足個人「知」的需求。在該案例中，約翰與喬治學習華語並不是為了融入

華人文化族群中，而是為了「增廣見聞」、「開拓視野」！教師在進行教學設計時，

因應時事，帶入台灣三大節慶之一的端午節，讓學生透過聽故事、包粽子、觀賞

龍舟競賽等活動留下深刻的印象。對於該類型的華語學習者，除了介紹相關文化

習俗內容外，建議教師還可以教導他們一些在生活中可立即用到的短句詞語，例

如：打招呼、表達感謝、道歉、詢問地點、請求幫忙等用語，這些生活短語可幫

助他們解決「立即性」的生活問題。 

四、人際型動機(interpersonal motivation) 

長賴若敏，女性，32 歲，日本人，剛嫁到臺灣，對於台灣的環境尚在適應

中，除了先生之外，身邊沒什麼認識的朋友，她因此利用先生白天外出工作的時

間，到鄰近大學的華語中心學習華語、結交朋友，在華語中心，她同樣遇到一位

從日本嫁來臺灣的山口芳子，兩人無話不談，分享很多來臺的點點滴滴，一段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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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後，長賴若敏的人際交友圈日益擴大，她不僅認識了來自日本的朋友，還結交

了許多來自美洲、歐洲、東南亞國家的人士。 

懷抱人際型動機的學習者學習華語既不是希望能融入語言所代表的族群中，

亦不是把學習語言視為一種求職或職涯拓展的工具，學習語言主要是為了「結交

朋友」，滿足個人人際開展的需求。從長賴若敏的例子來看，她學華語是為了認

識更多朋友，進而提升自己對臺灣的了解，對此，課堂上，建議教師使用「分組」

教學策略，將全班打散成數個小組，讓每個小組成員透過分享討論，有進一步認

識的機會；另一方面，由於資訊科技的使用在教育上日趨普及，教師也可適時利

用一些網路互動資源，例如：討論版、留言版、線上社群、網路聊天室等，促成

學生課後的延續互動。 

五、意識形態型動機(ideological motivation) 

李濠，男性，23 歲，大學生，華裔中文學習者，父親為臺灣人，母親為泰

國人，從小在泰國長大，但高中時期後就前往英國讀書，雖能說一口流利的英語

與泰文，但中文能力卻僅有初階程度，大學畢業後，與父母一同回臺工作，因其

華人身分，家人希求他亦能精通中文，為了滿足家人的期待，李濠回臺一個月後

就前往鄰近大學的華語中心學習華語。 

一種特殊類型的華語學習者為「華裔中文學習者」(Chinese heritage language 

learner)，這類型的學習者通常父母親有一方是以華語為母語，而另一方是以其

它語言作為母語。從李濠的例子來看，雖然他具有非常流利的英語及泰文能力，

但中文卻僅有初階程度，家人希求他學習華語常常是出自於不能斷掉「根來自中

華文化」的盼望，因應家人的期待，李濠形塑出一種「意識形態型動機」(Lei, 2012)，

這種動機的形成乃是受到大中華文化意識形態影響所致，換言之，學習中文被視

為民族認同的表徵，學習中文被視為與華人原生社會文化連結的一項工具(Wong, 

1992)。 

華裔中文學習者在臺灣雖然是少數，但其學習華語的動機卻是相當特殊，華

裔學習者對於學習華語的動機投入程度常受中文能力、身分認同及個人社會文化

的發展而有所差異(Lei, 2012)，有些華裔中文學習者學習華語未必完全出於自願，

對此，教師宜強化學習者的「內在動機」，具體教學策略包括：提供多樣的學習

材料、協助建立個人學習目標、提供獨立表達的機會、設置學習社群小組等方式。 

貳、學習動機對華語教學的啟示 

根據上述，本文提出下列三點建議： 

一、教師依其學習目的，使用適切的教學策略 

由於華語學習者動機型態多元，在課程開始前，教師須先了解學生學習的目

的，知其「所為而來」，如此才能依據學生的需求，應用適合的教學策略，雖然

學習者學習華語可能會有特定目的 但這並不表示他們的學習動機只存在單一類

別，對此，建議教師使用更為彈性多元的策略以滿足學習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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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因應學習者的動機變化，調整教學策略 

學習動機並非固定不變，它可能因時空環境的影響而有所變化，一位學習者

可能一開始學習華語出自工具型動機，然而隨著時間的遞嬗，越學越投入、越學

越有興趣，動機型態逐漸轉變成融合型動機，對此，教師應隨時掌握學生學習取

向並適時調整教學策略，以因應學生浮動的動機變化。 

三、教師協助學習者找出學習的價值與目的 

有些學習者的學習動機並非完全出於自願，例如：因為工作的轉換，為了適

應生活不得不學習華語，或是因為家人的要求，被迫學習華語，這類型的學習者

通常動機較薄弱，學習也較為被動，對此，教師應逐步的啟發他們的學習興趣並

找出他們學習的目的，相信經過一段時間後，他們的動機會轉為一個較為明朗的

狀態。 

參、結語 

「學習動機」是一個相當複雜的概念，學習動機可能因人而異、因時而變，

它在教育領域是一項相當重要的研究議題，對於教師而言，應對於學生學習的目

的有一基本了解，如此才能應用適切教學策略，達致高品質的教學效果，本文依

其個案，回顧相關歷史文獻，綜合整理出五種常見的華語學習動機類型及相對應

的教學策略，本文的成果除了希望能提供給實際教學現場的教師一些參考建議，

也期待能拋磚引玉，促成更多的實證研究及相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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