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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全球興起一股學習華語的熱潮，而華語文教學師資培育機構也

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筆者觀察全球華語文教學師資培育課程，在正規大學

學制中可分為以下幾種模式：第一種是由中文相關系所設立，第二種是由

教育系所設立，第三種是由語言教學系所設立，第四種是由亞洲研究或東

亞研究系所設立，第五種則是獨立的華語文教學系所（或學程）。 

    2013年，德國哥廷根大學（Georg-August-Universität Göttingen）東亞

研究系成立了東亞研究及對外漢語雙主修學士課程（ East Asian 

Studies/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B.A.) (2-subjects/teaching profession) ）

與對外漢語教學碩士（MA of Education-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是

為歐洲第一個華語文教學師資培育學位。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助理教授。 
◎ 本文收稿日期：2014年 9月 11日；審查通過日期：2014年 10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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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寫作目的在於探討歐洲與亞洲地區華語文教學師資培育模式的

異同，具體的研究方法為比較以上華語文教學師資培育機構、課程內容及

修業規定等，進而分析其異同。根據筆者的研究結果發現，歐洲修習該課

程的學生多為中文非母語者，師資培育課程強調中國文化、歷史、政治、

語言等，乃由漢學研究之學術傳統發展而來。但較缺乏第二語言習得、測

驗與評量等課程。而中文母語地區的學生多為中文母語者，師資培育課程

則強調跨文化溝通、第二語言習得、語言教學法等，但較缺乏中國社會、

歷史、政治等課程。在語言教育（包括教學方式與語言實習）方面，兩者

也有極大的差異。歐洲強調語言（華語）的學習；中文母語地區則多安排

教學實習課程，使學生實際獲得華語文教學的機會與經驗。 

    本文最後提出華語文師資培育在華語文教學中的定位與未來展望，獲

得以下結論：一、歐亞華語文師資培育著重點有所不同。二、應全面了解

華語文師資培育的多樣性，並提供修習者更完整的課程。三、除了單向的

實習之外，歐亞華語文師資培育機構應從事交流以促進相互了解與合作。

期望本文的寫作對於華語文教學領域應能有所貢獻。 

 

關鍵詞：華語文教學、華語師資培育、歐亞模式 



    

    

    

    

    

    

    
       

歐亞華語文教學師資培育模式之比較 � 79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Teacher 
Education Models in European and Asian 

 

 

Ching-lan Chang 

 

 

Abstract 

 

 

Global trend in recent years an upsurge in learning Chinese, and teacher 

training institutions also sprang up. Teacher training courses, the author observed 

the glob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university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models: the first is set up by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the 

second is set up by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the third is set up by the 

department of language teaching, the fourth is set up by the Asian studies or east 

Asian studies department, the fifth is the independent Chines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department (or program).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stud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mandarin teacher training model, the specific research method to compare 

the above Chinese teacher training institutions’ goal of teaching, course outline 

and cultivation system, and then analyz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of the study results show that the European model shows 

less students in the course of Chinese native speakers,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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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hasizes the Chinese culture, history, politics, language, etc., is developed by 

the academic tradition of sinology study. But lack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est and evaluation program. 

While Chinese model shows more students of Chinese native speakers,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emphasize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s, etc., but lack of Chinese society, 

history, politics, etc. In the language education (includ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language practice),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both. Europe focuses on the 

learning of language (mandarin); native Chinese region are arranged more 

practice teaching courses, make students obtain the opportunity of Chinese 

teaching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Finally,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position and the future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education in Chinese teaching, get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rst, in European and Asian,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training, the key is 

different. Second, should have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diversity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training, and provide more complete 

courses. Third, in addition to one-way practice, European and Asian,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training institutions should engage in exchanges to promot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Hope this article writing for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should be able to contribute. 

 

Keywords: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Chinese Teacher Education, 

European and Asian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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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影響學校教育成敗的因素有很多，學者提出優良的師資是學生學習進

步的主要原因。因此世界各國要推動教育、提升教學成效，則應以師資培

育為首要任務（Atwater & Reiley, 1993；楊朝祥，2002）。歐美各國注重教

師專業化的過程、重視專業課程的設置以達成專業化的教育（湯維玲，

2004）。因此，教師素質提升是提升教育品質的關鍵，而師資培育正是提升

教師素質的重要因素。 

近年來全球興起一股學習華語的熱潮，而華語師資培育的機構也如雨

後春筍般出現。筆者觀察歐亞地區華語文教學師資培育課程，在正規大學

學制中分為以下幾種模式:第一種是由中文相關系所設立，如臺灣的新竹教

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MA,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NHCUE）

的華語文教學組、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Bilingual Studies (CBS), Poly U）的對外漢語教學碩士學程（MA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MATCFL)）等；第二種是由教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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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設立，如香港大學教育系的文學士及教育學士雙學位（Bachelor of Arts 

and Bachelor of Education in Language Education- Chinese, double degree, 

HKU）等；第三種是由語言教學系所設立，如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應用

語言學與語言教學碩士（MA,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Pedagogy, 

SOAS）、愛丁堡大學語言教學碩士（MA, Language Teaching, Edinburgh 

University）等；第四種是由亞洲研究或漢學研究系所設立，如德國哥廷根

大學（Georg-August-Universität Göttingen）東亞研究系對外漢語教學雙主修

學 士 課 程 （ East Asian Studies/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B.A.) (2-

subjects/teaching profession)） 與 對 外 漢 語 教 學 碩 士 （ MA of Education-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第五種則是獨立的華語文教學系所（或學

程），如中國大陸的北京語言大學國際漢語教學碩士班（MA, TCASL, 

BLCU）、臺灣的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Department of TCASL, CYCU）

與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博士學位學程（MA & PH.D Program in TCASL, 

NCCU）等。 

在亞洲的正規學制中，華語文師資培育以不同的模式設立。而在歐

洲，德國哥廷根大學東亞研究系在 2013 年成立對外漢語教學雙主修學士課

程（East Asian Studies/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B.A.) (2-subjects/teaching 

profession) ）與對外漢語教學碩士（MA of Education-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乃最早且唯一設立的華語文師資培育專業學位；其餘多附屬於

語言教學系所中。因此筆者對於此一現象感到好奇，希望能一窺究竟，瞭

解歐亞華語文教學師資培育的模式有何不同?可相互借鏡的地方有哪些？對

華語文教學未來的方向及啟示為何？因此本文為解決以上諸問題，擬以

「歐亞語文教學師資培育模式之比較」為題從事深入研究。 

關於師資培育的研究，Verma & Sheu（2002）認為師資培育不僅關注在

課堂教學（包括教與學的技巧），也應聚焦於師生間交互的影響，亦即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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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的重心不只是教學以及教學成效，更要關注學生的理解與認知。並談

到師資培育的課程應包括：教育學與教學法、跨文化溝通，並應結合理論

與實務、運用有效率的方法來教非母語的學習者等。在歐洲、美國、加拿

大及澳洲，師資培育不分種族、性別與社經地位，且應關注學習者的不同

文化背景（Verma, 1993）。因此師資培育除專業學科知識與教育學、教學法

外，跨文化溝通也成為師資培育的重心。 

在師資培育比較研究方面，從事比較教育的目的可歸納為四點（楊思

偉、王如哲，2004）：幫助瞭解本國的教育制度、提供教育改革的方向、增

進人類彼此瞭解與福祉、探討教育的規律與原理。李海燕、李國（2012）

從制度面來探討兩岸對於教師資格制度的異同，發現兩岸中小學教師實習

時數過少、就業後教師發展機制不足等，且臺灣教師資格制度較中國大陸

健全，因此中國大陸應朝提高教師學歷要求、明確要求師資培育機構的教

學內容與課程品質等方向改進。楊思偉、葉川榮（2013）以歐美、日本等

國之師資培育為基礎，比較兩岸師資培育制度後發現兩岸師資均有碩士

化、專業化的傾向。但以上論文探討重點在於中小學師資培育。 

在華語文教學師資培育的研究方面，大部分集中於培育目標與課程設置

等問題（王路江，2010）。李泉（2009）提到對外漢語教學理念的問題，應採

取知識和方法並重的教學實施理念，教授知識和理論要考慮實用性問題，教

授方法和訓練教學技能要針對海外漢語教學的實際情況。馮麗萍（2009）認

為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碩士學生的能力結構、知識背景、評價標準、海外實習

等四點都存在一定的問題，且課程內容應以教學能力的培養為核心，突出其

應用特色。方麗娜（2013）探討臺灣大學校院華語文師資培育系所時，對於

開設概況、修業規定、課程架構三方面作了詳盡的分析，並且提出應思考華

語文教學人才的定位為何，不同的定位會影響到課程的設置。但目前少有對

於兩岸華語文教學亦或是各國華語文教學師資培育的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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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分別探討歐洲及亞洲華語文教學師資培育的模式，為達成研究

目的，本文採取文獻分析法與比較教育法。前者針對歐亞華語文教學師資

培育機構、課程內容與修業規定及相關研究報告從事分析比較，後者採用

貝瑞岱（George Z. F. Bereday, 1964）的比較教育研究法（comparative 

method in education），包含「區域研究」與「比較研究」兩種模式。具體的

研究方法為分別探討並比較歐洲及亞洲華語文教學師資培育機構、課程內

容與修業規定等，最後提出華語文教學師資培育在華語文教學中的定位與

未來展望。希冀本文之撰寫能對於未來華語文教學師資培育做出具體的貢

獻。 

 

 

二、亞洲華語文教學師資培育模式：以兩岸三地大學校院為例 

 

 

近年來，亞洲地區對於華語文教學的推動不遺餘力。以下便針對中文母

語地區兩岸三地較具代表性的華語文教學師資培育之大學院校進行討論，本

文討論的有中國大陸北京語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對外漢

語教學文學碩士學位、臺灣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中原

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與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博士學位學程。分別從

培育機構、課程架構與修業規定三點來探討： 

 

（一）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在 1950 年代開始從事對外漢語教學，但長久以來大學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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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無以對外漢語教學為名的獨立學科，多設於語言學、應用語言學、課程

與教學等學科之中。2007 年根據國務院指示開始設置漢語國際教育碩士

專業學位（Master of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 

MTCSOL），並提出漢語國際教育碩士專業學位獲得者應具有「扎實的漢

語言文化知識」、「熟練的漢語作為第二語言/外語教學的技能」、「較高的

外語水準和較強的跨文化交際能力」1。此為中國大陸對外漢語教學邁向

專業化的里程碑，目前共有 63 所漢語國際教育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培養

院校。2 

關於華語文教學師資培育品質的問題，中國大陸漢辦提出了「國際漢

語教師標準」，由五大模塊所組成：語言基本知識與技能（包括漢語知識

與技能、外語知識與技能）、文化與交際（中國文化、中外文化比較與跨

文化交際）、第二語言習得與學習策略、教學方法（漢語教學法、測試與

評估、漢語教學課程、大綱、教材與輔助材料、現代教育技術及運用）與

教師綜合素質。3因此除了漢語語言學、華語文教學與華人社會與文化三

大領域外，教師素養也在標準之內。 

北京語言大學為中國大陸最早設置國際漢語教學碩士專業學位的大學

之一，區分為學術學位與專業學位。該課程所招收的學生有全日制中國學

生、在職中國學生與外籍留學生等三種類型（孟瑞森，2011）。 

 

                                                 
1  參見中國大陸漢辦「漢語國際教育碩士專業學位」：http://www.hanban.edu.cn/ 

teachers/node_9730.htm（引用時間：2014/10/9）。 
2  同上註。 
3  參見中國大陸漢辦「國家漢語教師標準」：http://www.hanban.edu.cn/teachers/ 

node_9732.htm（引用時間：201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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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程內容 

 

    本地生總學分不低於 32 學分。公共課和選修課不低於 28 學分，教學

實習 4 學分。其中公共課包括政治 2 學分、外語 6 學分。必修課 10 學分包

括：漢語語言學導論 2 學分、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法 2 學分、第二語言

習得導論 2 學分、中華文化與跨文化交際 2 學分、課堂教學研究 2 學分。 

外籍生課程分為核心課程、拓展課程、訓練課程三種類型。核心課程

包括公共課程 6 學分，與本地生不同的是外籍生不需修外語，當代中國漢

語、高級漢語、漢語語言學各 2 學分。必修課程有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 4

學分、第二語言習得 2 學分、課堂教學案例分析與實踐 2 學分、中華文化

專題 2 學分、跨文化交際 2 學分。 

由此可看出該課程針對中外學生培育重點有所不同，本地生著重於跨

文化知識的培養；外籍生則著重於漢語語言知識與中文能力。且中外學生

的必修課不可互選，可見該課程設置的針對性與專業性。 

    選修課分為語言、教學、文化、教育、方法等 5 大類，至少從 3 大類

中選修，需修滿 10 學分。其中文化、理論與教學並重的課程相當多，突出

了漢語國際教育師資培育的獨特性－重視跨文化交際、理論與教學實務

並重。前者如中華文化與跨文化交際、中國歷史、古典文學專題研究、中

華文化專題、中華才藝、中華文化交流史、現當代文學專題、中華文化與

傳播等課程；後者如漢語國際教育理論與實踐、漢語測試與教學評估、漢

語第二語言教學與法、漢語中介語語料庫專題研究、漢外語言對比與國別

教學研究、漢語實驗語音研究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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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業規定 

 

全日制攻讀碩士學位者學習年限一般為 2-3 年；在職攻讀學位者學習

年限一般為 3 年，其中累計在校學習時間不少於 1 學年。本地生修業年限

為三年，外籍生僅能修讀專業學位，修業年限為兩年。 

中外學生均必須取得 4 學分的教學實習，包括漢語教學設計、觀摩與

實踐，其中課堂教學實習不低於 40 小時。學生可選擇參加中國大陸境內對

外漢語教學機構、國家漢辦或孔子學院的漢外志願者教師，或由該課程安

排。修滿規定學分、教學實習合格、完成學位論文並通過答辯者可授予漢

語國際教育碩士專業學位。 

    相較於傳統對外漢語教學方向的學術型研究生，此課程的設置以培育

專業的教學人才為主，課程內容強調理論與教學實務並重。4且除了華語

文教學專業之外，更著重外語能力與跨文化溝通能力的培養。 

 

（二）香港 

 

    香港大學校院正式開辦對外漢語教學師資培育的機構不多。有與中國

大陸的大學合作開辦者，如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與北京語言大學合

作，開辦「課程與教學論（對外漢語教學）」碩士學位課程，課程內容多為

漢語語言學知識與漢語教學技能。也有在語言相關系所設置課程者，如香

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中文文學碩士課程分為「中國語言及文

學」、「專業中文」、「教學中文」等三種專修課程，其中「教學中文」僅開

                                                 
4  根據李曉琪（2008）的統計，傳統的對外漢語教學碩士課程內容，本體研究課程比例
高達 57.5%，教學理論與實踐僅占 21%。而漢辦「關於漢語國際教育碩士專業學位設
置方案的說明」提到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碩士並未設置語言學理論課程，而是集中於漢

語教學理論與實踐。足見兩種碩士課程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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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對外漢語學理論與方法一門必修課。最具規模與專業者為香港理工大學

中文及雙語學系的對外漢語教學文學碩士。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是碩士課程設計為「中文、語言學與翻譯

文學碩士組合課程」，此組合課程共有：中國語言學文學碩士學位、中國語文

文學碩士學位/深造文憑、對外漢語教學碩士學位、翻譯與傳譯文學碩士學

位、專業日語文學碩士學位等五項碩士學位課程。其中對外漢語教學文學碩

士（Master of Arts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MATCFL）

旨在培養學習者對外漢語教學相關的學術素養、批評分析及抽象思維的能

力，充分認識漢語與其他語言、中國文化與其他文化的異同，以加深自己對

漢語、漢語文學及中國文化的認識。亦協助學生掌握對外漢語教學方法論的

最新資訊，提高他們的對外漢語教學技巧，從而增強他們在對外漢語教學領

域方面的競爭力。筆者將課程架構與修業規定整理如下：5 

 

1. 課程內容 

 

必修課程有語言教學概論、對外漢語教學法、第二語言習得與外語學

習、交際理論、中文語文測試等五門課程。選修課程分為對外漢語教學與

非對外漢語教學兩種課程，前者包括語言、文學、文化、電腦等方向，如

對外漢語教學語法、中國文學與對外漢語、用詞彙和成語教對外漢語、計

算機輔助中文教學等。後者多為語言學、文學等相關課程，如語言與社

會、現代修辭學、唐詩宋詞選讀等。 

因此師資培育的目標主要在培養學生漢語語言學、華語文教學與華人

社會與文化三方面的專業知能。 

                                                 
5  參見香港理工大學對外漢語教學文學碩士「簡介」：http://www.cbs.polyu.edu.hk/matcfl.html 
 （引用時間：201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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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業規定 

 

    應修習 30 學分。教學語言為英語及中文。全日制 1.5-3 年，兼讀制

2.5-5 年。入學語言要求為托福成績電腦測驗 80 分以上、紙筆測驗 550 分

或以上。雅思 6 分、中國大陸的大學英語六級考試（CET-6）450以上。 

畢業前均應實習，該課程開設國際漢語教學實習（一）（二）兩門課

程，在香港理工大學做好準備工作後赴國外（荷蘭、西班牙與義大利等歐

洲國家）實習約 10 週及 15 週，指導教師將指導學生有關教學、備課及學

習等事宜。實習結束後須總結經驗，完成報告，報告包括作品集與對實習

的反思。香港的對外漢語教學缺乏語言教學實習的環境，因此赴國外為主

要趨勢。 

 

（三）臺灣 

 

    中華民國教育部制定了「辦理國內大學校院華語教學系所及學位學程

評核要點」（以下簡稱「評核要點」），藉以了解與維持大學校院華語文師

資培育的績效與品質。但此要點已於 2010年 12 月 31 日廢止，新評核辦

法尚在修訂中。國內華語文教學系所、課程內容與修業規定均根據此要點

設置。臺灣的華語文教學專業學位是從研究所開始，1995 年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成立華語文教學研究所，2002 年中原大學在大學部成立了應用華

語文學系，兩者為臺灣最早的以華語文教學為專業的系所。國立政治大學

在 2007 年同時成立了華語文教學碩博士學位學程，是教育部首先核定同

時成立博士班與碩士班的學位學程。 

在教育部政策的推動下，許多沒有華語文系所的大學也紛紛成了華語

文教學學程，提供學生基礎的華語文教學相關課程。自此，華語文教學成



    

    

    

    

    

    

    

 
90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 26期．2014年 10月 

 
 
 
 

為臺灣的大學校院中專業的課程。因此本文以最早成立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大學部與學位學程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中原大學應

用華語文學系與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博士學位學程為例說明之。 

 

1. 課程內容 

 

根據「評核要點」的規定，華語文教學系（含學位學程）畢業學分至

少為 128 學分以上，其中華語教學相關學分至少 40 學分及教學實習 2 學

分。除核心課程（華語文教學概論、語言學概論、華語文教材教法、外語

習得理論、華語語音學、華語正音與教學、華語語法學、中國文學史、中

國文化導論、華語文測驗與評量、華語文教學實務、多媒體與華語教學，

以上至少 12 門課，24 學分）之外，應開設漢語語言學、華語文教學、華

人社會與文化三大領域的課程。 

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學士班課程分為中國語文、華語文教育、資

訊傳媒與應用語言學等四大類。一年級必修課為：中國文化導論、漢語語

言概論。二年級為華語詞彙學、華語文教學導論、文字學。三年級為華語

文教材教法、語言學概論、華語教學英語、多媒體與華語文教學。四年級

為古代漢語、第二語言習得（漢語語言學）、華語文測驗與評量、華語文

教學實務。 

根據「評核要點」的規定，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含學位學程）畢業學

分至少 30 學分以上，除核心課程（華語文教學概論、華語文教材教法、

漢語語言學、漢語語法學、研究方法，以上至少 3 門課，9 學分）之外，

應開設漢語語言學、華語文教學學與華人社會與文化三大領域的課程。 

師大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畢業應修總學分為 30 學分，其中必修課有研

究方法、應用華語文教學專題研究、數位華語教學專題研究三門課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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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分，共 9 學分。其餘均為選修課。 

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必修課共兩門：漢語語言學

（碩一必修）、華語文教學實習（碩二必修），其餘均為選修課。共分為三

大領域：一為漢語語言學類，包括漢語構詞法、言談分析、音韻學、中介

語研究；二為華語文教學類，包括閱讀心理學、國際華語文教育研究 、數

位學習之教學設計研究、華語教材教法；三為華人社會與文化類，包括語

言與文化研究。另，兩岸詞彙比較與華語文教學為跨 1、2 類課程。碩士班

研究生必須修滿 30 學分並完成畢業論文始得畢業。畢業學分中 21 學分必

須修習學位學程之核心課程，其餘 9 學分之個人專業科目，經學程主任或

導師核准後得修習學位學程、本校外所、外校等課程。 

博士學位學程核心課程共分為「漢語語言學」、「華語文教學」、「華人

社會與文化」三個範疇，學生於每個範疇必須修習至少 6 學分。學生必須

修滿 24 學分並完成畢業論文始得畢業。畢業學分中 15 學分必須修習學位

學程之核心課程，其餘 9 學分之個人專業科目，經學程主任或導師核准後

得修習本學位學程、本校外系所、外校等課程。 

 

2. 修業規定 

 

根據「辦理國內大學校院華語教學系所及學位學程評核要點」的規定，

華語文教學系（含學位學程）需從事華語課堂教學實習至少 36 小時。在外

語能力方面，本國籍生應具備外語中高級以上能力或修習任何二種外語累計

至少 10 學分；外國學生或僑生應具備華語高級以上之能力。以上為基本規

定，各校另訂有相關規範，如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含學位學程）需撰寫碩博

士論文。並且需從事華語課堂教學實習至少 72 小時。在外語能力方面，本

國籍生應具備外語中高級以上能力或修習任何二種外語累計至少 10 學分；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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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生或僑生應具備華語高級以上之能力。 

觀察國內華語文教學研究系所相關規定較教育部的辦法嚴格，並各自

有相關規定。如師大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的修業規定在語言檢定方面，本國

籍研究生於畢業前須通過國內外之英語檢定或其他外語檢定達中高級以上，

其中英語檢定分數以 TOEFL 80 分（或其他英檢相對應之分數）為準；或

修習任二種外語（含英語）達六學分以上，或單一外語達四學分以上。並

須發表研討會論文 1 次或期刊論文 1 篇。 

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博士學位學程碩士班畢業規定為：修滿 30

學分並完成畢業論文。並需實習 72 小時。本國生語言要求同「評核要點」。

境外生及僑生入學後參加學位考試前應具備最高等華語文能力（TOCFL）

流利級總分 90 分（含）以上或新 HSK 6 級。且需投稿校內外具有審查制

之期刊或於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至少一篇，參加研討會至少 12 次，並須提

出觀察報告。 

博士班必須修滿 24 學分並完成畢業論文。並需實習 72 小時。本國學

生與外籍學生語言檢定同碩士班。且需投稿校內外具有審查制之期刊或於學

術研討會發表論文至少二篇。參加研討會至少 12次，並須提出觀察報告。 

    臺灣華語文教學專業的學士班、碩士班與博士班旨在培養具備國際視

野，肩負文化交流與華語文教學重擔的師資。因此除了漢語語言學、華語

文教學與華人社會與文化三大類課程外，亦重視教學實習與外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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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歐洲華語文師資培育模式：以德國哥廷根大學為例 

 

 

歐洲的華語文教學師資培育大多數由語言教學系所設立，如英國倫敦

大學亞非學院應用語言學與語言教學碩士（MA,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Pedagogy, SOAS）、愛丁堡大學語言教學碩士（MA, Language 

Teaching, Edinburgh University）等。並未有華語文教學師資培育系所的設

立。 

直到 2013年，德國哥廷根大學（Georg-August-Universität Göttingen）

成 立 了 東 亞 研 究 系 與 對 外 漢 語 教 學 雙 主 修 學 士 課 程 （ East Asian 

Studies/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B.A.) (2-subjects/teaching profession) ）

，以及對外漢語教學碩士（MA of Education-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是為歐洲第一個華語文教學師資培育系所。以下就學士與碩士課程分別說明

之： 

  一、對外漢語教學雙主修學士課程（East Asian Studies/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B.A.) (2-subjects/teaching profession) ）： 

    修業時間為六個學期，學程課堂用語為德語。並提供特別的課程給中

文母語者，目的是使學生能夠具備足夠的德語程度以運用在往後的教學

上，並具有現代漢語語法與文學漢語語法的基礎知識，此為在德國教授漢

語的先決條件。 

該課程應修習第二外語（中文），並另修一門外語或其他學科，也可選

擇師資培育課程（包括第二語言教學與教育學）。因此如果對於對外漢語教

學有興趣的學生需主修漢語師資培育課程（Master of Education (Chinese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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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oreign Language)）。畢業後可繼續深造攻讀該系的碩士學位（碩士學位

後文詳述）。2013-2014所開設的課程有：漢語語言學概論、中國近代史、

現代漢語語法、中國地理、中國語言與社會、閱讀、現代漢語（三）等課

程。 

下圖為對外漢語雙主修學士學程的課程比例： 

 

 

 
圖圖圖圖 1111    德國哥廷根大學對外漢語雙主修學士課程比例圖德國哥廷根大學對外漢語雙主修學士課程比例圖德國哥廷根大學對外漢語雙主修學士課程比例圖德國哥廷根大學對外漢語雙主修學士課程比例圖    

資料來源：哥廷根大學對外漢語學士雙專業課程資料 
http://www.sinologie-goettingen.de/boas/?page_id=16&lang=en 
（引用時間：2014年 10月 9日） 

 

    右方的課程說明由上而下分別為現代漢語、中國基本概況和歷史知識

課、第二專業（若雙主修對外漢語教學則須選擇師資培育課程）、關鍵能力／

專業領域、學士論文。還需在以中文為官方語言的地區（北京和臺北）留

學。 

    因此在以中文為外語的學習目標上，除了提供學生語言訓練外，對中

國的了解也相當重要。在語言訓練方面，提供現代漢語（口語和書面）的

基本訓練，以具備掌握日常溝通的先決能力。第五個學期則須前往中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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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合作大學留學。在中國基本概況和歷史知識方面，使學生掌握基本

的區域和歷史知識（包括地理、氣候、自然資源、海關、政府、歷史等），

使其將來能夠承擔教學任務。在語言課程中，教師均為中文母語者，採取

15 人的小班教學。 

總之，該課程的首要目的是培養學生的中文能力與對外漢語教學能

力。其次是翻譯工作，包括在德國的學校中以德文教授中文。最終目標是

獲得學士學位之後進而繼續攻讀對外漢語教學碩士學位。 

 

（二）對外漢語教學碩士（MA of Education-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修業時間為四個學期。入學資格為哥廷根大學東亞研究系對外漢語學

士或其他大學漢學系畢業，但具備相同的語言能力、外語教學專業知識與

技能者。並通過 30 分鐘的口試以證明其教學能力。中文能力必須提供通過

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框架（CEFR）B2.1程度之證明。課程內容參見下圖： 

 

圖圖圖圖 2    德國哥廷根大學對外漢語教學碩士課程內容德國哥廷根大學對外漢語教學碩士課程內容德國哥廷根大學對外漢語教學碩士課程內容德國哥廷根大學對外漢語教學碩士課程內容 
資料來源:哥廷根大學東亞研究系對外漢語教學碩士課程資料 
http://www.uni-goettingen.de/en/master-of-education-chinese-as-a- 
foreign-language/362579.html（引用時間：2014年 10月 9日） 

 

課程內容最上層為語言教育，即為現代漢語的語言強化訓練，能說寫

現代漢語，並獲得相應的學士學位課程的語言能力。中層為與學科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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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技能及學術研究能力，由左而右分別為漢語教學法、教學法研究、現

代漢語寫作與碩士論文。在漢語教學法方面，學習在德國教授中文的特定

外語教學技巧。目標是建立對外漢語教學專業碩士學位，設立標準來培訓

以中文為第二或第三語言外語課程的教師。最下層則為理論、方法與實踐，

由此來貫穿課程內容。 

本課程至少修習 29 學分。並通過現代漢語 VI、漢語教學法、漢語教

學法研究與現代漢語寫作 II 等四門課程。至少六個月在以中文為官方語言

的地區研究或實習。 

    總的來說，該碩士課程以語言教育與外語教學法雙管齊下的方式培育

對外漢語教學師資。 

 

 

四、歐亞華語文教學師資培育之異同 

 

 

前文介紹亞洲與歐洲華語文教學師資培育機構、課程內容與修業規定。

兩種模式就課程內容來說，均分為語言、教學、文化三大領域，而修業規

定亦併入其中探討。以下分就此三大領域討論之： 

 

（一）在語言方面 

 

    亞洲模式重視語言學知識（如語言學、語用學、社會語言學、心理語

言學等）、漢語本體知識（語音、語法、詞彙、漢字等）、第二語言習得相

關知識以及學習者本身的外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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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模式則重視華語語言能力的訓練，在哥廷根大學的課程內容中提

到培養學習者的華語口語及書面能力，且課程學習者須具備相當的華語能

力以供教學之需，如哥對外漢語教學碩士課程須要求入學者具備（CEFR）

B2.1的漢語能力，但對於語言學知識及漢語本體知識較缺乏。 

    此差異與學習者的語言背景密切相關，兩岸三地的學習者多為中文母

語者，應已具備相當之中文能力，因此未定有華語能力的相關要求。但對

於學習者的外語能力要求較高，如本地生須具備 1-2 種外語能力（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博士學位學程）。

而外籍生在畢業前通過一定程度的華語能力檢定，如外籍生須達臺灣華測

會舉辦的 TOCFL 與 HSK 最高級（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博士學位學程）

，第一年必須修高級華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博士班），

修習專業課程的要求則與中文母語者相同。 

筆者認為華語文教學師資培育應正視漢語語言學課程的重要性，趙金

銘（2007）漢語作為外語教學能力標準的四項能力中，將語言學知識及漢

語的掌握能力視為對外漢語教師的基礎能力。根據本文的考察，亞洲模式

無論是臺灣、中國大陸與香港，都將漢語語言學等語言學相關課程列為必

修課程；而歐洲模式中多重視本身的華語能力，對於漢語語言學的重視不

若亞洲模式。因此兩種模式之下培養出的華語文教學師資必然有所不同。 

     

（二）在教學方面 

 

    歐亞均兩種模式均開設教學相關課程，此包括華語文教學類與一般教

育類。亞洲模式華語文教學類課程計有華語文教學導論、華語文教材教法、

華語文教學實務、華語文教學實習等；一般教育類課程有教學法研究、教

育學等。對於漢語中四大語言要素均開設相關的教學課程，如語音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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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法教學、漢字教學、詞彙教學等，包括學習難點、教學重點與教學方法。

但歐洲模式中未見此類課程的設置，且歐洲模式更凸顯語言翻譯的重要性，

希冀培養學習者在德國運用德文教授中文的能力，亦即認為教學現場在當

地不在海外。 

在教學實習課程的設置方面，由於華語文教學此一專業具有強烈的應

用特點，因此亞洲模式除前述三大領域課程外，還安排華語文教學實習課

程，使學習者能充分運用所學，並在實習期間了解教學現場與己身不足之

處。但歐洲模式僅提供學習者赴中文母語地區留學，目的為使學習者置身

於華語環境中，以提高其華語能力。但未見在華語文教學方面的實習。 

 

（三）在文化方面 

 

    在文化課程的設置方面，兩種模式均開設相關課程。亞洲模式將華人

社會與文化視為華語文教學系所課程的三大範疇之一，所開設的課程相當

多樣，如華人社會與文化（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博士學位學程、中

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等）、中國文化導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

學系、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等）、中國近現代社會與文化（國立政治大

學華語文教學碩博士學位學程）、中國文化教學：理論與方法（國立政治大

學華語文教學碩博士學位學程）。 

    亞洲模式課程內容重視跨文化溝通；歐洲模式則強調與中國有關的內

容，包括中國概況、歷史知識等。此差異應在於亞洲模式學習者為中文母

語者居多，教學對象為不同背景、不同母語者，因此對於不同文化的尊重

與交流應為課堂教學的重點。對於但歐洲模式的教學對象為同文同種的學

習者，此般需求較少，因此未見相關課程的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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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啟示 

 

 

本文的寫作目的在於探討歐洲與亞洲地區華語文教學師資培育模式的

異同，具體的研究方法為比較以上華語文教學師資培育機構、課程內容及

修業規定等，進而分析其異同。 

    根據筆者的研究結果發現，歐洲修習該課程的學生多為非中文母語者，

因此課程強調中國文化、歷史、政治、語言等，但較缺乏第二語言習得、

跨文化溝通、測驗與評量等課程。亞洲模式的學習者多為中文母語者，師

資培育課程則強調漢語語言學知識、跨文化溝通、第二語言習得、語言教

學法等，但缺乏中國社會、歷史、政治等課程。在語言教育（包括教學方

式與語言實習）方面，兩者也有極大的差異。歐洲強調語言（華語）的學

習；中文母語地區則多安排教學實習課程，使學生實際獲得華語文教學的

機會與經驗。 

為了提升華語文教學的品質，華語文教學師資培育是首要之務。根據

前文的探討，由於華語文教學的特殊性，所培育出的師資必須能掌握專業

知識以及教學能力，因此在師資培育時理論與實務並重。方麗娜（2013）

提出對外華語教師的素質可分為知識結構、能力結構與專業意識三方面，

三者缺一不可。根據前文的考察發現華語文教學師資培育歐亞模式均強調

理論知識與教學能力，並且將中華文化融入其中，兼顧理論與實務。課程

內容包括漢語語言學、華語文教學、華人社會與文化三大範疇，其中以培

養教學能力為核心，因此教學實習為必要的修業規定。在知識結構方面提

供語言學、漢語語言學、外語與語言教學等理論知識；在能力結構方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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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華語文教學相關的教學實踐，如華語文教材教法、華語文教學實務、華

語文教學實習等能力。但在專業意識方面，無論是歐洲模式或亞洲模式均

多缺乏相關課程。 

    綜上所述，透過本文寫作發現歐亞華語文教學師資培育著重點有所不

同。因此，筆者認為應全面了解華語文教學師資培育的多樣性，並提供修習

者更完整的課程。且除了單向的實習之外，歐亞華語文教學師資培育機構應

從事交流以促進相互了解與合作。最後，筆者希望本文的撰寫對於華語文教

學師資培育的研究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不僅是筆者將來繼續研究的方向，

也希望各位專家學者能投入相關研究，對於學界能有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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