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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學生在臺華語學習適應之歷程研究 

─以三名瓜地馬拉學生為例 

摘要 

本研究針對拉丁美洲學生在臺灣學習華語的學習適應歷程作一詮譯，探討他

們在臺灣學習華語時遇到的學習適應問題以及採取的因應策略。研究以三名就讀

於政大華語文中心的瓜地馬拉學生為對象，採質性研究的參與觀察法，以觀察和

訪談的方式蒐集資料，從學習環境、學習動機、學習風格三方面描繪出三名個案

的學習適應故事，從中歸納拉丁美洲學生在臺學習華語遭遇的學習適應問題，並

進一步擴大訪談三名個之授課教師、同學及朋友、以及行政人員，藉此呈現拉丁

美洲學生在臺灣學習華語的實際狀況。 

研究結果發現，個案來臺背景及受獎期限長短是影響三名個案學習動機的共

同因素。學習風格因教育程度不同而在使用輔助學習資源上呈現差別。在臺灣普

遍以中英文為主的學習環境中，影響拉美學生的教育環境因素有「個案英語能力」、

「文化背景」、「教師對學生在課程上使用非華語的程度」；社會環境因素則是「臺

灣人對外國人的想像」，拉美學生在臺灣的社會環境中感到被排斥，難以融入。

而教師對這群拉美學生仍普遍存在刻版印象，但願意調整自已的心態看待他們。 

本研究貢獻在於協助教師、行政人員與相關政府單位找出幫助更多拉美學生

適應在臺學習華語的方法。 

 

 

關鍵字：拉丁美洲 華語學習 學習適應 瓜地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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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hinese Learning Adaptation of Latin 

American Students in Taiwan: 

 Three Case Studies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scribe the learning adaptation process of 

Latin American students in Taiwan, finding the problems they met and the strategies 

they used. A qualitative method was employed in this study. Observing and 

interviewing with three Guatemala students and their friends, classmates, teachers, 

and administrators i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was to investigate three factors: 

learning environment, learning motive and learning style. These three factors made 

their leaning adaptation stories in Taiwan. 

The research finds out two factors affect their motive. One is their family 

background and the other is the lengths they need to stay in Taiwan. Their education 

background influences their learning style. In Taiwan, Chinese and English are widely 

used in learning environment. Case’s English ability, culture background, teacher’s 

attitude, these are three factors in their classroom. And Taiwanese imagination of 

foreigner is the factor which made Latin American students felt rejected by Taiwanese 

society. Most of their teachers still have the stereo type of Latin American students, 

but they would like to adjust their attitude to treat these students. 

This study can help teachers, administrators, and governors find out more ways 

to help Latin American students study in Taiwan. 

Keyword: Latin America, Chinese learning, learning adaptation, Guatem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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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拉丁美洲學生在臺灣華語學習適應之歷程，以來自瓜地馬拉

的三名個案為例，長期參與並觀察他們在臺灣學習華語的過程，並就學習環境、

學習動機、學習風格這三方面深入訪談相關人員，以了解個案在臺灣華語學習適

應的狀況。全文共有五章，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為文獻探討，第三章為研究方

法，第四章為研究結果與討論，第五章為結論與建議，最後為參考書目與附錄。

本章為緒論，共分六節，第一節介紹研究背景；第二節概述研究動機與目的；第

三節為名詞釋義；第四節說明研究範圍與對象；第五節說明預期貢獻；第六節呈

現論文架構。 

第一節、研究背景 

我國友邦多位於拉丁美洲地區(以下簡稱拉美地區)。拉美地區 33 個國家中，

我邦交國就有 12 個，占我邦交國總數 23 國的一半。隨著國際情勢的發展，政府

為鞏固外交，爭取友邦支持，拉丁美洲的地位更顯重要。自 2004 年(民國 93 年)

起，臺灣政府每年提供友邦大量獎學金名額來臺學習。外交部設有外交部華語獎

學金(以下簡稱外華獎)，外交部臺灣獎學金(以下簡稱外臺獎)；教育部設有教育

部華語獎學金(以下簡稱教華獎)。自 2012 年(民國 101 年)起，將外臺獎、外華獎、

教華獎等獎學金事務，交由新設立的臺灣獎學金及華語獎學金計畫辦公室統籌辦

理。該辦公室之成立，建立起外臺獎、外華獎及教華獎統一對外跨部會之窗口（外

華獎於 2014 年，民國 103 年起停辦）。 

外臺獎設立之宗旨「為鼓勵優秀外國學生來臺求學及增進雙邊交流與邦誼」，

受獎生以邦交國學生為原則，得在臺先修一年華語之後，修讀大學或碩士學位。

外華獎設立之宗旨「為鼓勵優秀外國人士來臺學習華語」，受獎生以邦交國學生

或官員為原則，在臺華語中心學習半年至一年華語。教華獎設立之宗旨「提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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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士來臺研習華語文，認識臺灣文化社會、增進我國與世界各國之交流及瞭解」

受獎生不限邦交國，受獎期限分兩個月至一年不等。 

根據研究者的長期觀察與訪談發現，來自拉美地區的受獎學生資質參差不齊，

學習動機強弱不一，研究者最常聽到華語中心行政人員及華語教師抱怨，大部分

來自拉美地區的學生學習態度散漫，遲到缺席，學習動機不強，卻常為了獎學金

向行政人員或教師要求給予較寬鬆的分數或出席認定，造成行政人員及教師的困

擾及心理負擔；另一方面，也有受訪者表示深受拉美學生學習態度不佳等刻版印

象的困擾，覺得遭受不公平的看待及誤會。因此，了解這群學生的特殊性有助解

決行政人員、教師及學生所面臨的問題，拉美學生在臺學習華語的學習適應歷程

有其研究上的必要性。 

以研究者所就讀的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政大)為例，根據教育部資料統計

處提供的數據，該校 102 學年度校內外藉學位生人數高居全臺第三位，而拉美學

生占總外藉學位生人數 19.7 %，等於該校每五名外藉生就有一名來自拉丁美洲。

而政大華語中心自 2009 年(民國 98 年)至 2014 年(民國 103 年)拉美學生占總人數

7%到 10%，見下表 1-1。 

表 1-1：民國 98 至 103 年度政大華語中心拉美學生統計表1 

年度 拉美學生人數 總人數 百分比 

98 55 677 8% 

99 55 666 8% 

100 85 805 10% 

101 93 922 10% 

102 61 859 7% 

103 43 902 5% 

                                                 
1
 教育部資料統計處提供，研究者計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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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者的研究動機始於個人親身經歷。研究者於政大華語中心擔任輔導員時，

第一個接觸到的學生(即之後文中所列入的該學生)來自瓜地馬拉，該生的母語為

西班牙語，不會說英語。研究者第一次遇見不能使用英語溝通的外藉人士，和該

學生相處的過程，感受到相當大的語言與文化衝擊，後來從事此研究才得知，因

過去的殖民背景，拉丁美洲除巴西等幾個國家之外，多數官方語言為西班牙語，

受居住地區，家庭環境等因素影響，並非所有拉美學生都能使用英語。能不能使

用英語與人溝通這項差別，便將這些學生分成兩個區塊，也帶給這些學生截然不

同的學習適應歷程。 

第一次見面時，該學生帶了一位朋友當翻譯，透過他的朋友，該學生告訴研

究者，政大華語中心使用的課本為《實用視聽華語》，除了中文，輔助說明的文

字都是用英語寫的。因為他不會英語，所以學不會中文。聽到該學生因為語言產

生的學習適應不良，研究者當下對此情況感到同情。 

研究者本身所會的外語也只有英語，和這名學生度過了很長一段比手畫腳的

時間，期間需要溝通時，就利用線上翻譯軟體。到了該學生第一個學期末，他滿

懷歉意地告訴研究者，他的老師要他重讀，這才讓研究者開始重視母語非英語的

學生在臺學習華語的困難。研究者不禁要問，難道在臺灣的華語學習環境中，不

會使用英語的學生就學不會華語嗎？ 除了英語，在臺灣的華語學習環境中他又

會遇到哪些狀況？ 

研究者問該學生對於他的老師要他重讀感到難過嗎？他表示再學一遍也沒

什麼不好。這樣的反應和研究者身為亞洲學生的經驗大相逕庭，讓研究者大吃一

驚。該學生表示他唯一擔心的是，如果他下次再被留級，他會被送回瓜地馬拉。

每次考試，他也一直提醒筆者，如果沒拿到 80 分，他就拿不到獎學金，也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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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他偷拍的期中考卷照片，請研究者照這樣的方式幫他複習。這也使得研究者開

始關心拉美學生的學習動機，想知道他們學華語是為了什麼？ 

由於這個案例，使研究者察覺到，除了語言，拉美文化和亞洲文化存在極大

的差異。如果教師不能了解彼此文化的不同，師生相處將會產生問題，造成彼此

適應上的困難。誠如該學生第二個學期的老師(SC1T2)說道「如果東方人的標準，

我不覺得他用功，但是就拉美的標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算用功。」來自拉美文

化的學生，他們的學習風格是不是和亞洲學生不同呢？老師可以用自己的標準來

看待這些學生嗎？於是研究者開始從學習環境、學習動機、學習風格三方面，研

究拉美學生在臺華語學習適應的歷程。 

以往針對拉美地區所做的學術研究，都集中在政治、經濟層面，缺乏教育及

文化的深入了解。正如向駿(2001)所言「臺灣對此一區域研究的學術冷漠和多年

來拉丁美洲地區始終為我外交重鎮的政治現實之間存在相當大的落差。」雖然有

這麼多拉美外藉生在臺灣生活，學習語言，一般民眾對他們都不甚了解。站在第

一線的華語老師更是只能從同事口耳相傳的經驗中，摸索教學相處之道。而過去 

對跨文化及第二語言學習的相關學習適應研究，方式多採量化少有質性書寫(劉

麗玉，2009；危佩珍，2011)，內容多偏向英語及新移民子女學習適應(黃湘淳，

2001；蔡清中，2006；李怡慧，2009)，並未以拉美學生為研究主題，缺乏對這

群特殊群體的關注。 

由上述研究動機，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 

一、從學習環境、學習動機、學習風格這三方面探討影響拉丁美洲學生在臺

華語學習適應的因素。 

二、教師對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拉美學生的認識程度及拉美學生特殊學習需

求。 

三、提出相關華語教學政策與教學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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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研究目的，發展出本研究之待答問題： 

一、中英文的學習環境對拉美學生的影響是什麼？ 

二、拉美學生的華語學習動機對學習適應有什麼影響？ 

三、拉美學生學習華語的學習風格為何？ 

四、教師看待拉美學生文化背景的角度與態度為何？  

五、拉美學生對在臺灣學習華語的感覺和看法是什麼？ 

 

 

第三節、名詞解釋 

壹、拉丁美洲 

本文中所指為地理上的拉丁美洲。在地理上，拉丁美洲通常指北美洲自墨西

哥以南至南美洲智利，範圍闊及加勒比海 。 

貮、學習適應 

學習適應是學生在學習歷程中，進入一個學習情境，面對新的學習內容，

不同的教師與教學方式同儕等，學習產生良好學習動機，然後經由學習養成良好

的學習方法與習慣，且會利用環境中之資源以提升學習成效，進而讓自己找到學

習的樂趣並樂於學習，以達到良好的學習效果(劉麗玉，2011)。學習適應的關鍵

在於個體的改變和環境的適應。由於外在環境的改變引起個體產生改變的動機，

進而運用各種策略以達到和環境和諧共處的平衡狀態。本研究考慮拉美學生特殊

的學習背景，以學習動機、學習風格、學習環境三項作為影響拉美學生學習適應

的因素，以了解拉美學生在臺灣學習適應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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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研究主要探討的對象為三位於2011年(民國100年)進入政大華語中心的拉

美學生，分別領取外臺獎及教華獎。研究者自 2011 年 9 月至 2012 年 8 月，進行

為期一年的密集質性研究以及後續追蹤，藉由政大華語中心每三個月為一期，評

量學生學習成效的方式，將個案學習適應歷程分為四個階段：初期、中期、中後

期、後期。訪談對象兼及三位被研究者的老師、同學、朋友，但並不是將所有的

同學和朋友都列入訪談，只有和被研究者互動較多，較常提到的同學、朋友才會

列入，藉由長時間的觀察，大範圍的訪談，從學習環境、學習動機及學習風格三

方面了解拉美學生學習適應歷程。 

 

 

第五節、論文架構 

本論文共有六章。第一章緒論分為五節，首先敘述本研究背景、研究動機與

目的，接著介紹文中專有名詞的操作定義，最後說明研究範圍與對象、論文架

構以及本研究預期貢獻。第二章文獻探討分為兩節，先介紹拉美學生來臺灣成

因與相關背景，再探討學習適應相關研究。 

第三章研究設計與實施分為六節，前三節呈現本研究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研究場域與參與者、研究工具，後三節解釋研究資料整理與分析、個案研究流程

與研究品質。第四章研究結果與討論以四節呈現本研究所得，前三節為案例一、

二、三在臺灣華語學習適應歷程的個案分析；第四節為綜合討論。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則以三節分別提出結論、建議、研究限制以及本研究帶給

研究者的啟示與反思。最後是參考書目與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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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研究者在和拉美學生接觸的過程中，希望能從過往研究找到幫助拉美學生學

習華語的方法，更希望進一步了解拉美文化及語言，從中建立彼此溝通的管道。

但是研究者能找到對拉美文化及語言的相關介紹並不多，更缺乏對於拉美學生在

臺華語學習適應相關的研究。周小兵(2004)認為一位負責的華語教師必須認真備

好每一堂課，備課時最重要的是了解學生的相關信息。因此本章在介紹學習適應

理論的相關研究時，於第一節先介紹拉美地區語言、文化、政治和經濟，再說明

拉美學生學習背景以及來臺成因；接著於第二節介紹學習適應的定義內涵和相關

研究，以及國外針對拉美群體所做的研究。 

第一節、拉美學生來臺成因與相關背景 

周小兵(2004)指出了解學生的學習背景，是華語教師準備上課前的重要工

作，必須了解學生的母語有哪些、之前華語的學習經驗怎麼樣。Lado(1957)認為

母語是學生學習外語主要的干擾，從學生的母語就可預測學生在學習語言時會犯

的錯誤。但是包括了研究者在內了解拉美文化及語言的華語教師少之又少。因此，

本節先介紹拉丁美洲現在的政治、經濟、語言及文化，再說明拉美學生來臺的成

因與在臺現況。 

壹、拉丁美洲現況 

林被甸、董經勝(2010)指出拉丁美洲(英語：Latin America；西班牙語：

Latinoamérica)一詞，最早在一九三○年代由法國學者首先使用。原指由拉丁語系

國家，西班牙、葡萄牙、法國等所建立殖民地，獨立後建立之國家。二十世紀六

○、七○年代，英、荷在加勒比地區的殖民地獨立後，其官方語言不屬拉丁語系，

因此國際組織和機構將逐漸將拉丁美洲改稱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在地理

上，拉丁美洲通常指北美洲自墨西哥以南至南美洲智利，範圍闊及加勒比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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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上，由殖民統治歷史傳統與當地原住民、亞洲及非洲移民，融合出獨特的拉

丁美洲特色。我外交部將此區稱為中南美洲暨加勒比海地區。以下概述拉丁美洲

的歷史發展。 

十六世紀時，當西班牙人來到此區時，在中美地峽處，瑪雅文明正為興盛，

現瓜地馬拉城市提卡爾，為當時瑪雅文明的中心。瑪雅人的社會階層從上而下為

國王、祭司、百姓、奴隸，長幼尊卑有序，男女有別，父親是一家之主。他們信

奉自然神，相信人的命定論與生命的輪迴，在當地原住民的傳說與信仰中也存在

著大洪水、地獄與天堂，白皙的皮膚、金色的頭髪正是天神的象徵，西班牙人因

此輕易地一手持劍一手持聖經消滅了繁盛的帝國，也消滅了他們的文字。雖然現

在拉丁美洲多通行西班牙語，信仰天主教，但分散各處的原住民依然說著他們的

原住民語，也保留了部分原始的信仰 (林大雄，2003)。 

現今的拉美文化是當地原住民、亞洲、非洲移民與西班牙文化的融合。傳統

文化中對於男女、尊卑的概念恰好對應西班牙語對不同的性別、身份使用不同的

詞彚，在西班牙語中，和男性相關的以 o 結尾，女性則是以 a 結尾。例如西班牙

語中形容外表好看，男性用 guapo, 女性則是 guapa。西班牙語以動詞表達不同的

人稱、時態，因此說話時少有人稱出現，仔細聽對方所使用的動詞，就可以知道

他的說話對象是什麼身份。對尊長、同輩使用不同的動詞。而問問題時，只要將

動詞移到句首，在句首句尾各加上問號就成了一個問句。雖然西班牙語使用的文

字符號和英語只有些微不同，新版的西班牙皇家學院字典裡，把西班牙字母分成

27 個獨立的字母，其中 26 個字母和英語字母一樣，但多了一個獨特的 ñ，但西

班牙語字母念法卻和英語大為不同(朱桂琳，2006，Park Gi-Ho,2011)。由表 2-1

中 w 的發音可知，西班牙語在拉丁美洲有其區域性的特色。下表引自(Kraynak et 

al.,2009,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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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西班牙語字母發音表 

a(ah) b(bveh) c(she) d(deh) 

e(eh) f(eh-feh) g(Heh) h(ah-cheh) 

i(ee) j(Hoh-tah) k(kah) l(el-leh) 

m(eh-meh) n(eh-neh) ñ(eh-nyeh) o(oh) 

p(peh) q(koo) r(eh-reh) s(eh-seh) 

t(teh) u(too) v(bveh) 

w(doh-bleh bveh) 

(oo-bveh 

doh-bvleh)(Spain) 

x(eh-kees) y(ee-gree-eh-gah) z(she-tah)  

現在的拉美民眾，依舊樂觀知命，男性是家庭中最主要的角色，他們負責照

顧家中所有大大小小的成員。互助合作是拉美民眾的生活方式，身為家族的一份

子，你可以從任何家族成員處得到幫忙，而只要是家族中的一份子，就有責任與

義務維護家族的榮譽，他們服從家族中男性年長者的權威，尊敬在社會上有地位

的人，重視見面時的禮節，第一次和陌生人見面時，只介紹自己的第一個名字，

等到他們向你介紹自己的全名時，表示你們已經成為朋友了。通常完整的姓名排

序為父名，自己的名，父姓，母姓，假使是女性，則把父名換成母名。他們喜歡

和人親近，習慣肢體的接觸，說話時帶著許多肢體動作。他們對人友善，有時可

能顯得過度熱心，但他們對時間的觀念較為寬鬆，用餐時間也比亞洲人習慣的晚。

假日時，上教堂也是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宗教和家庭，串起了拉美民眾的日常

生活(Griggs &Dunn,1996, Kraynak et al.,2009)。 

根據世界銀行 2014 年的調查，此區人口約 5.88 億人，目前共有 33 個國家，

其中 12 國為我邦交國，分別為貝里斯、多明尼加、薩爾瓦多、瓜地馬拉、海地、

宏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馬、巴拉圭、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聖露西亞、聖

文森(及格瑞那丁)。 

近年來，隨著國際政經局勢的發展，加以此區天然資源豐沛，和臺灣在經貿

上密切相關，臺灣不僅和邦交國簽訂經濟合作約定，在此區的經貿投資也高達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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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億美元。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多是初級產業，以出口原物料為主，出口對象

尤以美、中為大宗。世界銀行 2014 年預估拉丁美洲經濟成長率會因中、美兩國

經濟政策改變而下降百分之二的成長率。中國在重要程度上，自然更勝臺灣一籌，

在研究者蒐集資料的過程中，多數受訪者亦表示，來臺學習華語，更多是為了中

國廣大的市場及利益而非認識臺灣。 

和其他經濟發展中的國家一樣，拉丁美洲普遍存在貧富不均的問題，部分經

濟產業由跨國企業把持，而企業又與政府掛釣，人民沒有享受到經濟發展帶來的

實質利益。而眾多原住民族更是此區的特點，使得內政問題更加複雜。貧困也影

響到該區的教育投資、水準和品質。 

以我邦交國瓜地馬拉為例，該國人口約一千五百萬人，據世界銀行 2000 年

至 2001 年間所作的調查，幾乎和所有拉美國家一樣，瓜地馬拉存在貧窮、眾多

原住民族、農村化的問題。在瓜地馬拉，超過一千萬人每天生活費只有不到一塊

美金，百分之六十一的土地未開發，極度農村化，而有百分之四十二的人口來自

不會說西班牙語的三十個原住民族。多原住民族影響該國教育甚深。學校所用的

課本，老師使用的語言，讓不會說西語的原住民學生在學校教育處於弱勢，更別

提想要學習英語。 

瓜地馬拉的教育水準與品質在此區更是墊底，450 萬名成人中，只有百分之

三十六完成初等教育，百分之十二完成中等教育，百分之四完成高等教育。全國

識字率約百分之三十一點八。瓜地馬拉政府在教育上的投資不到 GNP 的百分之

四。公立學校依地區有的教授英語，有的不教。經濟程度較佳的家庭會選擇將小

孩送入私立學校以獲得較好的教育。教育是最快改善貧困和不平等的方法，但在

種種不利的環境因素下，窮困成了人民一代又一代、擺脫不了的惡性循環。 

世界銀行在 2014 年公布的瓜地馬拉概況中指出，瓜地馬拉是中美洲最大的

經濟體，但在所有拉丁美洲國家中，社會不平等(inequality)的情況卻也是最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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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別是在鄉村及原住民地區，每十個人就有八個人處於貧窮之中。如何提升

政府行政透明度及包容性( fostering transparency and inclusive growth)，解決社會

不平等現象(addressing social inequalities)，並確保收入來支助教育、衛生和基礎

設施等公共支出(ensuring revenues to finance public spending on education, health 

and infrastructure, among others)是該國目前應該重視的議題。 

貮、拉美學生來臺成因 

臺灣政府為爭取國際生存空間，鞏固邦交，維繫情誼，外交部提供邦交國或

外交部承認與其友好國家的學生或人士獎學金，教育部提供外交部名額之外的人

士獎學金，鼓勵來自世界各國的學生來臺學習華語，認識臺灣文化，以發展對彼

此的認識。外臺獎需經過考試，可申請最長五年在臺攻讀大學或研究所學位，及

一年華語先修；教華獎申請人不在臺攻讀學位，不需考試。 

每年二月起，我駐拉美地區使館處受理當年度獎學金之申請。申請者繳交獎

學金申請表、護照影本等身份證件，最高學歷(高中畢業即可)及成績單、華語中

心入學申請表及其他使館要求文件(見附表一)，使館審核項目為(1)內容是否屬實；

(2)英文程度(程度從優至少許)；(3)申請人學業程度是否足以來臺求學；(4)申請

人未來發展潛力；(5)申請人對該單位之業務推動(如雙邊關係)有無幫助。再經複

審評估(1)申請人專業能力；(2)申請人發展潛力，通過後於四月份公布名單。受

獎者需自行辦妥簽証來臺。我外交部提供獎學金及最直接來回機票。 

審查表對獎學金之評估著重在外交層面，而非學業表現，加以此區教育不發

達，因此通過審核來臺的受獎生程度參差不濟，學習態度不一，有的來臺者是當

地政府官員，把來臺當成有人付費的旅遊，除了領取臺灣政府發的獎學金，同時

也領取當地政府給的薪水；有的是在當地私人企業工作，因企業主和使館有私人

關係，了解此一獎學金之運作；有的是家人在政府單位工作，知道該獎學金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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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優渥與寬鬆。據受訪者表示，在貧富不均、吏治不彰、教育不興的拉丁美洲，

認識誰，才是最重要的關鍵。 

參、拉美學生來臺現況 

以研究者開始此研究的 100 年度，全臺華語中心拉美學生總數為 933 人，拉

美學生人數前三名的華語中心以下依序為：241 人就讀於師大國語中心，140 人

就讀於文化語言中心，85 人就讀於政大華語中心2。於政大華語中心入學的拉美

學生，由於該校分配給語言中心的宿舍床位有限，故在該中心就讀的拉美學生多

半於校外住宿，該中心會安排由校內志願學生擔任之租屋義工，或是來自同國的

原就讀生自願幫忙，帶領學生看屋、租屋。 

外臺獎學金生先修華語期間每月領取二萬五千元新臺幣，需自付生活開銷、

學費及書籍雜費，並遵守獎學金相關規定，按時出席上課，由各華語中心向政府

請領獎學金再依規定發放給學生。外臺獎生在華語中心就讀期間每月缺課不能超

過 12 小時，否則停發下個月一個月的獎學金。每學期成績需達 80 分以上，否則

也是停發下個月一個月的獎學金，連續兩期不通過則取消受獎資格，但第一學期

考慮到學生剛學習中文，故未達 80 分不在此限。外臺獎生需通過華語文能力測

驗(TOCFL) Level 1 的考試，若未提交證明或未通過考試，停發一個月獎學金。

教華獎生自來臺第一期起，成績未達 80 分取消其一個月獎學金，需參加華語文

能力測驗(TOCFL) Level 3 考試但不需通過，只需提出參加証明，其餘相關規定

與外臺獎生同。 

這些規定對學生要求相對寬鬆，致使許多漏洞可鑽。研究者於政大華語中心

辨公室工作期間發現，每月可缺課 12小時的規定，有的學生自行放 12小時的假；

停發下個月獎學金的規定，有的學生最後一學期根本不來上課，也不在乎考試未

達 80 分；連續兩期成績未達 80 分的規定，有的學生在要返國的最後一學期故意

                                                 
2
 資料來源：教育資料統計處，研究者統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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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認真學習，反正就要回國了。由於學生種種鑽漏洞的行為，致使政大華語中心

和外交部獎學金規定改變。 

首先，自 101 年 7 月起，由於學生缺課情形嚴重，政大華語中心改變以往月

初發放獎學金的做法，以通知單的方式向學生宣布，因部分學生缺課嚴重，自 7

月起，獎學金改採月底發放。而外交部調整相關規定為：自 101 年度 9 月入學之

外臺獎先修華語獎學金生若於學習華語一年後，無法提出華語文能力測驗

(TOCFL) Level 1 以上之證明，取消在臺攻讀學位資格。102 年度，外臺獎相關規

定修改為受獎生先修華語期間，應於來臺次年六月前提出華語文能力測驗

(TOCFL)聽力及閱讀測驗基礎級( Level 2)以上證書，未能提出者取消其獎學金。

103 年度外臺獎相關規定與 102 年度同，沒有任何更改。在教華獎方面規定則大

致相同，教華獎學金生依舊只需參加華語文能力測驗而不需通過。 

第二節、學習適應與相關研究 

拉美學生來臺灣學習華語，必須適應環境的改變，陌生的語言及文化，並且

做出回應，這一連串和外界互動的過程就是拉美學生在臺灣的華語學習適應歷程，

但卻從未被當成研究的主體，臺灣學者們多著墨於臺灣學生本身的學習適應。因

此本節先介紹學習適應的定義與內涵，再說明臺灣學者對學習適應做過的相關研

究，接著是國外對拉美學生所做過的相關研究，最後是跨文化及第二語言學習適

應相關研究 

壹、學習適應的定義與內涵 

學習適應是個體與外在環境的互動關係，當外在環境產生改變，個體受到

求知需求與外在壓力，改變與調整自我觀念與行為，並運用外在資源以解決問題，

以達到個體與環境和諧的狀態。有學者將學習適應視為是學習的結果，也有學者

將其視為學習的過程。現代臺灣學者對學習適應有以下這些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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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適應是為了滿足求知需求和外在壓力，與環境互動產生的調適狀態，

個體持續採取因應策略，以提高學業成就與促進人格發展的歷程(李坤崇，1990)。

林素妃(1992)、陳芳媜(1998)、謝佩均(2001)認為，學習適應是個人在學習歷程中，

和環境交互作用的過程，包含人際關係(師生、同儕)的互動。劉春榮等(1995)提

出個體為取得較好的學習成就，會經由不斷的調適與同化增加學習的廣度與正確

性。因此，學習適應是學習成就的基礎，也是個體和環境協調合作的策略與方式。 

賴玉粉(1995)、林榮俊(1998)、黃湘淳(2001)認為，學習適應是為了克服學習

的困難，以適應環境的需求，個體必須善用各種資源以解決問題，良好的學習適

應者能善用資源、採取因應策略以解決問題，學習適應欠佳的學生無法善用方法

及資源解決問題，在過程中產生學習挫折。 

劉麗玉(2011)指出，學習適應指的是在學生學習歷程中，進入新的學習情境

後，面對新的學習內容、教師和同儕，不同的教學方式，學習產生良好學習動機，

然後養成良好學習方法與習慣，且能利用環境中的資源提升學習成效，找到學習

的樂趣並樂於學習，並達到良好的學習效果。 

綜合以上各個學者的看法，學習適應的關鍵在於個體的改變和環境的適應。

學習適應是由於外在環境的改變，使得個體產生動機，採取策略以求達到內外在

平衡的過程。從拉丁美洲到亞洲，從拉美文化到亞洲文化，當拉美學生來到臺灣，

他們跨出的每一步，都在尋找兩者間一個平衡的立足點。結合上述觀點，學習適

應是個體與外在環境的互動關係，當個體受到求知需求與外在壓力，改變與調整

自我觀念與行為，運用外在資源以解決問題，以達到個體與環境和諧的狀態。拉

美學生在臺學習華語，得使用華語達到學業要求與滿足生活所需，他們察覺到必

須改變自己的行為以適應在臺灣的生活。 

學者們依自身提出的學習適應定義，更進一步舉出學習適應的內涵以進行不

同向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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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湘淳(2001)提出學習適應是個體在學習時與環境互動之後，表現出的反應

或狀態，以滿足或對抗外在壓力。他將學習適應內涵分為學習動機、學習方法、

學習習慣、學習態度等方面探討，並提出三種不同教學理論，將師生互動也列入

影響學習適應的因素中。 

蔡清中(2006)提出學習適應是個人在學習歷程中和環境取得和諧及調適的

狀態。當學習者面臨困難時，採取同化調適的方式，善用環境中各種資源，亦可

調整自己的需求，尋求各種解決之道來解決。他採取陳英豪等(1989)「學習適應

量表」中的研究向度，認為應從學習方法、學習習慣、學習態度、學習環境、身

心適應等五方面探討學習適應的內涵。 

李怡慧(2009)指出學習適應是個體為了解決環境問題，經由自我調適、運用

環境資源、採取有效策略以達到個體與環境的平衡。她列出從國內學者所做過自

國小至國中階段學習適應研究，以學習方法、學習習慣、學習態度、學習環境等

四項最常被廣泛討論。而國內最常採用李坤崇(1988)發展的學量適應量表，量表

包含五個向度：學習方法、學習習慣、學習態度、學習環境及身心適應。除了這

五個向度外，李怡慧又加入了「學業成就」作為研究新移民子女學習適應的內涵。 

劉麗玉(2011)研究在台外藉生華語學習，她整理了林清江等人的相關研究，

將學習適應歸納為內在心理適應和外在行為適應兩部分，作為華語學習適應的內

涵，內容包括學習方法、學習習慣、學習態度、學習環境等四項。  

貮、拉美學生學習適應相關研究 

上述學者對學習適應的內涵的探討，均包涵了學習習慣、方法、態度，並依

不同的研究目的加入不同的面向。Dunn & Dunn(1992)認為每個人學習上的習慣

不同，自然養成不同的學習方式，逐漸形成自己的學習風格。學習風格指個人的

學習習慣、方法及態度，且影響其對所處學習環境的知覺、互動及應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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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ggs& Dunn(1996)研究美國拉美裔學生的學習風格，指出拉美裔學生在語

言，文化，習慣及價值觀上與眾不同，拉美學生有著緊密的家庭關係，成員間對

彼此忠實，只要是家庭中的一份子就有責任照顧家庭中任何一位成員。和美國奉

行的個人主義不同，拉美學生在課堂中習慣合作學習、互相幫助，強調競爭的課

堂活動會讓他們感到不適應。 

Park(2001)調查美國加洲 20 所高中 1896 名來自 7 個不同族群的學生的學習

風格，其中西裔學生(Hispanic)在調查結果中呈現對聽覺(Auditory)及肢體動能

(Kinesthetic)學習風格的喜好。而墨西哥裔(Mexican)學生則是在對團體(Group)學

習風格上喜好的比例略高於西裔學生。因此 Park 建議教師應該提供這些學生更

多視覺的學習材料，讓學生畫圖、製作表格等幫助他們了解閱讀與討論的內容，

並且設計全身參與(whole-body involvement)的經驗互動學習。教師本身也應了解

自身教學風格，才能使教學更有彈性，幫助不同學習風格的學生學習。 

本研究探討拉丁美洲學生在臺華語之學習適應歷程，文化背景及學習環境與

先前學者研究有所差異， 本研究依研究目的將學習方法、學習習慣及學習態度

歸入學習風格，將學習適應內涵整合為學習環境、學習動機、學習風格等三項，

並於下面介紹相關研究。 

參、學習適應相關研究 

認知學派、社會心理學派、行為學派都強調環境與個體的互動關係，個體因

環境的改變或為了順應環境而採取行為。在本文中，環境即學習環境，學習環境

是影響學習適應的重要因素，使個體產生行為的動機，而不同的個體會依自身習

慣採取不同的適應行為。因此，下面先介紹學習環境、學習動機、學習風格，最

後介紹其他對於跨文化及第二語言學習適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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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習環境 

學習適應是個體在學習歷程中與學習環境互動所產生的調適狀態(黃湘淳，

2001)。學習環境也是引起學生學習動機的關鍵，學習環境愈好，學習動機愈佳(吳

雨桑，林建平，2009)。人本主義學習論者將學習環境視為學習素材的提供者，

學生是知識的主動學習者，教師扮演學習環境的建構者及引導學生建構知識的輔

助者。社會學習論者認為學生藉由觀察模仿別人，與自我觀察，以適應學習環境。

認知發展論者強調環境與個體的互動，學習是為了與外在環境(物理、社會文化)

達到和諧(張春興，1994)。 

Loughlin& Suina(1982)把學習環境視為教學的工具之一，他們認為學習環境

可以發揮老師的功效引導學生學習。他們所指的學習環境以物理環境為主，一是

建築設施(architectural facility)，一是教師安排的環境(arranged environment)。 

Bull &Solity (1987)認為行為是經驗與環境的交互作用，學習是因個人好奇或

學生中所接觸的事件，使得學生去探索這個世界。學可以不用教，學生從各處學

習，從同學或生活中看到的事情，在或不在學校發生，他們將學習環境分為物理

環境、社會環境與教育環境：物理環境指師生所處的教學環境；社會環境指師生、

同儕之間形成的情境；教育環境指課程類型的長短及難易度、教師教學方式。 

林淑惠、黃韞臻(2008)認為學習環境包含教師教學態度、課程內容、上課教

材、提升學習成效、行政服務、以及學校的空間與設備。學習環境的優劣會影響

學生的語言學習效果，但學生的個別差異與特質也會造成影響，教師是其中最關

鍵的角色，教師應使用適當的策略營造良好的學習環境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 

人無時無刻不在學習，教不可以沒有學習，但學習可以不用教(Bull 

&Solity,1987)。從眼睛看到的，耳朵聽到的，肢體碰觸到的，心裡覺察到的，無

一不是環境提供的學習素材。因此，學習環境不僅包含有形的物理建築、空間安

排，也包括無形的心理認知、社會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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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l &Solity (1987)的分類法，將有形的學習環境比如學校建築、校園空間

安排及教室設備，歸入物理環境；將無形的學習環境比如課程安排、教師教學方

式與態度、同儕相處、行政服務歸入教育環境；最後將社會文化歸入社會環境。

本研究中拉美學生所處學習環境即包含有形及無形的學習環境，故本研究採 Bull 

&Solity (1987)的分類法。 

學習環境在第二語言的相關研究方面，多著重在英語學習環境，而以外藉生

為主要研究目的的，多集中在不同文化背景的討論。 

吳雨桑、林建平(2009)以量化分析大學生英語學習環境、學習動機、學習策

略之關係，採 Bull &Solity(1987)的學習環境分類法，將學習環境分為物理、教育

及社會環境。就英語學習單項結果顯示，大學生對英語學習環境中的物理與教育

環境感受尚佳，但對和他人英語交流互動的社會學習環境感受不佳。而三者的相

關性分析顯示，安排良好的學習環境能有效激勵英語的學習動機。 

林侑融(2010)探討外藉生在臺灣就讀的經驗，發現外藉生的經驗有(一)語言

障礙(language garriers)。(二)教室文化(classroom culture)。(三)科學的學術寫作

(academic writing in science)。(四)友誼網絡(friendship networks)等四項。其中，語

言障礙、教室文化和友誼網絡和學習環境相關。 

在林侑融(2010)的研究中，語言障礙包含英語水平(English proficiency)和中

文能力(Chinese competency)。英語是外藉生來臺在課堂中和老師及同學溝通的工

具，中文是適應新環境的工具。在臺灣，他們面對的是雙重的語言障礙。外藉生

必須適應各種不同的英語口音，利用有限的中文能力溝通。不具備足夠英語水平

的外藉生有時無法了解課堂內容或是參與討論，影響了他們的學習。 

而林侑融(2010)所指的教室文化包括教學文化(teaching culture)和學習文化

(learning culture)。臺灣的課堂以教師為中心，學生很少發問，師生間很少互動，

當外藉生發問時，常被其他同學盯著看而感到不舒服。而有些老師認為領取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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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外藉生應該更認真，更努力，並將照顧外藉生視為自己的責任，但在該研究

中並非所有外藉生都同意這樣的看法與做法，該研究中的受訪者也不認為要告知

老師自己個人的私事。 

友誼網絡是外藉生在所在國(host country)獲得學術和心理支持的途徑。藉由

和臺灣同學友誼的建立得到更多學術研究、課程內容的說明和幫助。而外藉生和

來自相同背景的學生較易建立情感分享的網絡。在林侑融(2010)研究中，兩名來

自非洲的外藉生是彼此情感的支援，他們有相同的語言、文化及膚色，同樣想家

和經歷文化調適的過程，也感受到在校園內外因不同的膚色而受到歧視。 

施秀玲(2006)指出外藉生來臺社會支持系統分為二級，初級系統由朋友、家

人、認識的人組成。次級系統由社會團體、宗教機構組成。初級系統提供訊息、

工具及情緒性支持。來自不同文化的學生對於尋求支持有不同的傾向。Moore& 

Constantine(2005)的研究顯示，來自非洲、亞洲、拉丁美洲的國際學生傾向初級

系統尋求支援，同時他們也會尋求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或忍耐(forbearance)。 

Oberg(1960)指出，當人們離開熟悉的環境時，忽然失去了他們習慣的交際

語言與象徵符號，心理產生焦慮不安，即是受到文化衝擊(culture shock)的表現。

文化衝擊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初期大多數的人對地主國的文化(host culture)感

到充滿新奇，但進入第二個階段會對地主國產生批評甚至負面的態度，能成功度

過此階段的人，將會留下，反之則離開地主國，回到自己的國家。第三個階段稍

微熟悉地主國的語言，遭遇到困難時能持正向的態度努力去解決。第四個階段能

以新的角度接受地主國文化，並且欣賞它。文化衝擊對每個人的影響程度不一，

克服文化衝擊的最好方法，一是學習地主國的語言，一是積極參與當地人的活動。

但的確有人不適合到國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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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環境是個人知覺的內在與外在空間，對學習影響甚大，特別是對學習動

機的影響。就認知發展論的觀點，學習環境的改變是引起個體改變行為的推力。

個體採取的改變行為則會受個人認知風格的影響。 

二、學習動機 

學習動機是個體採取行動以達到學習適應的推力。張春興(1994)認為學習

動機是指教師講課時，能引起學生學習活動，維持學習活動，並促使該學習活動

趨向教師所設定的教學目標的內在心理歷程，具有普遍型學習動機的學生對所有

科目都表現出認真的學習態度，與之相反，只對某些學科感興趣的學生則為偏重

型學習動機。 

黃湘淳(2001)認為學習動機是學生在學習活動中所產生的內在驅力，能使人

改變舊有的習慣和態度，引導學習行為朝向一個方向或目標持續地運作。學習動

機包含：(一)價值：內在、外在目標導向、工作價值。(二)期望：控制信念、自

我效能、期望成功。(三)測試焦慮：認知干擾、情緒化。 

劉麗玉(2011)認為，成人參與學習動機是引起成人參與、維持學習活動，並

使行為持續朝向學習目標的一種心路歷程。學習動機有：(一)求知興趣。(二)職

業開拓。(三)人際開展。(四)充實心靈。(五)家庭滿足。 

吳雨桑、林建平(2009)整理了先前學者的研究，將學習動機內涵分為四項。

以下引自吳雨桑、林建平(2009)： 

(一)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內在動機是內在的個人特性，如個人的興趣、需

要等，外在動機是指外在環境的因素，如獎賞、懲罰等。(二)控制信念。控制信

念是指個人對自己與環境關係的看法，持內在控制信念的人認為凡事操之在己，

將成功歸為個人努力，失敗歸為個人疏忽，反之則為持外在控制信念的人。(三)

自我效能。是指根據自己以往的經驗，判斷自己對處理該項工作的效能。(四)融

合性動機與工具性動機。融合型動機是指嚮往所學語言的文化，學習語言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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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希望能成為所學語言團體的一份子；工具性動機是指為了功利價值的目的，希

望提高工作待遇，將此語言視為在社會上流動的工具或溝通媒介。 

學習動機是引起學習行為的推力，這種推力同時來自個體的內在自我及外在

價值。內在自我包涵自我認知、個人興趣；外在價值則包涵功利目的，逃避懲罰。

但兩者並非對立，例如個體融入目標語言團體中，可以是尋求內在自我認同，也

可以是追求功利的目的。 

不論學習動機是由內而發為了滿足個體需求，或是從外而起以獲得獎賞，避

免懲罰，學習動機影響了個體的學習行為，進而導致不同的學習結果，影響了個

體學習適應。 

張金蘭(2008)提出華語學習動機與學習適應的相關性。工具性動機的學生，

對於學習有明確的目的，在學習過程中，更容易適應目的語的環境，學習成效也

較其他動機的學生要好。 

Ruby Chin(2011)在研究華裔學生的文化適應時，整理了 Schuman(1978)、

Brown(1986)、Culnane(2004)等人的看法，她指出抱持工具性動機的學生，因為

將語言視為和目的語團體溝通的工具，會更積極學習，也更容易適應。 

劉麗玉(2011)以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法分析學習動機，結果呈現顯著之正相

關，表示華語學習動機也連帶影響學習適應的表現，並進一步推論，以獲得學位

為目的者在職業拓展及人際開展方面上，會較單純語言學習者有較高的動機。 

學習動機和第二語言學習密切相關。劉麗玉(2011)的研究只以橫斷式的量化

方法了解學生的學習動機，而未著墨於學習過程中動機的變化。拉美學生來臺動

機各不相同，隨著時間和經歷，在學習適應歷程中，動機也隨之改變，伴隨著不

同的學習風格，產生不同的學習適應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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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風格 

學習風格指個人的學習習慣、方法及態度，且影響其對所處學習環境的知覺、

互動及應對的能力(Dunn&Dunn,1992)。Oxford(2003)指出，學習風格是一般學生

在習得語言或其他目標時使用的方法，比如說，整體或分析，聽覺或視覺。 

危佩珍(2011)認為學習風格是學習者在學習中所表現出來的一種認知和處

理訊息方式，不僅顯現出個性化，同時具有整體性和持久性，包涵認知學習類型、

感知學習類型、情感/性格學習類型。她整理了國內外學者對學習風格的解釋，

將學習風格的類型分成三類：(一) 認知學習類型：場獨立與場依賴型、分析型

與整體型、省思型與衝動型、Kolb 經驗學習四類型。(二)感知學習類型：感知型、

環境型。 (三)情感/性格學習類型：麥布二氏性格類型。此類型之下又有四種學

習類型：外向和內向、感官和感知、思考和感覺、判斷和理解；歧義容忍度類型、

左右腦類型。 

Oxford(2003)研究第二語言學習者的學習風格，他指出四種與第二語言學習

種具有較強關聯的學習風格：(一)感知喜好(Sensory Preferences)。感知喜好的類

型可分為視覺(visual)、聽覺(auditory)、肢體動能(kinesthetic)、觸覺(tactile)。(二)

個性(Personality Type)。不同個性的類型可分為內向和外向(extraverted vs. 

introverted)、直覺隨機和感覺連續(Intuitive-Random vs. Sensing-Sequential)、思考

和感覺( Thinking vs. Feeling)、封閉/批判和開放/接受(Closure-oriented/Judging vs. 

Open/Perceiving)。(三)整體的希望程度(Desire Degree of Generality)。可以分為整

和分析類型。(四)生理的不同(Biological Differences)。生理的不同類型可以分為

生理週期(Biorhythms)、營養(Sustenance)、場所(Location)。  

Dunn & Griggs (1996)研究美國西班牙裔學生(Hispanic Student)的學習風格

歸納出西班牙裔學生主要五種學習風格：(一)環境(Environmental)。(二)情感

(Emotional)。(三)社交(Sociological) 。(四)生理(Physiological)。(五)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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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ical)。並依此提出西班牙裔學生在學習上的喜好：(一)涼爽的環境。(二)

順從(conformity)。(三)同儕合作。(四)肢體動作教學(kinesthetic instructional 

resources)。(五)課程結構緊密(high degree of structure)。(六)最好的學習時間在早

上晚一點或下午。(late morning and afternoon peak energy levels)。(七)多樣化而非

一成不變的學習(variety as opposed to routines)。(八)認知獨立學習風格類型(a 

field-dependent cognitive style)。 

適合和不適合的學習風格與策略會造成學生學習態度、成效、師生互動等影

響。危佩珍(2011)歸納出華語的學習者以擴散的學習者居多，學習方式偏好省思

觀察與具體經驗，但不同的學習風格可能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學習者身上

(Oxford,2003)。Oxford(1990)提出，第二語言學習者必須善用學習風格，但他們

必須跳脫喜愛的風格以獲得更大的進步。教師可以藉由提供不同的課堂活動幫助

學生走出舒適區(comfort zone)，發展更多的學習風格。 

學習風格與是個人所喜好與習慣的學習方式，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有不

同的學習風格，拉美學生有其偏好的學習風格，採取的學習適應行為也會有所不

同，了解不同學生的學習風格，可以幫助學生找到學習方式，同時也提供教師在

教學上的參考。 

肆、跨文化及第二語言學習適應相關研究 

國內對於跨文化及第二語言學習適應的研究多集中在新住民子女及英語學

習。蔡清中(2006)以量化方法研究外藉配偶子女學習適應及學業成就，分析結果

顯示，外藉配偶子女學習適應愈好，學業成就愈佳，而學習適應和認知學科，如

語文領域，具有較高的相關性，研究也發現，學習習慣與學習環境和認知學科也

具有高度相關。 

黃湘淳(2001)研究臺南地區國中生學習英語的學習適應，他以量化方式做問

卷調查，分析國中生英語學習方法、學習態度以及學習適應，在統計上的顯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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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因素，發現國中生在國小階段學習英語的時間愈長，非正規英語教育學習時間

愈長，非正規英語教育學習經驗愈多，教師教學方式與態度愈佳，英語的學習適

應愈良好。  

國內從事華語學習適應的研究有韓光俐(2009)等人。韓光俐(2009)以就讀於

臺灣師範大學的國際學生為研究對象，觀察記錄國際學生來臺學習經驗和學習適

應歷程。研究指出國際學生學習適應歷程包括 U 型及 W 型兩種。學習適應的問

題包括語言、人際、心理、社會文化以及課程制度六大因素。面對這些學習適應

的問題，學生採取內在調適及外在行動克服。 

劉麗玉(2011)以量化的研究方式，調查在臺外藉學生華語學習，以問卷調查

之結果分析學習動機、學習適應與學習滿意之相關性。數據分析顯示，學習動機

與學習適應具有顯著相關，在臺外籍生學習適應情形良好，其中學習習慣得分最

高，學習環境得分最低。研究表示，華語學習適應良好者能善用各種學習策略，

促進個體在學習動機、態度、策略上的提升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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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設計與實施 

藉由研究文獻發現，過去學者從事學習適應相關研究多採取量化方式，以問

卷調查蒐集資料，以數據分析作為最後研究結果，研究對象的個人文化主體性並

未獲得彰顯。研究者本身修習質性研究課程，也曾實地從事田野調查，對於存在

生活中之現象特別感到有興趣。研究者修習質性研究課程時所使用的教科書給了

研究者在從事質性研究時的方向，陳向明(2011，p15)提出： 

「質的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採用多種資料搜集

方法對社會現象進行整體探究，使用歸納法分析資料和形成理論，通過與研究對

象互動對其行為和意義建構獲得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活動。」 

本研究因而採取質性研究，以一年為期從事個案及相關人員的訪談，以研究

者和研究對象的互動對其行為加以理解，使研究對象的個人主體學習適應經驗能

夠被具體呈現，而非只是量化的數字分析。 

第一節、研究方法和架構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拉美學生為特定的研究團體，透過參與觀察與半結構訪談，對拉美

學生的學習適應進行深入的描述、探究與分析。採用質性研究中的個案研究法。

紐文英(2009)指出個案研究強調資料蒐集與來源的多樣性，資料內容與來源包括：

個案的本質和特徵、個案所處的歷史和社會背景，經濟環境、物理環境等，由此

個案找出的其他相關人員，以及了解此個案的人等，在真實的生活情境中，對當

前的現象做縝密而深入的描述與分析；而個案是一個有時間和空間界限的系統，

它可以是特定的個體，也可以是特定的團體。 

Yin(2003)指出個案研究法適合用於討論什麼人、怎麼樣、為什麼的議題，

適合用於研究發生於當代但無法對相關因素進行控制的事件，它的長處在於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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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的管道更多，更廣泛，能透過直接觀察事件過程，與事件的參與者進行訪談，

檔案分析、蒐集物證、閱讀文獻的方式，分析現象本身及現象前後關聯，而不限

於採用質性或量化的資料來源(周海濤、李永賢、張蘅(譯)，2009)。 

過去對學習適應所做的研究，有量化分析也有質性研究，但都沒有針對拉美

學生做個案研究。拉美學生是一群獨特的個體，藉由個案研究法，將拉美學生放

在自身文化學習脈絡中去解析，才能了解他們在臺華語學習適應的困難所在，在

以英語和華語為主要溝通媒介的學習環境中，拉美學生的學習主體性未受重視，

這些現象是確實存在，且應受關注的。 

貮、研究架構 

根據第一章研究目的與問題，第二章文獻探討以及所完成之前導研究，擬定

研究架構。首先經由參與觀察了解拉美學生來臺背景，接著探述其學習動機，觀

察其學習風格以及與學習環境之互動，並且訪問其對周遭相關人事的看法。同時，

訪問華語教師對拉美學生的了解及認識，並了解其態度，最後分析上述訪談與觀

察資料建立拉美學生來臺華語學習適應之歷程。如下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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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圖 

第二節、研究場域與參與者 

壹、研究場域 

本研究場域為國立政治大學及其華語中心。該校位於木柵地區，佔地廣闊，

可大略分為山下及山上校區。研究者於山下校區較常利用進行訪談及觀察的場地

有圖書館及風雩樓(學生餐廳)；山上校區利用的場地都位於華語中心所在的國際

大樓內，該大樓為華語中心學生主要在校活動場地，包括一樓華語中心辦公室，

二樓教室，三樓教室及交誼廰，四樓圖書室、教室及教師辦公室，五樓為華語碩

博學程辦公室及外語中心辦公室，六樓為研究室及教室。華語中心學生可使用山

下校區圖書館，山上國際大樓華語中心圖書室及三樓交誼廰。 

該中心設有主任一名，下有 3 名行政人員，工讀生數名，教師 28 名(依網站

公告)，學生 805 名(2011 年 1 月至 12 月)。中心提供常規課程、免費課程、個人

班、及不定期舉辦課外活動。常規課程每年開設四期，春、夏、秋季上課 1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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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 10 周。上課時間分三個時段，早上 8 點至 11 點，中午 12 點至下午 3 點、

下午 3 點至 6 點。課程分初、中、中高及高級，學生依分班測驗結果照不同程度

分班，每一期都有期中及期末考試評量學生學習成果，也做為獎學金發放依據。 

貮、研究參與者 

一、研究個案 

本研究選擇的個案是三名來自瓜地馬拉的獎學金生，背景資料見下表 3-1。

瓜地馬拉學生在臺學習華語的人數位居拉丁美洲在臺學習華語人數的前三名。其

中，案例一及案例三不能使用英語溝通，案例二可以，三人是研究在中英語的學

習環境中，英語是否造成學習適應困難的合適對象。而案例二與其他兩人所領取

獎學金之類別不同，三人也是獎學金是否對學習動機造成影響的合適對象。 

此外，三人的關係為室友，其中案例一和案例三也是華語中心第一期的同學，

考慮到案例中，有許多需要再查證的地方，而三人住在一起，可以為研究者提供

充份的資訊和查證的機會。但研究者必須坦承，案例一不是一個配合的研究對象，

只要沒有考試或作業需要研究者幫忙，就不會在約定的時間出現。 

表 3-1 個案背景資料表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文中編號 SC1 SC2 SC3 

國籍 瓜地馬拉 瓜地馬拉 瓜地馬拉 

母語 西班牙語 西班牙語 西班牙語 

彼此關係 室友 室友 室友、案例一第一期同學 

身份 教育部華語獎學金生 外交部臺灣獎學金生 教育部華語獎學金生 

年齡 23 37 20 

英文能力 無法用英文溝通 可以用英文溝通 無法用英文溝通 

來臺時間  一年 五年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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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個案有關人員 

學習適應是個體和外在交互作用的過程，因此，欲了解個案學習適應的歷程，

必須將產生交互作用的相關人員也納入訪談對象中，依交互作用程度由逐漸向外

擴展。本研究訪談了案例一、二、三在華語中心就讀期間，每一期的老師，如果

在訪談中，老師提到了在課堂和案例有特殊互動的學生，便納入訪談對象。而在

平常和案例交談中，較常出現的人物，也納入訪談對象之中。另外，為了解一般

外藉學生在政治大學就讀情形，研究者訪談了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合作處(以下簡

稱國合處)，負責輔導外藉生的 D 女士(已於 2013 年離職)，以了解一般外藉生與

拉美學生在學習適應的差異。所有受訪對象見下表 3-2、3-3、3-4、3-5。 

表 3-2 案例一訪談對象表 

受訪對象 編號 國籍 記錄方式 

華語中心第一期的老師 SC1C3T1 臺灣 錄音、逐字稿 

華語中心第一期的同學 SC1C1 瓜地馬拉 錄音、逐字稿 

華語中心第二期的老師 SC1T2 臺灣 錄音、逐字稿 

華語中心第二期的輔導員 SC1Tu2 臺灣 研究者現場筆記 

華語中心第三期的老師 SC1T3 臺灣 受訪者書面回答訪談題目 

華語中心第四期的老師 SC1T4 臺灣 錄音、逐字稿 

表 3-3 案例二訪談對象表 

受訪對象  編號 國籍 記錄方式 

華語中心第一期的老師 SC2T1 臺灣 受訪者書面回答訪談題

目 

華語中心第二期的老師 SC2T2 臺灣 錄音、逐字稿 

華語中心第三期的老師 SC2T3 臺灣 錄音、逐字稿 

華語中心第三期的同學 SC2C1 瓜地馬拉 錄音、逐字稿 

華語中心第四期的老師 SC2T4 臺灣 錄音、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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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案例三訪談對象表 

受訪對象  編號 國籍 記錄方式 

華語中心第一期的老師 SC1C3T1 臺灣 錄音、逐字稿 

華語中心第二期的老師 SC3T2 臺灣 錄音、逐字稿 

華語中心第二期的同學 SC3C1 瓜地馬拉 錄音、逐字稿 

華語中心第三期的老師 SC3T3 臺灣 錄音、逐字稿 

華語中心第四期的老師 SC3T4 臺灣 錄音、逐字稿 

表 3-5 相關人員訪談表 

受訪對象  編號 國籍 記錄方式 

國合處行政人員 Ad 巴西 研究者現場筆記 

案例一、二、三共同的朋友 SC1C2C3TF1 瓜地馬拉 錄音、逐字稿 

以上研究參與者中，SC1 及 SC3 第一期的老師為同一人，SC2 第四期和 SC3

第三期的老師為同一人，扣除重覆的受訪者後，共十六人，編號方式為，案例

(Study Case)，編號為 SC，老師編號為 T(Teacher)，同學為 C(Classmate)，朋友為

F(Friend)，輔導員為 Tu(tutor)，行政人員為 Ad(Administrator)。 

三、研究者本身 

研究者和案例一的關係為輔導員與學生，故之後與案例二與案例三也沿襲這

樣的關係。由研究者主動提出為其輔導功課，但個案必須協助研究，所有研究資

料的取得均經過個案的同意。研究者由個案介紹給朋友認識，在拉美文化中，朋

友的朋友也是朋友，故較容易取得信任。而個案的同學，有時是由個案的老師介

紹，有時是由個案介紹。研究者和個案的老師則有同為華語工作者的情誼。 

在研究開始之初，研究者處於圈外人的角色，但研究後期，研究者進入政大

華語中心工作，接觸相關行政事務與教學工作，從圈外人更進一步成為圈內人，

得以更深入了解政大華語中心的行政與教學運作。至撰寫論文階段，研究者申請

至英國中學擔任中文教學助理，真正體會處在不同語言及社會文化間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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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之研究工具有自編半結構式訪談題網，包括：「個案訪談大綱」、

「教師訪談大綱」、「相關人員訪談大綱」，以下介紹這三項工具。 

壹、個案訪談大綱(參見附錄二) 

個案訪談大綱重點有個案的學習背景、華語學習適應過程中個案行為改變的

理由，動機的轉變、策略的採取、文化的衝擊等。 

貮、教師訪談大綱(參見附錄三) 

教師訪談大綱重點有三：其一、了解教師對拉美學生的認識與態度。其二、

了解個案於課堂上的表現與師生、同學間的互動。其三、了解教師認為華語教師

如何增進對拉美學生的了解 

參、個案同學及朋友訪談大綱(參見附錄四) 

個案同學及朋友訪談大網的重點有二：其一、了解相同或不同文化背景學生

在同一學習環境下是否產生相同學習適應問題。其二、為個案的觀察與訪談內容

提供驗証或不同的意見。 

第四節、資料整理程序 

本研究整理與分析的資料包含學習適應相關觀察資料及訪談資料，以下介紹

資料整理與分析方式。 

壹、個案學習適應觀察訪談資料 

研究者於每一次結束和個案的會面後，將時間、地點、訪談對象、觀察到的

行為及訪談內容記錄下來，並製作成案例觀察訪談總表。其中，案例一的語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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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能力有限，必須輔以行為以表達他的意思，研究者便會記下他的輔助行為以完

整呈現當下的對話情境。 

貮、其他訪談資料 

和其他訪談對象結束訪談後，研究者資料整理方式為將所有錄音檔內容轉為

逐字稿，建立完整的書面資料。訪談過程中，研究者先以紙筆記下重點，訪談結

束後，製作訪談總表，記錄時間、日期、地點，並寫上大要以便日後資料的搜尋

使用。若是受訪者無法接受訪談，則改以書面方式請受訪者回答，若是現場不適

合錄音，則以研究者現場筆記取代。訪談總表上會對資料進行初步分類，為了保

護個案與受訪者的隱私，所有的資料都有代號。文中以編號方式代稱參與者，編

號方式為，案例(Study Case)，編號為 SC，老師編號為 T(Teacher)，同學為

C(Classmate)，輔導員為Tu(tutor), 朋友為F(Friend)，行政人員為Ad(Administrator)。

若資料整理後發現仍有不足之處，亦或後續研究有新的發現或需要驗證，即再次

與受訪者聯絡，以取得更完整的資料。 

參、政大華語中心觀察記錄表(見附表十) 

研究者將自己於政大華語中心工讀時所看到的事件以日記的形式記錄下發

生的日期與地點，共計有九次。其中包括行政人員在日常中對拉美學生流露出

的態度及看法，研究者將日記內容以電子郵件寄予兩名行政人員，參考行政人

員的意見修正內容，以求符合行政人員說話時的原意，並取得同意於文中使用

代號行政人員 A、B 稱之。 

經初步整理後，研究者使用類屬分析及情境分析法綜合分析上述資料。陳向

明(2002)指出類屬分析適用於找出在資料中反覆出現的現象並加以比較，但此分

析法常忽略事件的連續性及所處情境；情境分析法強調將資料置於研究現象所處

的情境脈絡中，更貼近當事人的聲音，卻可能陷於故事之中而忽略當中存在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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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性。針對本研究之目的，將拉美學生置於自身學習適應脈絡中分析可貼近當事

人的生活真實，卻可能忽略了影響拉美學生學習適應的因素，更忽略了各因素的

相互關聯。故研究者綜合兩種分析法，在敘述拉美學生華語學習適應的歷時性故

事時，同時保有共時性的學習適應類屬分析。 

第五節、個案研究流程 

本研究田野調查時間開始於民國 100 年 9 月，結束於民國 101 年 8 月，由於

研究動機始於實務的經驗，故在研究前期，並沒有針對特定的主題，而是對觀察

到的現象加以記錄，並閱讀相關文獻，逐漸形成問題意識，在前導研究的基礎上，

建立本研究的架構及相關研究問題。 

壹、前導研究(100 年 9 月至 12 月) 

為了使研究問題更清楚，研究者先將案例一的觀察記錄列成表格，表 3-6 為

案例一學習適應初步觀察表，表中左欄為研究者觀察到的問題，共五項，中間欄

為案例一自述在學習適應上的問題，右欄為其他受訪者針對案例一自述在學習適

應方面的問題提出的意見。表格中第二項，研究者觀察到案例一的母語對他造成

學習的負遷移，但因為其他受訪者不是語言學的專門人士，沒有注意到此點，故

研究者在欄中填上無。表格中的其他受訪者包括案例一的老師、同學、室友及研

究者的朋友，研究者以同心圓的方式，從圈內向圈外逐步調查(見圖 3-2)，得到

相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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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案例一學習適應初步觀察表 

 研究者觀察到的問題 案例一自述的學習適應問題 其他受訪者意見 

1 學習環境充滿英語 我不懂英文，所以我學不會中文 第一期老師：那是藉口，像案例

三也不會英文，但是中文學得很

好。 

第一期同學：他根本就對學中文

沒興趣，他不是認真的學生

(dedicated student)。 

室友(案例二)：我勸過他要多花點

時間在學中文，但是他不聽。 

2 個案母語對學習中文產

生影響 

無 無 

3 生活適應不良 臺灣的食物不好吃，只有 7-11

好吃 

第一期同學：他都跟那些會英文

的人在一起。 

4 沒有臺灣的朋友 臺灣人都很怕我，他們都不跟我

說話 

研究者的朋友：我覺得他長得好

像「大哥」。 

5 和教師溝通有困難 我的老師的西班牙和我的中文

一樣不好 

第一期老師：我會說西班牙語，

我直接用西班牙語跟他說他學習

不用心。 

 

 

 

 

 

 

 

圖 3-2 訪談對象順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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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導研究中，研究者獲得初步學習適應的問題： 

一、在學習環境中，因為英語能力不佳造成案例一學習適應不良。雖然案例

一的老師會說西班牙文，但他不是每次都能遇到會說西文的老師，而政大使用的

課本，除中文外，其餘的說明皆用英文寫成，不能完全排除英語的影響。 

二、案例一母語造成的負遷移。雖然老師強調已經花了三個星期的時間，但

學生還是無法擺脫母語的影響，因此除了母語造成的負遷移外，還要考慮其他學

習適應的問題，如老師覺得學生學習動機不足造成學習不用心。 

三、案例一語言能力不足造成適應不良。雖然案例一說臺灣的食物不好吃，

只有 7-11 的食物還好，但以案例一有限的語言能力，根本無法到店裡自己點餐

來吃，只能跟那些會說西班牙語也會說英語的朋友在一起。 

四、學習環境中一般人對拉丁美洲的刻板印象。因為案例一的語言能力還不

足以和一般人溝通。加上臺灣人所會的外語以英語為主，而這兩種語言剛好都是

案例一不熟悉的，案例一常覺得臺灣人因為他的膚色不喜歡他，他說自己很害羞，

而且沒有人要和他說話，他比了比皮膚，他覺得因為他是拉丁美洲人「latino」(觀

&訪 20111220)。所以排斥和臺灣社會接觸。 

因此，由上述初步的觀察與了解，案例一在學習適應方面，較多的問題是與

學習環境相關。而由案例一，研究者形成相關的問題意識，並在文獻探討的基礎

上，建立研究架構。 

貮、擬定研究工具 

經由前導研究與閱讀相關文獻，並與指導教授討論後，研究者列出個案、教

師、其他相關人員的訪談大綱作為研究工具以蒐集資料。每次訪談後會依受訪者

訪談結果修改大綱。訪談過程中使用錄音設備(MP3)將內容錄下來，或以相機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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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個案的作業、筆記以作為日後分析使用。研究者以筆記本記下當天輔導個案的

內容，或是觀察所得、訪談概要。 

參、正式實施研究(100 年 1 月至 8 月) 

研究者選定三名研究個案，文中所提及案例二、案例三正式加入研究，在前

導研究的基礎上，擬定訪談大綱，而個案本身以及周遭老師、同學、朋友是主要

的訊息來源。 

 一、個案。研究者與個案維持每個月至少一次一至二小時的訪談，訪談採

開放方式，鼓勵個案說出自己的想法與感受，並於過程中觀察個案的行為。為了

解個案不同時期的學習適應狀況，每三個月結束一期課程後，研究者請個案敘述

他本身的學習狀況、上課的老師、同學、與臺灣人互動的經驗。  

二、相關受訪對象。相關受訪對象採半結構訪談。每次訪談約一個小時，先

以 E-mail 聯絡受訪者，說明本研究的目的，並確定受訪意願後，在下一封信中

附上訪談大綱，並說明為了資料的整理必須錄音，但訪談中出現之人名都會以代

號取代，取得受訪者同意後，正式約定地點訪談。 

肆、資料整理與分析 

正式研究結束後，研究者將所蒐集到的觀察資料及訪談資料打成觀察紀錄，

就三名個案學習適應的行為加以歸類，分成學習環境、學習動機、學習風格三大

類，在每一大類之下，又歸納出以特定事件為主題的眾多小類，並選取最能代表

此事件的一句話作為小類的標題，再以故事的方式敘述此事件對個案本身、同學

及老師、朋友、行政人員的影響與每個在事件中的參與者各自的想法，最後總結

並比較分析三名個案的共同與差異處，以了解拉美學生在臺華語學習適應的歷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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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提出結論與建議 

依據前述資料分析，提出本研究結論，拉美學生在臺華語學習適應之歷程，

包含學習環境如何影響拉美學生的學習適應、學習動機如何影響拉美學生的學習

適應、拉美學生的學習風格為何、拉美學生在臺學習華語的感受與看法以及華語

教師看待拉美學生態度與角度，以下見本研究流程圖示說明。 

圖 3-3 研究流程圖 

 

 

第六節、研究信實度 

紐文英(2012)指出，影響研究品質的因素主要包括三項，分為是研究者本身

(研究者個人因素、期待與偏見，研究者的反作用力及情緒陷阱)，研究參與者(研

究參與者的個人因素、研究參與者產生某種反應心向)，資料蒐集與分析(資料蒐

集不適當和不充分，資料分析不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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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研究者本身對研究參與的客觀性，研究者撰寫省思日記以檢視自己的

想法。剛開始，研究者對拉美的文化背景並不了解，但是從旁人處聽到不少負面

批評，比如說拉美地區發展較為落後，人民知識水準不高也缺乏道德與法治觀念；

或是來臺的這些獎學金生根本就不夠資格，是因為臺灣政府只懂得撒錢作外交，

而沒有照顧到自己本國的學生。在當時，研究者看到案例一的學習態度，也不免

開始偏向上述的說法，也開始懷疑整個制度的公平性，但是在接觸更多的個案後，

並非所有個案都表現如此，研究者開始回想到最初開始研究的初衷，是為了幫助

更多的拉美學生，而不是為了批評他們或改變什麼，每當覺得自己快要偏離客觀

時，就會不斷提醒自己莫忘初衷。 

為確保研究參與者的穩定性，以增加觀察訪談次數，拉長研究時間以獲得較

平衡的觀察結果；為確保資料蒐集及分析的合理性，研究者在論文撰寫過程中針

對不足部分加以補充，並和指導教授討論分析方向，不斷修正。由於雙方性別不

同，有些活動研究者不便一起參與，研究者多半只參與他們在校內的活動，個案

在校外的生活，則是經由訪談建構出他們的活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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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主要根據訪談蒐集來的資料呈現三名來自瓜地馬拉的華語學習者在臺

灣華語學習適應的歷程，並就結果予以討論。本章共分四節，第一至三節敘述案

例一、二、三的學習適應歷程，第四節綜合分析並討論前三節內容。為了讀者閱

讀的容易度及方便性，前一至三節的第一部份，研究者以敘事的手法呈現案例的

學習故事，讓案例及其相關人員的聲音能夠被聽見，並摘取最具代表性的一句話，

做為每則故事的標題；第二部分總結故事內所含與學習適應相關的重點。 

由研究者所敘述的故事無法避免的會受本身主觀意識的影響，這也是研究者

為何要在故事中呈現相關人員的訪談內容，盡可能客觀地呈現他們的意見；不是

直接針對三名個案提出的意見，會於第四節討論時出現。 

第一節、案例一的華語學習適應歷程分析 

「我的政府叫我來」」：案例一的學習適應故事 

案例一(以下以 SC1 代稱)是一名 23 歲的瓜地馬拉青年，個性單純大方，他

的輔導員 SC1Tu2 覺得「SC1 個性像小孩子，比較單純直接，想到什麼做什麼，

像是在早上七點打電話給我。」(訪 20120625，行 1)。SC1 在瓜地馬拉的海關工

作，家中開設公司，在金錢上不虞匱乏，身上常佩戴貴重飾品，對朋友很大方，

他的室友 SC3 告訴研究者「因為我剛剛來臺灣的時候我不帶錢，他借給我錢。」 

(觀&訪 20120711，行 15)。他是家中最小也是唯一的兒子，對於離開家人來臺

灣這件事感到非常難過。SC1C1 說「他從來沒有離開家自己一個人生活，所以

他很難過」(訪 20120816，行 54-58)。朋友都知道他很想家人。儘管 SC1 表示「我

不想來，我的政府叫我來」(觀&訪 20111122)，他最終也只好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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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案例一學習環境的故事  

一、「我不會英語，所以我學不會華語。」 

當 SC1 來到臺灣以前，他一點兒也不了解這個國家，就這樣被他的政府派

到了這裡。他和其他三個室友住在萬芳社區附近，每天的行程就是搭公車往返政

大與住家之間。華語應該是他每天都必須接觸並且使用的語言，但是他沒想到要

學會華語，居然還先得學會另一種語言―英語。 

「第一次見面時，SC1 帶了一位他的朋友來，他的朋友告訴研究者，因為他

不會說英語需要有人幫忙翻譯，透過他朋友的翻譯，他表示『我不會英文，所以

我學不會中文』。他的臉上顯得非常急迫，這對他似乎是很嚴重的問題 」(觀&

訪 20110927)。  

這樣的想法在他發現華語課本上除了中文，輔助說明的文字是英語時，隨著

遭遇到的挫折，在他心中形成一道漸漸加深的陰影。當他不能了解課本上的生詞

時，他試著將課本上的英文說明輸入 Google，翻譯成西班牙文，可是卻發現得

到的說明不太通順甚至沒有意義，使用翻譯軟體不能幫他解決問題，他感到非常

的焦慮和擔心。 

SC1T2：「也就是因為他不懂英文，所以我們的教材是中英對照，對他來說

就比其他的同學就是懂英文的困難很多。」(訪 20120105，行 5-6) 

「因為他不懂英文，所以他必須把所有的教材全翻成西班牙文，然後再來學，

我覺得這樣對他來說的困難就會比一般同學加倍，我覺得這個是他學中文，因為

在這裡其實這也是我們教材沒有供西班牙文，然後受到的限制。」(訪 20120807，

行 11-13) 

因為不懂英文，而上課所使用的教材又是採中英說明的方式，他必須較其他

同學花更多的力氣在翻譯上。他的老師也了解，站在和其他學生不一樣的起跑點，

他的學習過程會比一般懂英文的同學來得更加困難，耗費加倍的力氣和時間，但

這必須靠他自己去克服。 

SC1T2：「因為我們班除了他還有一位同學也有這樣的情形，就是他的英文

不好，所以導致他的中文不容易學，就像如果說今天我要學德語，你用法文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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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語，或者我的教材就是譬如說是德語跟法文的對照，完全沒有中文，對我來說

跟會法語的那些同學比起來，我一定是吃很大的虧，就是我要花更多的力氣去學，

那我覺得他還有另外一位同學，其實他們的，他們的困難是類似的，那用不用功

又是另外一回事，就算他用功，他要比人家更加倍的用功。」(訪 20120105，行

38-44) 

因為不會英文，使得除了加倍用功，他似乎沒有第二個選擇，面對似懂非懂

的上課內容，死記硬背也只是暫時地幫他度過考試這關。這樣學習華語受到英語

影響的情形並沒有隨著時間而改變，持續到他學習華語的最後一期，也還存在。 

SC1T2：「因為我發覺他以前常常會是，他可能知道的意思都還滿含糊的。」

(訪 20120105，行 56) 

SC1T3：「SC1 基礎不好又不用功。」(書面回答 20120731，行 5) 

SC1T4：「因為他很基礎的東西都不知道。」(訪 20120913，行 117) 

「可能是因為他不懂得英文，而我們的課本都用英文以至於說他不懂意思。」

(訪 20130901，行 15-16) 

對於教材使用英語做為輔助語言，他的老師們覺得的確對他造成了影響。他

所知道的都是很含糊的意思，沒有打下穩固的基礎，以致於到了最後一期他還是

連很基本的東西都無法掌握。 

SC1C3T1：「就算他(SC3)英文都不會，他(SC3)好像真的不太會，可是他(SC3)

好像不覺得說他(SC3)不會英文就輸人，或者說不會英文就學不了中文，他(SC3)

好像不是這種人，我感覺他(SC3)是一個個性很強的孩子，或者是不服輸型的，

所以就算是英文是他(SC3)的敗筆，可是他(SC3)從來不會拿這個當藉口。」(訪

20120729，行 100-103) 

SC1T2：「英文不好，那我們就用中文講。如果你覺得你的英文不好，我們

就用中文講，因為我覺得會這樣講的其實很多日本學生會這樣子，我不會用英文。」

(訪 20120807，行 383-384) 

SC1T3：「不(不懂英文是學中文的阻礙)。」(書面回答 20120731，行 29) 

SC1T4：「我不同意(不會英文學不會中文)。」 (訪 20120913，行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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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英文不好所以學不會中文，他的老師們都不同意這是學不好中文的理由，

並舉其他不會英文的學生的例子，來說明不會英文是可以克服的，這不能拿來當

成藉口。 

二、「他(SC1C3T1)的西班牙文和我的中文一樣不很好。」 

上華語課時，老師們使用華語教華語，這是華語中心的要求，也是一項語言

教學理論，而在教室中老師所使用的輔助語言則是以英文為主。在 SC1 學習華

語一年的期間，總共有四位老師，只有一位能使用簡單的西班牙語，他笑著說「他

(SC1C3T1)的西班牙和我的中文一樣不很好」(觀&訪 20111220)。因此，SC1 上

課時經常是鴨子聽雷，需要靠其他同學幫忙翻譯，才能了解老師想傳達的意思。 

SC1C3T1：「那如果這個短語，或者這個詞，或者這個字我很清楚它的西班

牙文是什麼，我就會在旁邊寫，我倒不會說。」(訪 20120729，行 59-61) 

SC1T2：「他們在一起，就像如果最簡單從生詞開始教，他的同學會英文的

可以幫他用西班牙語，但是他們在班上用西班牙語，我就讓他們講，因為我覺得

總好過他完全不知道在幹嘛，我覺得寧可放慢腳步，然後讓他真的瞭解那些東西，

我覺得那樣子至少可以學到一點。」(訪 20120807，行 77-79) 

SC1T3：「若全都不了(解)，再說一次，只有他不了(解)，其他同學以西語解

釋。他若了(解)會點頭。」(書面回答 20120731，行 12) 

SC1T4：「其實我也不太能跟他溝通，我跟他的溝通方式其實都是借助於學

生的反應。」(訪 20120913，行 1-2) 

「因為他們班比較特殊，所以我允許他們在班上用西班牙文。我跟會說英文

的學生說英文，然後再由這個學生翻譯成西班牙文，我用這樣的方式。因為我覺

得懂是記得的第一步，所以我那時候很堅持。我希望他懂了以後，他才能夠記。」

(訪 20120913，行 21-23) 

SC1 的四位老師中，除了第一位老師可以使用簡單的西班牙語和他溝通，第

三位老師使用全中文，第二位和第四位老師都會考慮到 SC1 的情形，讓學生在

課堂使用西班牙文，幫助 SC1 了解上課的內容，有時候也會使用同儕的力量幫

助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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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1T2：「例如我講解完了以後，我也會用英文說一些，確定那兩個英文不

錯的同學真的懂了以後，我會請他們翻譯一下這樣，那如果在上到生詞的時候，

我會讓他們自己譬如說寫中文、拼音、英文，因為課本裡頭教材都有，然後我還

會要他們寫上西班牙文，就是確定他真的知道這個字是什麼意思，然後要怎麼用。」

(訪 20120105，行 12-16) 

「所以當我沒有辦法去解說那個的話，我就必須確認，寫上西班牙文，他要

必須先知道這個字的意思，真正的意思，因為有的時候我發覺，就是他用字典，

他常用電子字典查到的意思跟我們在討論的那個意思是有出入的，那就會影響他

的學習，所以我就會請班上，尤其是兩個英文比較好的，先確認說他們懂得意思，

然後因為這個西班牙文一上來，懂西班牙文大家都可以看，然後有問題以後馬上

就可以改，就至少讓他知道這個中文的意思，他要知道的是正確的，因為我發覺

他以前常常會是，他可能知道的意思都還滿含糊的。」(訪 20120105，行 49-56) 

SC1 的第二位老師在生詞的階段就會讓 SC1 在旁邊寫上西班牙文，確定他

知道明確的意思，她的方式是先確定班上英文比較好的學生了解這個生詞的意思，

再請他們翻譯，因為使用電子字典翻譯的意思和課堂上討論的意思時常有出入。 

SC1T2：「我覺得這種同儕的效應很好，因為其實也是因為我的弱點我不會

西班牙文，如果我會西班牙文我教起來就會更順一點。」(訪 20120105，行 62-63) 

「因為我不懂西班牙文，我其實是要借助其他的同學的力量，因為我其實我

也不確定說這個西班牙文對還是不對，但是至少已經有五個人這樣子一起看。」

(訪 20120105，行 72-74) 

SC1T4：「如果說這個學生我已經用了很多的方法，或者是說這個學生他本

身他們就是像 SC1 這種需要安全感的學生，有的時候我在下課的時候我會告訴，

你(指班上同學)幫 SC1，有的時候 SC1 不懂，你(指班上同學)可以幫他。」「(訪

20120913，行 305-307) 

SC1 的第二位老師因為自己不懂西班牙文，所以借助其他同學的力量。而

SC1 的第四位老師則是對於像 SC1 這種缺乏安全感的學生，會直接言明請其他

同學幫他，但是是在下課的時候跟其他學生說請你幫他，而不是上課的時候說。 

SC1C3T1：「如果你特別說了，人家認為說，因為我讓欠了你和欠了 DSH 很

大一個人情，就簡單說一下謝謝就可以了。」(訪 20120729，行 609-610) 

SC1T2：「他願意講就講，要他願意(幫忙翻譯)。」(訪 20120807，行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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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一整堂下來，那堂課她特別幫助了，我覺得我會謝謝她。」(訪

20120807，行 470) 

「至少她應該笑的很開心吧，我覺得她真的就是很真心想要幫，應該很開心。

我覺得她不會這樣子稱讚我就要怎麼樣，好像不是，她的個性就是很願意幫人。」

(訪 20120807，行 474-476) 

SC1T3：「會(請同學幫忙翻譯)。直接說(請同學們幫忙)。(同學們)樂意。說:

謝謝(表達對他們的感謝)。」(書面回答 20120731，行 39) 

SC1T4：「直接跟他們說謝謝。」(訪 20120913，行 327) 

「我現在想想如果我總說謝謝的時候，是不是鼓勵這個學生應該要幫忙幫人

家。」(訪 20120913，行 330-331) 

四位老師都直接以口頭的方式謝謝幫忙翻譯的學生。第一位老師不會特別強

調，因為這可能使學生覺得欠了對方人情；第二位老師在學生願意的情況下才會

讓他幫忙；而第四位老師則是提到老師的謝謝聽在學生耳中，是不是鼓勵他去幫

忙別人。因此，老師們在使用同儕力量的同時都特別留心學生們的感受，避免使

受幫助者感到欠了人情，也避免使幫人者覺得被強迫了。 

SC1C3T1：「他肯會問，所以 DSH 給他相當友善的回應。那 SC1 不太會。」

(訪 20120729，行 206) 

「反倒是 DSH 給 SC1 那種無形的壓力，好像有。」(訪 20120729，行 208-209) 

「然後要看彼此的關係。」(訪 20120729，行 632) 

SC1T2：「看人，對，那有些人也不是那麼樂意教，對對對，所以我覺得是

看人。他如果個性很開朗，他很願意幫別人，他就不會覺得我浪費時間。」(訪

20120105，行 171-172) 

「還好我們全班都是獎學金生，因為如果有些人他是付錢來的，他如果又不

是西班牙語系的，可能就會有衝突，也許他覺得為什麼你們要用西班牙文這樣子

講。」(訪 20120105，行 331-334) 

「我覺得上那一班西班牙語是必須特殊，是因為他們裡面有人懂英文，而且

還很樂得去幫助他們，而且他們的感情又很好，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好，可以讓他

學得開心一點。其實我也教過一些班，有些學生他程度很好，他不願意幫的，他

甚至會鄙視那些程度不好的同學，甚至是講話都刺刺的。我覺得如果在那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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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那你就很難了。那種情形不會說你就用他的母語去教他，那種情形不會。」

(訪 20120807，行 386-391) 

「因為他(案例一的同學)說第一期老師會教一點點，他說老師我會說西班牙

語了，你看我也學了一點，他也很高興跟他同學，他學了一點西班牙文，他很高

興，他說老師你看我西班牙文比你好，我說對對。」(訪 20120807，行 530-532) 

SC1T4：「就像你說的，他們永遠不會讓你感受到，因為在別人面前他們總

是人很好。其實我知道 GBD 並不喜歡跟他們同伴，因為 GBD 私底下跟我講這

樣的話，我不太確定這些話到底有多少準確。因為我們的座位 J 總是坐在 SC1

旁邊，GBD 是最靠邊的。GBD 通常是 J 問他回答，不是，J 沒來，SC1 問的時

候他會說，但是很少主動說，SC1C1 偶爾會主動告訴他。」(訪 20120913，行

319-323) 

SC1C1：「我覺得他們不喜歡跟 SC1 因為他很麻煩。」(訪 20120816，行 119) 

要能夠發揮同儕力量，首先，需要幫助的學生自己要主動問同學，同學很少

會私下主動問人需不需要幫忙；再來，班上學生的同質性要高，比如全班都是獎

學金生，或大家都說西班牙語；最重要的是同學要願意幫人，而且不計較自己的

學習受到影響。 

SC1C1：「SC1T1 還有 SC1T2 老師還有 SC1T4 老師不會(不高興)，SC1T3 老

師會(不高興)，他們我的同學常常說你說 SC1，老師不懂我們應該幫 SC1，所以

現在不幫他，因為他…I don’t know he don’t 所以我們很麻煩，他不懂，不管所

以我們現在 the book he don’t under all is very 麻煩。」(訪 20120816，行 31-34) 

「老師 SC1T1 還有 SC1T2 老師還有 SC1T4 老師沒問題，SC1T3 老師常常

(angry)生氣。因為他聽不懂我們，所以他常常，他覺得我們 chatting or talking」 (訪

20120816，行 69-70) 

SC1C1 跟 SC1 一起上了一年的中文課，當了一年的同學，現在他不幫 SC1

因為他很麻煩。他表示當他幫 SC1，他的第三位老師會不高興，因為他不懂他們

在幫 SC1，以為他們在聊天，而其他的老師不會對此感到不高興。 

SC1C3T1：「這個情況(不清楚學生在聊天或互相幫助)不會發生。」(訪

20120729，行 612) 

SC1T2：「他就拿著他的手機，因為有時候他們講西班牙文，我真的聽不懂，

我也不敢制止，因為也許他在其他同學解釋給他聽，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他們在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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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的時候，過一陣子我會再確認，我就會故意問 SC1，他如果還是搞不清楚，

我就會叫他們再說一次，所以其實我也滿茫然的，因為我完全不懂西班牙文，我

又不敢制止他們說不要講西班牙文，因為我又要靠他們幫忙，可是有的時候他們

講得真的很瘋的時候，我不太確定他們在講什麼。」(訪 20120105，行 315-321) 

「他們用西班牙語講的時候，其實老實說，有的時候我還真不知道他們在說

什麼。可是說得更多的時候我講英文，好那再繼續下面，我不會讓那個時間拖到

太長。有的時候他們很可愛，他們開始打鬧其實你就看得出來。」(訪 20120807，

行 479-481) 

SC1T3：「(當不清楚同學們是在聊天還是在互相幫助時) 觀察。」(書面回答

20120731，行 41) 

SC1T4：「我說別聊天，他們說我幫他。」(訪 20120913，行 336) 

除了第一位老師，其他老師都有不知道學生在聊天還是在互相幫助的情形發

生，有時老師會詢問 SC1 經過同學的解釋是否了解，來確定他們不是在聊天；

有時老師會觀察他們，或是直接叫他們別聊天了。 

SC1T2：「因為其實也是因為我的弱點我不會西班牙文，如果我會西班牙文

我教起來就會更順一點。」(訪 20120105，行 62-63) 

「我覺得讓他們進到這樣的班，其實就是我們跟他的挑戰，要讓他學好真的

不容易。當然我也知道其他人他也完全不懂英文，可是他也會學的比他好一些，

但是那也只是好一些。你說要讓他真正學到就是他對英文很順的那些學生，我覺

得也還是挑戰。所以我覺得那個是一個一開始的立足點就不一樣。」(訪 20120105，

行 100-103) 

「我不確定，因為也是有兩派的說法，一派的說法就是說你根本就不要管他

的母語，就是用中文教中文，可是我常常想，如果今天要我學德文，他是全德文

教學，用德文教德文，而且我是零起點，我覺得那個困難滿大的，對老師跟對同

學來說，我覺得雙方的困難都很大。」(訪 20120105，行 77-81) 

「我覺得其實這個是一個很不容易的問題，就是會說華語的，不見得會教華

語，會說英文的不見得會用英文教華語，會說西班牙語的也不見得會用西班牙語

教華語。所以我覺得就算他的老師會說西班牙語，但是他能不能用西班牙語教華

語，然後教到他懂，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我覺得這個是很大的問題。」(訪

20120105，行 90-93) 

SC1 的第二位老師覺得自己本身不會西班牙語是他教學上的弱點，特別是對

零起點的學生使用全中文教學，老師和學生都感到相當困難。然而即使是一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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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西班牙語的人，也不見得能用西班牙語把華語教好。 

SC1T3：「班上有 10 個國籍語言都不同的學生，老師難道要會說這 10 個語

言嗎?」(書面回答 20120731，行 27)  

SC1C1：「常常中文，中文他不說英文。I need speak English, cause all don’t 

understand explain in 中文，我們啊，I don’t know, very angry.我們不回他，所以他

有 SC1 很麻煩，他不學，我覺得他影響其他同學。」(訪 20120816，行 115-117) 

SC1 的第三位老師表示，班上學生來自不同國家，老師怎麼可能會說這麼多

種不同的語言。他在上課時都使用華語而不使用其他的語言。 

SC1C3T1：「我沒有辦法讓課程延宕，因為中心也給我們壓力。」(訪 20120729，

行 170) 

「我沒有辦法因為他延宕我的教學進度。」(訪 20120729，行 184) 

「因為本來老師就是不應該說英文，其實有很多老師全都是中文在說，所以

就是不要比較好，然後那個時候我是為了貪快，因為班上幾乎都會，只有 LA 不

會，其他都非常的好。包括 LJC 也都好，一講他們就都懂了，用英文一翻譯就

懂了，所以那個時候就覺得說這兩個比較辛苦。」(訪 20120729，行 380-384) 

「我認為也可以做到。只是我坦白跟你講，只是我們老師的心態問題，一你

要照顧一個大班，第一我們貪快，貪方便，我們沒有辦法看到學生沮喪的表情，

會有這種感覺，所以我們就貪快，貪方便不敢面對學生沮喪的表情，希望儘量順

利，然後就是變化這樣，是我覺得。他們不懂英文，不懂西班牙文都沒有關係，

我覺得用中文是可以做到的。」(訪 20120729，行 414-418) 

SC1T2：「那我覺得你不是個人班，你不能滿足每一個同學，我只能大致上

在一個，我是說找到一個方法教，儘量讓大多數同學覺得還可以。」(訪 20120105，

行 357-359)  

「在第一期，第二期裡我覺得減少使用這個是對的，因為你就是要學華語，

減少是一定的。可是我覺得那是一個橋樑。」(訪 20120807，行 354-355) 

SC1T4：「我覺得這樣對那些學的快的學生有點不公平，他有他的學習節奏，

可是長期以來你不一定很用功，就是你要絆著我，把我上課的流程都變慢了，影

響他的學習進度，我覺得就不公平。這時候我覺得適度的用翻譯法是方便的，也

是佈置整個學習的情緒跟效率。」(訪 20120913，行 310-313) 

行政單位給第一位老師的課程進度壓力、老師的教學進度、老師本身貪快、

貪方便的心態、以及不敢面對學生沮喪的表情是 SC1 的第一位老師採取在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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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使用中文以外語言的原因。而 SC1 的第二位及第四位老師則是以班級經營角

度在課堂上使用中文以外的語言。SC1 的第二位老師覺得在初期使用中文以外的

語言，是用來建立溝通的橋樑。 

「研究者請 SC1 說說看 SC1C3T1 和 SC1T2 兩位老師的教學方式，SC1 覺得

SC1C3T1 老師教得太快，作業太多，雖然她會說西班牙文，但是說得不好。SC1：

「她的西班牙和我的中文一樣不很好」。SC1T2 老師教得比較慢，除了《視華》

的作業簿沒有其他的作業，而且她會用英文解釋過後，再由同班的同學翻譯給其

他人聽。SC1：「現在我比較懂」。但是 SC1C3T1 老師並沒有給這樣的翻譯理解

時間。」(觀&訪 20111220) 

老師能不能使用西班牙文對 SC1 的學習並沒有太大的影響，他可以透過其

他同學的翻譯來了解上課內容，只要給他足夠的翻譯理解時間，上課太快、作業

太多才是他覺得影響他學習的因素。 

三、「我(SC1Tu2)想像兩個人用電腦溝通很好笑。」  

當研究者接到華語中心分派的案例時，心中很忐忑不安，研究者對瓜地馬拉

這個國家一無所知，更不懂任何西班牙語。 

「研究者第一次和 SC1 見面，在 SC1 的朋友離開後，研究者和 SC1 一起寫

作業，研究者發現很多時候都是研究者在自說自話，他不了解研究者在說什麼，

寫作業的時候也是，他以為？在中文念做嗎，每當要寫？的時候，他都抬頭看研

究者說「嗎」，意思是要寫「嗎」嗎？這讓研究者啞口無言，試著向他解釋老半

天，他還是以為嗎是問號的意思，研究者無奈地隨他去了。寫完作業後，他很開

心地離開了。」(觀&訪 20110927) 

之後研究者和 SC1 見面時，兩人不約而同把電腦打開放在面前，連上 Google

開始打字。當 SC1 的第二任輔導員聽到研究者曾經輔導他時，他露出覺得好笑

的表情，他不知道華語中心為什麼派一個不會西班牙文的人輔導 SC1。 

SC1Tu2：「我想像兩個人用電腦溝通很好笑。如果一個需要輔導的學生當然

需要一個能用母語溝通的人。在這個例子中，必須要有一個會說西班牙文的人。」

(訪 20120625，行 10-12) 

為了能夠和 SC1 溝通，研究者還特地去上了一期的西班牙文課。上課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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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同學中，七位是喜歡西班牙文化，只有一位提到拉丁美洲的國際經濟地位，一

位喜歡拉丁美洲的音樂。想了解拉美文化的人還是少之又少。上了一期之後，研

究者還是無法使用西班牙語和 SC1 溝通，兩人又坐回電腦前面，這樣的方式研

究者也感到氣餒。畢竟翻譯軟體翻譯出來的成果不總是如人意，中文和西班牙文

的結構又相差甚多，研究者後來是輸入英文翻譯成西班牙文，兩者語言結構相似

度大於中文，但還是有翻不出來的時候，這時 SC1 和研究者很有默契的一致跳

過，轉換話題。 

SC1Tu2：「儘管我的西班牙文不錯(B2 以上至 C1)，但是和他的溝通還是有

問題，尤其是聽的部份，他可能很友善地說一堆，但沒注意到我沒跟上」。 

「我的西文是西班牙的西文，瓜地馬拉的西文一是腔調不同，二是詞彙不同。

他用的詞彙是瓜地馬拉才會使用的。」(訪 20120625，13-16) 

腔調、詞彚、語速這些都是研究者始料未及的，但這些困難不也是 SC1 學

習華語所遭遇到的問題嗎？研究者本來以為只要學會西班文牙文就能和他溝通，

卻沒有想到還有這些問題，能夠互相了解的路似乎是遙遙無期。 

「結束後他似乎有些話要告訴研究者，他呼喊他的朋友過來，但是他的朋友

不理他，那個朋友研究者也見過，他叫了幾次，朋友回了他幾句還是不願意過來

為研究者們翻譯，他露出尷尬的表情，嘴裡叨唸著什麼，似乎是要和研究者說不

好意思。」(觀&訪 20111018) 

因為研究者不會西班牙文，而 SC1 不會英文，平時我們的溝通依賴翻譯軟

體，但沒有翻譯軟體的時候就得依靠他的朋友，朋友不願意幫忙的時候，SC1 也

莫可奈何。 

四、「臺灣的食物不好吃，7-11 的食物還可以。」 

下雨是 SC1在臺灣不能適應的其中一項。臺灣的冬天對 SC1來說不算太冷，

可是濕冷的天氣卻讓他不太適應。 

「這天研究者看到他去 7-11 買東西回來，研究者問他，你覺得臺灣的食物

怎麼樣？他皺眉說『臺灣的食物不好吃，7-11 的食物還可以』。」(觀&訪 2011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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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曾在學生市集中嘗過瓜地馬拉的甜點，由地瓜、奶油、糖和綿花糖做

成，糊糊的口感的確和研究者習慣的有嚼勁，有彈性不一樣。SC1 可以在便利商

店買他喜歡的東西，大多數的時候都是買飲料，尤其是咖啡居多。去一般的小吃

店對 SC1 是有難度的挑戰。他的中文不夠好到能夠讀菜單，一般小吃店也沒有

英文的菜單，即便有，要是沒有人幫他翻譯，他也不懂。他的生活經驗受到侷限。 

SC1C2C3F1：「雖然他不會說中文，可是我覺得他對臺灣的文化很有興趣。」

(訪 20120808，行 458-459) 

「比方說夜市，他非常喜歡去夜市。」(訪 20120808，行 465) 

「可是我覺得是因為，如果他應該聯絡的話沒辦法。」(訪 20120808，行 478) 

「有的時候好麻煩。」(訪 20120808，行 496) 

「對啊，所以這個是為什麼他常常打電話給我，因為我可以翻譯，而且我可

以，怎麼說，而且我可以練習我的中文。」(訪 20120808，行 500-501) 

「 因為他的習慣是那個吃，不是水做的菜那個，或者是他喜歡那個有油的

菜。」(訪 20120808，行 510-511) 

「因為有的時候我們覺得，啊，我們可能安慰他。」(訪 20120808，行 523) 

「因為他想他的房子，他想他的家。」(訪 20120808，行 527) 

「因為他的習慣，看起來是有錢人的習慣，可是我覺得他真的是孩子，因為

他還不知道誰是他的朋友，誰不是他的朋友」(訪 20120808，行 565-566) 

SC1C2C3F1 和 SC1 都是來自瓜地馬拉的學生，他們也是朋友，SC1C2C3F1

雖然有時候會覺得替 SC1 翻譯有些麻煩，但他可以藉此多練習中文，有時候，

為了安慰 SC1 想家的情緒，他們也會陪他吃他想吃的菜，而 SC1 習慣為朋友吃

飯付錢。 

「研究者和 SC1 接觸的過程中，發覺他的生活其實很千篇一律，上課然後

回家，沒有什麼課外活動，也沒有什麼臺灣的朋友，和外界的接觸很少。起初，

他常常邀請研究者到他家作客，久了就不會了。他也常常顯示對外界事物的好奇，

但研究者本身也有課業等事務，無法帶著他去玩。這一次放春假，他和他的朋友

在墾丁騎機車感到很快樂，見面時笑容滿面。」(觀&訪 2011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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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3：「我不知道。(SC1 自己在家)睡覺休息看電視。」(觀&訪 20120814，

行 301) 

「沒有人理，還有別的朋友。我們晚上，跟我們說話。白天沒有人，都在家

裡。跟別的朋友說話。」(觀&訪 20120814，行 303-304) 

SC1Tu2：「SC1 剛開始會主動聯絡輔導功課，後來發現不用輔導功課也可以

約出來。」 

「我覺得他其實不是真的想要學中文，他剛開始的主動是為了交朋友」 

「我跟他約好是一周一次，偶爾出去可以，但沒有好到需要那麼常見面。如

果有第三者可以幫忙語言溝通，我就比較願意和他出去。」 

「SC1 把我當成除了學中文之外，生活上的支持，他沒有什麼朋友，在瓜地

馬拉的學生裡面，他的人緣不是特別好」(現場筆記 20120625，行 4-9) 

SC1 的第二位輔導員是 SC1 在臺灣少數能夠使用西班牙文的溝通對象。SC1

在臺灣除了從同一個國家來的朋友，並沒有在臺灣當地的朋友，他的生活圈很小。

沒有人帶著他去體驗本地人的生活，拓展生活經驗。SC1 把 SC1Tu2 當成生活上

的支持，常常和他相約，但是學中文並不是 SC1 和他的輔導員見面主要的目的。 

五、「臺灣人怕我」 

SC1 的外貌黑髪褐膚，長相看起來很憨厚，頭上常戴著棒球帽，體型壯碩，

個性有一點害差。他在臺灣沒有和他的老師、輔導員以外的臺灣人長時間相處的

經驗。在他的國家，交朋友對他是很容易的事，但是交到臺灣的朋友對他卻很困

難。 

「研究者問他，你有很多臺灣的朋友嗎? 他說：『臺灣人怕我』，並用手指了

指皮膚，表示因為皮膚顏色不同所以臺灣人不喜歡跟他做朋友。」(觀&訪 

20111103) 

「於是研究者鼓勵他要多說，但他說自己很害羞，而且沒有人要和他說話，

他比了比皮膚，他覺得因為他是拉丁美洲人『latino』。」(觀&訪 20111117) 

SC1T4：「他說臺灣人不喜歡外國人，不喜歡拉丁美洲，他認為是國籍偏見，

他認為臺灣人喜歡美國人，喜歡歐洲人，但是不喜歡他們拉丁美洲人。我說為什

麼？不知道，他們不喜歡我們。我後來告訴他們說你們要常常笑，你們笑起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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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可愛。我知道中文很難，所以你要常常想，你常常想的時候你的臉很圓，所以

臺灣人可能想你生氣了，所以不太和你說話。」(訪 20120807，行 409-413) 

SC1 覺得因為皮膚顏色不同，因為他是拉丁美洲人，所以臺灣人不跟他做朋

友，也沒有人要跟他說話。學習語言必須多講、多練習，可是在日常生活中，他

找不到可以說中文的人。 

SC1C2C3F1：「我覺得應該是因為他們是懶惰的學生，他們不要，因為我有

我的我交的朋友，他們來臺灣，因為他們的工作，不是因為他們要學中文，所以

他們現在收到獎學金，一年以後他們要回國，所以我覺得對他們來說學中文不是

那麼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是他們的工作，所以我覺得這種朋友不要挑那個

語言交換的朋友，我覺得他們不要找。」(訪 20120801，行 139-143) 

SC1C2C3F1是三名案例的共同朋友，對於SC1抱怨交不到朋友他覺得是SC1

自己的問題，SC1 一年過後就要回國，能不能交到朋友練習說中文並不是很重要

的事，並不是臺灣人不要和他們做朋友。 

SC1T2：「我覺得他的學習困難就是他很少跟會說華語的人練習，我覺得這

是他最大的問題。他們有一團人總是在一起，他們的親友團總是說西班牙語。我

覺得那個其實對他的影響是阻礙。」(訪 20120807，行 32-34) 

「可是我覺得他們自己本國人的吸引力更大，所以他們自己在一起他覺得比

較輕鬆愉快。我覺得 SC1 他也並沒有要去念書的動機在這裡，他純粹就是我只

要碰過去拿到獎學金就好了。那個怎麼說呢？就是學校一開始在接受這樣獎學金

生的時候其實就應該考慮清楚，他會遇到這樣的困難，對。」(訪 20120807，行

38-41) 

「我覺得因為都跟西班牙語系的那些朋友在一起，我覺得除了在課堂上，其

他時間我真的很懷疑他有什麼時候是跟人家對話是用中文的。」(訪 20120807，

行 59-60) 

SC1T3：「少與臺灣人接觸，心理上對文化環境適應不良。」(書面回答

20120731，行 7) 

SC1Tu2：「他沒有想那麼多，每個星期能喝啤酒就夠了。」 

「他實際上適應不良，但他本身沒有感覺到適應不良。」 (現場筆記 20120625，

行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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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不到朋友，常跟西班牙語系的朋友在一起，這是因果相連的無解問題，可

是這對 SC1 學習華語是不利的影響，雖然他可以得到精神及生活上的支持，卻

無助於增進他的語言能力與對文化環境的適應，而 SC1 本身並沒有察覺到這一

點。 

六、「你是一個有錢的人嗎?」 

SC1 在臺灣學習華語的期間，除了每個月臺灣政府頒發的臺幣兩萬五千元獎

學金，在瓜地馬拉的家人每個月也會提供他一筆生活費。 

SC2：“Yeah, they send about 1000 dollars every month. ’’  (觀&訪20120725，

行 159) 

“No, U.S. dollars. Because they can’t find kind of things happened, and that 

because is many of these people work in the government. It’s not fair, so that can be 

some by doing some they want to study, being sick about to leave, and don’t worry 

about offending anybody, it’s the rule. ’’  (觀&訪 20120725，行 161-164) 

在瓜地馬拉的家人不曉得 SC1 在臺灣的生活，每個月寄給他美金一千元的

生活費，使他在臺灣的生活不虞匱乏，即便領不到臺灣政府的獎學金也不會使他

的生活陷入困境，這是因為他和他的家人都在瓜地馬拉的政府單位工作。 

SC3：「比方說，我一個人幫我，他幫很多人。如果那個人需要錢，他會幫

他，他會給他錢。」(觀&訪 20120711，行 9-10) 

「還有如果沒有錢，他請你去吃飯，還有如果你沒有工作，他會跟家人說他

有一個朋友沒有工作。」(觀&訪 20120711，行 12-13) 

「因為我剛剛來臺灣的時候我不帶錢，他借給我錢，因為我在瓜地馬拉的時

候不知道臺灣是一個國家，我在臺灣的時候沒有辦法做什麼，可是他幫我，有別

的朋友幫我，所以那個我覺得很好。」(觀&訪 20120711，行 15-17) 

SC3 剛來到臺灣的時候受到 SC1 的幫助，SC1 給你錢，能夠幫你找工作，

他是一個很大方的朋友。 

SC3：「她工作在華語中心，她常常問 SC1 你是不是一個有錢的人? 」(觀&

訪 20120711，行 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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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3：「因為我覺得在臺灣很多人喜歡他，可是他不會說英文、中文，不會

交臺灣的女朋友。(觀&訪 20120711，行 61-62) 

「所以別的女生問別的朋友，問 SC1 他每天吃什麼?他在念那個大學，很多

的問題，可是那時候我不和他一起坐公車，可是跟 SC3C1，我覺得，別的同學

坐公車裡面的時候，他跟一個臺灣女生問地圖，然後那個女生因為他，那時候，

那個臺灣的女生他問 SC1 打電話地圖給別的人，然後明天那個女生打電話給 SC1，

可是 SC1 不會說中文，那個女生我覺得會說一點中文，說一點英文。SC1 給我

她的手機，他跟我說話，所以我覺得有一個女生喜歡 SC1。」(觀&訪 20120711，

行 67-73) 

「所以我覺得，有很多臺灣的朋友喜歡 SC1，他們問我們的朋友 SC1 是一

個有錢的人，還是他的工作是什麼，他有公司還是什麼的，所以我們想臺灣的女

生喜歡男生有錢。」(觀&訪 20120711，行 91-93) 

華語中心打掃的阿姨和 SC1 老師都曾經問過研究者，SC1 身上穿戴的飾品是

真的嗎？對於這點，研究者不置可否，唯一可以知道的是 SC1 的穿戴不僅引起

華語中心內的人的注意，也引起了其他臺灣人的注意。 

貮、案例一學習動機的故事 

一、「因為中文很有意思。」 

第一次和 SC1 見面時，他的臉上顯得相當焦慮和擔心，研究者能夠感受到

他心中的急迫，因此答應每周輔導兩次，每次兩小時。每次見面，兩個人埋首在

他的功課中，在時間限制下，經常是研究者寫，SC1 抄。研究者看他學華語學得

這麼辛苦，好奇地問他為什麼要學華語，他回答：「因為中文很有意思。」但他

表現出來的態度實在不像覺得中文很有意思。 

2011 年 10 月 20 日這天，他沒有在約定的時間出現，一直過了 50 分鐘，他

才請他的朋友打電話來，表示他今天不舒服不來了。研究者以為只是這一次而已，

後來這樣的情形愈來愈普遍，研究者才發現，只要沒有考試，沒有功課，他不需

要幫忙，就不會在約定的時間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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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1T2：「如果我跟班上說好，明天這個一模一樣的考一次，明天就是這個

一模一樣，我覺得他們的興趣就很大，他們的動機就很長，他們常常會問這個考

試考不考，如果他聽到不考，他覺得就會鬆懈。」(訪 20130729，行 53-55) 

考試可以刺激學生的學習動機。老師考一樣的題目讓學生知道答案，在考試

取得高分，滿足學生的成就感；反之，不考試時 SC1 喪失了學習的動機，也就

不會主動去學習。 

「這天寫完功課，他很興奮地拿出手機，出示其中幾張照片給研究者看，研

究者看到了之後馬上心想，這不會是期中考考卷吧!研究者指了指照片問他，你

拍的嗎? 他忙搖搖手表示不是，是其他人拍的傳給他。他用電腦翻譯表示，沒有

80 分他拿不到獎學金，還會被送回瓜地馬拉。研究者知道這對他是很嚴重的事，

但研究者也不想因此告訴他答案協助他作弊，於是研究者叫他寄給研究者，之後

研究者仿照題型設計複習的練習。」(觀&訪 20111013) 

起初，研究者並不能確定這是不是期中考的考卷，後來從事此研究和 SC1

的第一位老師接觸才向他詢問此事，這才確定 SC1 為了在考試拿到 80 分以上，

順利得到獎學金，避免被送回國而做出了偷拍考卷的行為。 

SC1C3T1：「因為我不曉得他們會拍，其實我的出發點是希望他們，因為他

們成績都不好，讓他們看一圈讓他們知道大概是什麼類型。」(訪 20120729， 行

330-332) 

「他們拍下來我覺得好恐怖。」 (訪 20120729， 行 334) 

後來研究者和他該期老師在訪談中確定，照片的確是被偷拍的期中考卷，該

名老師起初覺得不可能，後來看了照片才相信，心情似乎受到了打擊，他在給研

究者的信中提到， 

「那真令人傷心又害怕..我好像太單純了，我真的給他們『晃一下看個 30

秒』沒想到有人這麼做，以後我會改變做法的，人只要問心無愧就好了……。」 

儘管 SC1 事先知道了題目，但是他並沒有得到 80 分以上，他又拿了另一份

一模一樣的補考考卷來，這一次，研究者和他一起填上答案，完成這份考卷。 

SC1C3T1：「我們真的怕他不會，幫他準備好好的，可是他沒有放在心上。」 

(訪 20120729，行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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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不知道應該說什麼。我的西班牙文很爛，我去死背，老師都已經給

我看題目了，我居然還這樣，我就覺得更納悶。」(訪 20120729，行 591-592) 

SC1 的第一位老師對於 SC1 已經看過題目卻還是考不好，覺得他沒有把老

師的用心放在心上，也不能了解 SC1 看了題目為什麼還是考不好。 

SC1Tu2：「他習慣用小聰明，因為他覺得他不需要藉由努力獲得任何東西。」

(訪 20120625，行 19-20) 

聽到這件事，SC1 的第二位輔導員倒是一點兒也不感到吃驚，他覺得 SC1

習慣用小聰明，而不是藉由努力獲得想要的東西。SC1 無論是在出示題目給研究

者看時，或是之後和研究者一起練習題目時，沒有表現出任何不安或覺得不妥，

他還是一如往常地笑著，一再地提醒研究者考試沒有達到 80 分，他拿不到獎學

金會被送回去瓜地馬拉。 

SC1T2：「考試緊張其實就是獎學金嘛!我覺得他們其實就是在乎這獎學金，

他其實並不是真的在乎他的中文是不是真的。」 (訪 20120105，行 281-283) 

「就是他的那個動機還是不夠強烈，就覺得我只要過關就好，過關就好，就

一直會有那種，我不是真的想好好地學啦，我只是要過關就好。」(訪 20120807，

行 15-16) 

「我覺得他只在乎拿得到拿不到獎學金，其實可能並沒有真正想要把中文學

好。」(訪 20120807，行 15-16) 

「他其實也對能不能有獎學金還蠻在乎。他的在乎只是覺得沒有，為什麼沒

有。但是他並不會加強他的學習動機，我應該用功才會有。」(訪 20120807，行

21-23) 

「因為他不在乎能不能升級，有時候我覺得我比他還急，拜託求求你唸一下

好不好。對，如果你不唸，我那個分數是沒辦法給的。那如果他這學期再留級，

我不知道下一個班級，如果班上沒有一個西班牙語系的，他怎麼辦？」 (訪

20120105，行 387-390) 

考試是 SC1 得到獎學金的途徑，他的第二位老師表示沒辦法對他的分數放

水。SC1 的第二位老師覺得，SC1 很在乎他是否能得到獎學金，但他的學習動機

並沒有因此而增強。他沒有想要好好地把中文學好，而只是想著過關就好，他不

在乎能不能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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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1T2：「像我考試我不喜歡出選擇題，一看那一桌人，一看就知道，我就

覺得我不太喜歡。他們甚至聰明到，我如果說一樣的題目，他拿起手機就拍。我

說那個拍起來挺好看，老師放大給你看，這麼大好清楚那個字，我說我會換題目，

我出去會換的。」(訪 20120807，行 493-496) 

「我說你不要拍啊，那個字那麼小你看得到嗎，他說看得到，你看看。我說

我題目會換的。」(訪 20120807，行 501-502) 

「是啊，所以我就儘量不考選擇題。」(訪 20120807，行 504) 

「我當初來就很警覺了，考試我說沒用東西全都放到旁邊，手機也通通不准，

我知道你會照下來。」(訪 20120807，行 507-508) 

「他們考試還是一樣，我說不準說西班牙語，要不然你們講什麼，我根本不

知道你們講什麼。說不定我在告訴你第一題要寫什麼，第二題要寫什麼。」(訪

20120807，行 511-512) 

「我發覺你讓他放書，放手機在桌上，有時候他會不經意看一下，翻一下。」

(訪 20120807，行 515-516) 

老師經由改變題目和題型，加強考試規範等，軟性勸導學生的犯規行為，SC1

和一些他的同學們知道不能在考試時做的事，但卻依舊逮到機會明知故犯，那一

條稱為作弊的道德界線，似乎在他們心中存在著不同的尺度，沒有及早察覺並做

好心理準備的教師可能會像他的第一位老師 SC1C3T1 在心情上受到打擊。 

SC3：「我總是告訴你說他不喜歡，他喜歡休息、去旅行。」(觀&訪 20120613，

行 160) 

「我不喜歡他不要念書，他喜歡去玩兒，可是他有工作。」(觀&訪 20120711，

行 32) 

「SC1，每個期中考還是期末考考得不好。我不知道辦公室的人，他們應該

怎麼說減他的獎學金。」(觀&訪 20120814，行 83-84) 

SC1C2C3F1：「雖然他不會說中文，可是我覺得他對臺灣的文化很有興趣。」

(訪 20120801，行 458-459) 

SC2：“Your last tutoring person (SC1)is typical example person from Latin 

American.’’ (觀&訪 20120412，行 172) 

“Because he uses of the I know someone situation. ’’ (觀&訪20120412，行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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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something just to have fun. But because it’s free just because they can go 

back and say oh I lived there. Do you know Chinese? I know Chinese. ’’ (觀&訪

20120412，行 203-204) 

因為在瓜地馬拉的政府單位工作，認識重要的人物，加上 SC1 對不同的文

化感到有興趣，他覺得中文很有意思，只是讓他能夠到臺灣來的途徑，能夠到處

去旅行，回國後能夠向別人說起自己住過臺灣、知道怎麼說中文，比起練習中文

讓他更有興趣。 

二、西班牙諺語「Espanol es Espanol, Chino es Chino」 

華語是世界上公認最難學的四大語言之一，在許多語言中存在表達學習華語

很困難的諺語。 

「研究者用電腦問他，你的中文為什麼學不好？他用電腦問研究者，你學西

班牙文多久？研究者想了想不太懂又問了他一次，他又用電腦翻譯了一次，研究

者猜想，他的意思大概是說，你的西班牙文也不好，你要花多久時間把西班牙文

學好？我才學中文沒有多久，你就來說我的中文不好。他說西班牙文有一句話，

『Espanol es Espanol, Chino es Chino』意思就是中文很難。」(觀&訪 20111124) 

SC1C3T1：「在他們的國家有一句話諺語就是說，不可能的任務那種諺語就

對了。」(訪 20120729，行 112-113)  

「SC1 說過的話，表示我們用太多英文了，所以他認為理所當然就是藉口，

就是我剛才說的，他覺得我不會英文就是我不會中文。」(訪 20120729，行 458-459) 

SC1C1：「我覺得他不喜歡，我覺得他不喜歡學中文，因為他覺得中文很難，

所以他常常說我聽不懂英文，我聽不懂中文，我聽不懂…。」(訪 20120816，行

25-26) 

中文在 SC1 心裡是很難的語言，有了這樣的印象，要克服就不太容易，特

別是在學習時，還有他覺得對他造成不利的因素。SC1 覺得我不會英文就是我不

會中文，這點在前面的討論中，他的四位老師都不同意。他的第一位老師覺得這

是他的藉口，這是他從心裡為自己的表現找到理由，並為他的學習設下我一定學

不好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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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1C3T1：「他總覺得他已經變成了墊底的了，怎麼樣也追不過其他很優秀

的人。所以自然而然好像就越落後就越多。所以這也是一個動機就是他覺得他一

直落後一直追不上人家，然後一直都沒有比較有突出的表現。…我給他鼓勵，那

次他就比較開心，大部分沒有比較突出的表現，所以他自己就會覺得有一點沮喪

可以感覺到。」(訪 20120729，行 124-125) 

「還有整個西班牙文和中文的對比，對他來說產生相當大的對比，所以他覺

得很痛苦，很困難。」(訪 20120729，行 66-67) 

從一開始對中文有著極難的印象，還有中文和西班牙文是兩種在語言結構上

差異很大的語言，讓他覺得十分困難，SC1 在學習上的表現不如其他的同學，再

加上覺得自己不會英文，和其他同學相比處於比較不利的學習處境，SC1 感到相

當沮喪。 

SC3：「因為他告訴我不會學中文，因為他不會說，因為很多字沒有意思，

他不會說。」(觀&訪 20120711，行 36-37) 

「他的發音有問題。」(觀&訪 20120613，行 39) 

「因為這個西班牙文，說西班牙文有的時候說的不好，這個(舌頭)有問題。」

(觀&訪 20120613，行 45) 

「因為 j, q, x 我覺得他說的一樣，所以他不好。」(觀&訪 20120613，行 49) 

「可是他喜歡練習，可是沒有辦法。」(觀&訪 20120613，行 51)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常常告訴他應該練習練習，可是我覺得是為什麼，

他知道我不會說中文，所以我不要一直學中文。」(觀&訪 20120613，行 55-56) 

「我覺得他練三個月，他練習，可是然後不要練習。」(觀&訪 20120613，

行 58) 

SC3 作身為他的室友和第一期的同學，又同是從瓜地馬拉來的，他常常勸告

SC1 要多練習中文。在剛學中文的前三個月，SC1 為了中文的發音苦惱，他覺得

是自己舌頭的問題，才會發不出 j、q、x 的音，漸漸地，他覺得自己說得不好，

之後就不想再練習說中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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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不想來，我的政府叫我來。」 

SC1 在臺灣學習華語的一年期間，學習華語的態度和成果始終不好，他的四

位老師們覺得 SC1 沒有表現出積極強烈的學習動機。 

SC1C3T1：「可能跟他的個性也有關係，我覺得跟個性有關係，他應該想要

學，可是他真的心有餘而力不足，我的感覺是這樣。」(訪 20120729，行 39-40) 

「就是可能他們家庭比較優渥，所以他並沒有很強烈的我非學習中文不可，

中文會改變我不可。」(訪 20120729，行 106-107) 

「就是要有權有勢才能到亞洲來讀書，才能夠到什麼單位，這是肯定的，所

以我想是他們家裡的狀況很好。所以是不是他覺得反正我已經有了這鐵飯碗了，

我說普通的中文就好了。」(訪 20120729，行 238-240) 

SC1 的第一位老師認為 SC1 本身的個性就不積極，而且家庭環境優渥，有

權有勢，能不能把中文學好並不會影響他既有的工作，是他沒有強烈動機把中文

學好的因素。 

SC1T2：「當然對 SC1 來說，他不需要在這裡念大學，所以他就覺得那些都

沒有用，但是如果對要在這裡念大學的，就是他以後中文還要繼續，我覺得有一

些語法，或是有一些東西，還是滿基礎，生詞還是要會的。所以我覺得來三個月

的人的心態，或是來這邊一年就回去的心態，跟要在這裡五年心態不太一樣。」

(訪 20120105，行 259-263) 

他的第二位老師提出因為 SC1 不在臺灣念大學，在心態上沒有建立把中文

學好，以適應在臺灣長遠發展的必要性。 

SC1T3：「少與臺灣人接觸，心理上對文化環境適應不良。」(書面回答

20120731，行 7)  

他的第三位老師覺得他少與臺灣人接觸，對文化環境適應不良，缺乏向外發

展並建立人際關係以獲得情感支持的誘因，所以不會想主動學習。 

SC1T4：「我覺得他們來這裡以後他們沒有覺悟，為什麼造成他們的學習態

度如此的不積極，我覺得是沒有覺悟。因為他沒有想到他現在臺灣要入境隨俗，

他只想到我還要用我以前的方式。」(訪 20120913，行 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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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位老師則是認為和他過往的學習經驗有關，和 SC1 習慣的學習方式

相比，臺灣的學習方式要求學生要積極，而他卻沒有照著臺灣的學習方式表現積

極的態度，所以讓老師覺得他沒有調適自己的學習心態。 

SC1C1：「我覺得他 I don’t know how to help him because in the two term I try a 

lot he is very difficult person, he angry when all other they 我們 he is not ,so I think 

he is not to help him, he one person他常常問問問，I think he miss his family, he need 

所以 because not he I think he miss people from his family, he learn more.」 (訪

20120816，行 36-39) 

 “I think because he I don’t like come here but now he is obligation to learn 

Chinese, I think he really don’t like to learn, I don’t know. ＂(訪 20120816，行 44-45) 

「對。我城市他不在城市，所以瓜地馬拉人很多不一樣的人，所以我覺得他

的城市他很…all people he come is more big or lot so he in I think in his , his family 

he is very different because SC1is the , he family is the little boy, the only son so … I 

think he never 旅行 so I think he don’t his personality don’t understand what time to 

think how to … is more 不客氣的人。」(訪 20120816，行 54-58) 

和SC1來自同一個國家並做了一年同學的SC1C1說SC1來這裡不是自願的，

是他政府給他的義務，加上他是家中的小兒子，他沒有出國旅行的經驗，也沒有

獨自生活過，他很想他的家人，因此他提不起學習中文的興趣。 

SC1C2C3F1：「他來臺灣因為他的工作叫他，你應該去念中文。」(訪 20120801，

行 420) 

「他不想(來臺灣)。」(訪 20120801，行 443) 

「因為他的老闆叫他來。」(訪 20120801，行 445) 

「我真的不知道，我覺得是因為他要收到獎學金，而且他回國那個，這個月

差不多 27 號他要回國，他回國以後他要收到那個一年的。」(訪 20120801，行

447-448) 

「不是獎學金，是那個薪水，所以是很好的事情了。」(訪 20120801，行 450) 

SC1C2C3F1 是三名案例共同的朋友，他覺得 SC1 來臺灣的狀況比較特別。

他的家人在政府單位工作，也給了他一份很好的工作，使他得到來臺灣的機會。

除了獎學金之外，他還可以領到原來工作一年份的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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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1C2C3F1：「比較特別，因為他的爸爸有政府的工作，他的叔叔也有政府

的工作，所以他的爸爸給他政府的工作，所以如果他沒念，他不要念中文，沒問

題啊。那是那個我們政府說，你的爸爸是非常重要的人，所以你可以去臺灣念一

年中文就回來，如果你沒，如果你什麼東西都忘了，沒問題啊。」(訪 20120801，

行 436-439) 

研究者：「可是他的中文學得不好，他回去他的老闆不會罵他嗎？為什麼？」 

SC1C2C3F1：「因為那個海關我們的政府是非常非常好，他們有非常好的關

係。」(訪 20120801，行 424) 

不論 SC1 中文的學習成效如何，他都不會受到工作單位的責難，因為 SC1

能拿到這份工作本身就代表了他在政府單位有很好的關係。 

「這是他第一次在輔導過程中請求暫停，用 Skype 和家人說話。他還為他的

家人畫了畫，畫得很像真人，他告訴研究者，他很想他的家人。研究者問他，你

為什麼要學中文？他改變以往總是說「學中文很有意思」，他說，「我不想來，我

的政府叫我來。」研究者問他，可以說我不要來嗎？他說他說了，還是要來。研

究者問他，不來可以嗎? 他沒說什麼，臉色凝重。」(觀&訪 20111122) 

SC1Tu2 在態度上同情 SC1，因為他不是自願來的。(現場筆記 20120625，行

15) 

SC1Tu2：「會有這麼多學習態度和程度低落的學生，還可以繼續領獎學金，

臺灣人(政府和老師)必須負最大的責任。」(現場筆記 20120625，行 17-18) 

SC1Tu2 將責任歸於政府和老師。他認為 SC1 表達了不願意來的想法，卻還

是被強迫來，這是政府沒有從源頭做好控管；來臺灣以後，SC1 學習的成績和態

度都很勉強，老師卻還是給他分數，讓他可以領獎學金，繼續待在臺灣，是老師

沒有做好把關的工作。 

參、案例一學習風格的故事 

一、「他(SC1)的心沒有進來」 

SC1 不容易全神貫注在學習相關的內容上，不論在課堂上，或是和研究者在

一起寫作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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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常常幫他把字寫得很大，但上一行才出現過的字，到了下一行又出

現，他好像又不認得了，當他寫錯會表示錯了，敲敲頭，唸個幾句，好像在說哎

呀，怎麼又忘了，但不會不好意思。」(觀&訪 20111110) 

SC1C3T1：「好像他的眼睛在看書，然後耳朵在聽老師，可是他的心沒有感

覺。我不會講這個。可是就覺得說他的心沒有進來。」(訪 20120729，行 128-129) 

SC1T2：「有的時候會不太專心，大部分的時候還好。」(訪 20120807，行

6) 

「他上課喜歡拿他的手機。」(訪 20120105，行 222) 

「他比較容易不專心。」(訪 20120105，行 224) 

「有時候我覺得他很容易分心。」(訪 20120105，行 229) 

SC1C1：「他不 pay attention。他常常用他的手機，還有寫看看。」 (訪 20120816，

行 121) 

SC1T4：「我發現他就是懂，可是他們班的學習情況就是懂，然後第二天都

是全新的。我覺得他們很像一部電影，有一個女生出了車禍以後，她永遠只記得

今天早上的事，今天發生的事睡一覺以後完全不記得了，他們就是這樣的情況。」

(訪 20120913，行 23-26) 

上課態度不能專心，容易分心，喜歡在課堂上使用手機，對於前一次才學過

的內容完全記不住。這些情形從第一期就開始，一直持續到最後一期也是。 

「他經常停下來削鉛筆，他有一支研究者沒看過的鉛筆，有時寫一寫會不尖或

是斷掉，他就會拿出小刀來削，有時削一削又斷掉，可以花上好久的時間。研究

者就在一旁等著，研究者的任務在這兩小時內陪他練習華語，如果他不把握時間，

對研究者是沒有任何影響的。有時他停下來指指窗外的景色，很有興致地開始教

研究者雨怎麼說，雲怎麼說，研究者不排斥，如果這可以讓他在學習之餘有些放

鬆的時間，但時間一長心裡不禁覺得他不會善用時間。」(觀&訪 20111006) 

SC1T2：「我覺得針對他就是很直接啊，他一不專心，一跑走了，就要，馬

上就要到他旁邊去啊，問他，就是半開玩笑的這樣把他拉回來。」(訪 20120105，

行 315-321) 

SC1 在輔導時不專心，研究者不會特別去提醒他，因為這不是正規的課程，

但是在課堂上，他的老師會馬上到他旁邊去，以輕鬆的方式把他拉回課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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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他(SC1)就是那個心沒有打開」 

大部分的學生遇到問題會向同學或是老師請教，但是 SC1 卻沒有這麼做。 

SC1C3T1：「我感覺他就是那個心沒有打開，就是不像 SC3 如果聽不懂會問

其他學生，同樣是這裡的學生，老師剛才說什麼，可是他連問都不想去問其他的

同學，就它的那個所謂的國家的同學也不太張口問，就好像是比較封閉在瓜地馬

拉的世界。」(訪 20120729，行 31-34)  

 SC1C3T1：「就在說 SC1 他是一個自我封閉的人。SC1 他連問都不問，他

就問他旁邊的人。」(訪 20120729，行 190-191) 

「我可以感覺到他自我封閉，我有觀察到。」(訪 20120729，行 194-195) 

「因為 SC1 不能說太差，SC3 也很差，可是 SC3 願意開放心胸問，所以

DSH 很樂意說，可是 SC1 就有點開放心胸都不要。所以 DSH 就不太想理他。」

(訪 20120729，行 664-669) 

「因為他不懂英文，所以我們幫他。可是他很少，現在他不問我。」(訪

20120816，行 21) 

SC1T4：「他就是問西班牙人，他任何人都可以，特別是 J 跟 GBD 他們兩

個人。」(訪 20120913，行 148) 

SC1 的第一位老師認為 SC1 封閉在自己的世界中不向其他同學請教。當學

生主動向同學請教時，通常可以獲得良好的回應，但 SC1 很少主動去問。但是

到了最後一期，SC1 改變了，會去向說西班牙文的人請教。 

三、「他(SC1)就是笑笑就過去。」 

每天 SC1 人出現在課堂上，開心地和同學、老師聊天、開玩笑，可是一打

開課本，就完全不一樣了。 

SC1T4：「我發現他就是懂，可是他們班的學習情況就是懂，然後第二天都

是全新的。我覺得他們很像一部電影，有一個女生出了車禍以後，她永遠只記得

今天早上的事，今天發生的事睡一覺以後完全不記得了，他們就是這樣的情況。 

我後來發現他們有一個問題只是懂了，然後就讓它劃過去，所以我那時候要

求他們你們懂了，好，寫，我讓他們馬上寫。有的學生寫英文，有的學生寫西班

牙文，我都無所謂了，然後他們就寫。寫了以後，我說回去要念，都回答我好。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5 

可是第二天都沒有念。後來我很仔細去觀察，甚至是有一點小跟蹤，我發現他們

回家根本沒有把書帶回去。」 (訪 20120913，行 23-31) 

「那時候我真的是很難過，我這麼願意幫你們，可是你們都放棄自己，回去

都不讀書。還有他們是那種寫功課，有一兩個態度改善了，他們真的開始在學，

學的很慢。我覺得少，總比沒有好。那他們開始學，我給他們的功課就改變了，

那個學期應該是他們最後一個學期，所以我只要求認字，不要求寫字。那我認字

的部分，其中有一部分是篇章，就是重組。我發現學生呢，我就只要他看很多個

句子，我順序打亂，讓他們重組，所以他們只要寫 ABC 就可以了，有一個寫了，

其他人就到 9 點休息的時候跑到閱覽室去抄。」 (訪 20120913，行 33-42) 

「對，其中 SC1 就是這樣的人，就是抄的。東西放在學校，他甚至是包包

回去然後原封不動，第二天早上再過來。」 (訪 20120913，行 44-45) 

「我覺得如果學生自己真的有心，他都會找到一個出路，怎麼樣想辦法讓自

己不要忘的那麼快。那 SC1 他就是笑笑就過去。」(訪 20120913，行 244-245) 

SC1 學習中文就像古人說的「好讀書，不求甚解」，懂了就讓它過去，老師

問的時候就說好，課本和作業就放在學校的櫃子裡，功課等到第二天再來抄同學

的， SC1 沒有想辦法記住上課學過的東西，而是笑笑地敷衍過去。 

四、「我(SC1T2)不覺得他(SC1)用功。」 

老師可以用考試或是作業評斷學生用不用功，但是這兩樣 SC1 都是不及格

的。 

SC1C3T1：「每次上課的作業，為什麼 SC3 就可以完成，然後 SC1 就沒有

辦法完成呢？就是連基本的作業 SC1 就沒有辦法完成，交不出來。」(訪 20120729，

行 72-74) 

SC1C3T1：「因為每次一上課我可以感覺到舊的東西，就算是兩次以前上課

的課，他都沒有複習，好像都忘記了。」(訪 20120729，行 75-79) 

SC1C3T1：「SC1 我印象當中都沒有超過 50、60 分左右。」(訪 20120729，

行 84-85) 

SC1T2：「用東方人的標準他是不用功的。我不知道用瓜地馬拉的標準。」(訪

20120105，行 374) 

SC1T3：「SC1 基礎不好又不用功。」(書面回答 20120731，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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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1T4：「可能是因為他不懂得英文，而我們的課本都用英文以至於說他不

懂意思。那時候花了不少時間想要幫他，可是後來我發現他的學習態度，以我的

觀察大部分學生做標準的話，他是很不及格的。因為你看一個學生已經來了 9

個月了連一本字典都沒有，手機也沒有當作那個字典，都沒有。那我就很難接受，

如果你真的想學一個語言，你如果可以不用字典，那是很荒謬的事。」 (訪

20120913，行 15-20) 

交不出作業，沒有複習，考試沒有超過 50、60 分，SC1 在第一期的學習態

度和表現並不好。SC1 從第一期到最後一期都沒有展現出用功的學習態度。他從

第一期就沒有複習的習慣，學過的東西都記不住，沒有奠定好的基礎。他的第四

位老師指出他沒有用字典的習慣，這樣的學習態度讓老師很難接受。 

SC1T2：「其實 SC1 他是聰明的，但是用功上面，如果東方人的標準，我不

覺得他用功。」(訪 20120105，行 380-381) 

SC1Tu2：「SC1 很聰明，但沒有學習外語的經驗。」(現場筆記 20120625，

行 2) 

SC1 在他的第二位老師及第二位輔導員眼中是聰明的。但是以東方人的標準

來看，他的第二位老師覺得他不用功。SC1 的第二位輔導員覺得他是沒有學習外

語的經驗，還沒有掌握學習的訣竅，建立好的學習習慣，才會使得他的表現差強

人意。 

「研究者用電腦翻譯問他，你每天回家學中文多久? 他用電腦回答研究者一

個小時。研究者馬上用向他學的西班牙文說他 No buno 取笑他不好，他笑了笑。」

(觀&訪 20111115) 

SC1C3T1：「SC1 到後半期你真的知道他的情況就是扶不太起來， SC1C1

也扶不太起來。有一天我就把他們兩個叫過來，我就會跟他們說，你們的程度最

好再念一次好不好？結果出乎意料，他們很開心說好，那 SC1C1 是有一點猶豫

了一下，他說想想，後來他又告訴我，他想要再晉級。」(訪 20120729，行 289-293) 

「當研究者問到他會因重讀而難過嗎?他表示不會。「我可以再學一次」他這

樣表示。「現在我覺得很容易」。他每天花在學習中文的時間大約是一小時，兩小

時和父母聊天，一小時上臉書。重讀並沒有對他造成任何心理的負擔，不過如果

下一次再重讀，他就會被送回瓜地馬拉。」(觀&訪 2011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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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SC1 第一期結束時，他的程度沒有達到可以晉級的標準，老師要他再

念一次。對於再念一次，SC1 沒有感到難過，反而是當成可以再學一次的機會。

重讀沒有在造成他學習習慣的改變，他回家一樣是花一個小時在學中文。 

SC1T2：「因為他回去花多少時間其實從他的表現看出來，他沒花多少時間。」

(訪 20120105，行 383) 

「但是從考試或者是其他的非筆試測驗可以發現，其實他回去花的時間不太

多。」(訪 20120807，行 3-4) 

「偶爾會用手機，偶爾也會跟同學說一些，可是我覺得他不專心的時間其實

不太多。我覺得可能就是他回去沒有下很多工夫去學。」(訪 20120807，行 8-9) 

SC3：「他念他的書上課的時候，在家裡沒有。」(觀&訪 20120613，行 151) 

他的第二位老師覺得他上課不專心的時間不多，但從考試和非筆試測驗表現

出來的就是回去沒有花時間學。他的室友更明白地說他在家是不念書的。 

SC1T4：「最後一個月，最後三周他們的學習狀況都很不好，那 SC1 當然就

更糟糕，我覺得他們就整個退過一級。」(訪 20120913，行 120-121) 

「那 SC1 他的獎學金有一個問題，如果他這邊有問題的話，他回去還要被

追討一個月回去，所以他必須要出席。」(訪 20120913，行 125-126) 

「我只能說是不是這些學生真的已經放棄了，這些學生他最主要的目的只是

玩，如果他認為我們只是為了他的獎學金，那他們的行為更讓人家加深印象是他

們只為了他們的獎學金。」(訪 20120913，行 141-143)  

「他的出席勉強，就只有出席勉強。」(訪 20120913，行 173) 

「他也是最後一個月真的就是全都扔掉了。」(訪 20120913，行 177) 

最後一期 SC1 只有出席率勉強及格，其他都全部扔掉了，甚至是退步的。

他的第四位老師覺得他己經放棄了，他勉強出席的原因是為了獎學金，因為如果

出席率不及格，他回國之後獎學金會被追討一個月回去。 

五、「他(SC1)還是堅持要用西班牙文。」 

SC1 在第一期時就遇見了能使用西班牙文的老師，上課時老師交錯地使用英

文、西班牙文，而他的同學剛好也有人懂西班牙文和英文能幫他翻譯，於是 S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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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了先請老師或同學把英文翻成西班牙文，再從西班牙文去瞭解中文的意思，

從一開始他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學習。 

SC1T2：「所以在上課起來就，速度就會慢一點，可是我覺得這班的同學很

好，所以我覺得他適合在這樣子多一些可以有同儕的幫忙，因為他們會西班牙文

我不會，我覺得如果在很初級班缺少這樣的橋樑，對他的學習是困難，會有很大

的困難。」(訪 20120105，行 16-19) 

「如果把 SC1 放到一個全部的人都會英語，然後通通不會西班牙語，我覺

得他會死吧。」(訪 20120807，行 86-87) 

「我覺得他可能是需要時間，對。」(訪 20120105，行 204-205) 

「他們就適合慢慢的，先要確定懂了嗎?真的會嗎?然後再下一步，對，也許

也是因為有一些時間他可以慢慢消化。」(訪 20120105，行 210-212) 

到了 SC1 第二期時，他的第二位老師願意改變教學方式，將上課速度放慢，

配合班上大部分的同學都說西班牙語，採用英文翻西班牙文的方式，經由同學的

翻譯，老師幫助他一步一步確認單詞的意思。 SC1 適合在有同學幫忙的學習環

境下慢慢地學，但是如果沒有會西班牙語又會英語的同學幫忙，他的下場會很慘。

對於第二位老師給他時間慢慢學，SC1 表示「現在我比較懂」。(觀&訪 20111220) 

SC1T4：「SC1 他有一個學習情況就是他一定需要很精凖的確認這個意思，

然後借助自己的母語來注解。」(訪 20120913，行 264-265) 

「比方說他大概知道我的意思是什麼，可是他一定要用西班牙文去問那個學

生。」(訪 20120913，行 267-268) 

「不一定英文啊，比方說我們拿一個圖片，那就一個媽媽抱著孩子，然後我

指媽媽。在我們認為這已經很明確了，因為用孩子跟女人在一起，他抱著就很容

易看得出來是媽媽，然後他會擔心這會是女人。」(訪 20120913，行 272-274) 

「其實我比較頭疼的是在別人身上都還 OK，但是 SC1 比較不一樣。SC1 我

真的確定他知道了，可是他就是欠缺安全感，他還是堅持要用西班牙文。」(訪

20120913，行 338-339) 

SC1 在他的第四位老師眼中欠缺安全感，因為他一定要用西班牙文去注解

每一個詞，在老師眼中意思很明確的圖片，他卻擔心自己會誤解。用中文學中文，

是教學中最理想的方式，但 SC1 已經養成依賴用西班牙文學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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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人員 A 和研究者聊到，獎學金生一年不如一年，要向外交部反映；

要跟老師說不要用英文或西文教學生，學生應該用中文學中文；SC1 不知道在想

什麼，根本不想學，他的老師害了他，不管學生會不會，都不應該叫別的學生翻

譯，使他養成依賴的習慣，上課時就一直問別的同學；他們都住在一起，沒有練

習的機會；以一個日本人為例，說明不會英文也能學會中文；提醒研究者就算工

讀生也要和學生說中文。」(華語中心觀察日記 20120706) 

政大華語中心標榜的教學方式就是以中文學習中文，行政人員遵循此方針

要老師不要以中文以外的語言教學，SC1 的老師在上課時用中文以外的語言教學

並請別的同學翻譯，就行政人員的角度是害了SC1，並且讓他養成了依賴的習慣。

缺乏練習，不想學，才是 SC1 學不會中文的主因，不會英文，並不會學不會中

文。 

 六、「他們也會彼此去取笑。」 

上課和下課，SC1 是不一樣的兩個人。上課時他表現得缺乏自信，但下課時，

他卻是笑口常開，在研究者觀察中，他對事物的體察是很細微的，雖然言語不通，

卻能察覺研究者的狀態，比如趕時間、覺得無聊等。 

SC1C3T1：「他在上課的時候遇到挫折，或者說自己是失敗者，他會縮在一

旁，或者他覺得自己很卑微什麼的，可是他下課了還是會跟我成為好朋友。然後

有一次他就跟我說，老師明天是 SC3 生日，我說好給他買蛋糕，他好像又變了

一個人，可是感覺他跟上課的表現，跟私底下你是他朋友不太一樣。」(訪 20120729，

行 242-246) 

上課時，他會因為受到挫折而感到缺乏自信，但下課後，他不會因此就排斥

和教師相處，上課學不好一回事，下課又是和人相處又是另一回事。 

SC1C3T1：「SC1 就會好沮喪，就好像覺得自己要找一個東西躲起來，或者

是說，是不是別人的同學在笑他，是那種感覺，他本人好像就是縮起來的那種感

覺。」(訪 20120729，行 242-246) 

SC1C3T1：「是在這裡的時候，因為受到什麼打擊，讓他變得很內向嗎？他

回去搞不好不是這個樣子，因為他和朋友在一起的時候也不會這樣。」(訪

20120729，行 22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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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的 SC1 在課堂上表現不佳時，表現得相當退縮，缺乏自信，好像所

有人都在嘲笑他表現得不好，也許是受到了打擊才使他在課堂上表現得很內向，

下了課後，和朋友在一起他不會這樣子。 

SC1T2：不會(沒有自信縮成一團)，不會，很有自信繼續。」(訪 20120807，

行 63) 

「有時候也會笑啊，可是他們因為太熟了，所以他也不在乎，他們也會彼此

去取笑。而且他那個取笑，我覺得他們彼此之間那個取笑是一種打鬧，根本也沒

關係。我的反應啊，我覺得好啊，他還蠻有自信的這樣對他反而好。」 (訪 20120807，

行 67-69) 

「其實這個問題在前兩個學期好像也討論過，就說是要把島國的或者是一些

非英語系國家的，讓他們在一起。因為把他一打散到其他班的時候，其實可能問

題更大。他們在一起，就像如果最簡單從生詞開始教，他的同學會英文的可以幫

他用西班牙語，但是他們在班上用西班牙語，我就讓他們講，因為我覺得總好過

他完全不知道在幹嘛，我覺得寧可放慢腳步，然後讓他真的瞭解那些東西，我覺

得那樣子至少可以學到一點。」 (訪 20120807，行 74-79) 

「覺得這一班好像是比較，以前好像沒有這種情況，就是從第一期到第四期

都在一起，所以我也蠻訝異的。其實當初分班的時候我建議是不同班的，但是到

最後他們又會全部回來。」(訪 20120807，行 83-85) 

「我覺得其實有兩三個他們的程度比較好，可是他們也不在乎在這一班，我

覺得他反而是，幾個朋友，反而是希望是同在這個時段，也許他們可以一起活動，

所以我覺得，以前也許不會比較排斥，就是說一定要程度差不多在一起，但是現

在我覺得稍微有點參差，但是他們處得很好可以互相幫忙更好。更好，對，對老

師、對同學都好。」(訪 20120105，行 133-138) 

第二期的 SC1 在大多數學生都是說西班牙文的班級中，表現得反而較為放

鬆、自信，雖然同學程度不同，但 SC1 和同學處得比較好，犯錯時也不再縮起

來。SC1 第二期的同學選擇再和他在同一班做同學，他們自然相處地比較好，和

朋友在一起學習，提供了 SC1 較多的安全感，他也比較沒有那麼害怕犯錯，自

信也稍微提升，整個人也快樂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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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practice makes perfect＂ 

多聽、多說、多練習是把華語學好的不二法門，但 SC1 覺得學習實用的東

西對他才有幫助。 

「研究者告訴他，他的同班同學 SC3 學得很好，他說「他不好」，因為他覺

得「practice makes perfect」 背的東西沒有用，要實際的練習，於是研究者問他

目前會說那些中文，他說「你好，我從瓜地馬拉來」「我要去…」、「你很漂亮」、

「台灣的女人很好」對他來說，這些就是所謂實用的句子，當研究者問他誰教他

的，他表示是聽來的。」(觀&訪 20111117) 

SC1C3T1：「因為他們的出發點就是想要交女朋友。」(訪 20120729，行 497) 

SC1 不喜歡背東西，他覺得能夠在生活中用到的句子才是實用的。他想學的

句子都和交女朋友有關，他的第一位老師覺得拉美學生和人交談的出發點就是想

交女朋友。 

「他的期中考沒考好，老師拿了一份考卷讓他再寫一次，我們完成後，他又

很開心地拿出另一項作業，是要介紹他們去世貿參觀展覽看到的一項商品。他很

開心地說「我喜歡摩托車」。這是一台能夠變形成機器人的摩托車，透過電腦翻

譯，他詳細告訴研究者這個商品是什麼材質、多高、多重等訊息。研究者問他怎

麼知道，他說，賣這項商品的人會說西班牙文，很多臺灣的東西也賣到他的國家，

他的電腦也是臺灣的品牌。寫完以後，我們用學校的電腦把他打成一篇附有圖片

的文章印出來(他的電腦沒有中文輸入法)，他很高興，研究者覺得這是他第一次

這麼有成就感，後來研究者看到他的作業被貼在佈告欄上讓大家欣賞。」(觀&

訪 20111027) 

SC1T2：「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們的關係夠好，不在公家機關上班，關係夠好

就拿到這個名額來。那我來學了以後，回去是不是真的有用，是不是真的用得上。

如果我在公家機關上班，那我學的其實不應該是《視聽華語》吧。有些人他就是

在海關或者是移民署，那他是不是應該專有一套是針對他們回去用得上的，我覺

得沒有。」(訪 20120807，行 207-211) 

「所以有的時候我會開玩笑，也許辦個旅遊團來對大家都更好。」(訪

20120807，行 215) 

SC1 對科技類的產品特別有興趣，做起介紹產品的作業特別起勁。他本身是

從事海關的工作，他的國家也有輸入臺灣的產品。如同他的第二位老師所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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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有一套針對他回去用得上的教材，對他的工作有幫助，同時對我們的國家的

商品輸出也有幫助，這樣政府給他獎學金來臺灣學華語才算有意義，讓他學他用

不到的，不如政府出資辦個旅遊團來看看臺灣，不必花那麼多的獎學金。  

小結 

本節從學習環境、學習動機及學習風格三方面呈現呈 SC1 在臺華語學習適

應歷程的故事。SC1 來臺的背景對在臺華語學習適應的影響最大，SC 出身政商

關係良好的家庭，並因此獲得一份穩定的公家工作，對他而言學習華語對他的未

來並不會有任何影響，加上並非自願前來，他只能安慰自己只來一年就當是旅遊

很快就過去了，在初期 SC1 還對新環境充滿好奇感，但很快地在學習上及人際

關係遇到困難，他將問題歸咎於外在環境，是教師及教材的關係才使他學不會中

文；是臺灣人不喜歡外國人他才交不到臺灣朋友。部分的教師會採用在課堂上使

用非華語以外的語言，如英語、西語，透過同學的翻譯幫助他學習，這使他養成

了依賴同儕翻譯以及用西語學華語，當教師不讓他的同學幫他時，他感到相當痛

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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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案例二的華語學習適應歷程分析 

「I need to grow」：案例二的學習適應故事 

案例二(以下以 SC2 代稱)37 歲來臺灣學華語。他在美國完成大學學業。這次

申請到外交部華語獎學金，完成一年華語先修後即可申請臺灣的研究所。2012

年，他申請到清華大學的研究所。他表示，來臺灣是為了更好的未來，反正他也

沒有什麼好損失的。他從很小的時候就明白，在他的國家，像他這樣沒有背景的

人，未來要靠自己努力，於是他努力念書領獎學金繼續升學，他知道有了好的學

歷才能改變現狀。在來臺灣之前，他上網做了些調查，希望能更了解這個在完成

學業前，他即將要待上許多年的國家。 

壹、案例二學習環境的故事  

一、“You need to know English if you want to learn Chinese here.＂ 

SC2 本身的母語是西班牙文，從小學他就開始學英文，後來在美國完成大學

學業，英文非常流利，他發現在臺灣學習華語，課本及老師最主要使用的語言是

華語及英語，學生的英語能力會對學習華語產生影響。 

SC2：“Definitely, because here teacher only use English I think you don’t come 

with enough English vocabulary, it will be very hard for you to learn from a English 

based book. ＂(觀&訪 20120110，行 87-88) 

SC2：“They don’t ask. They might go to other friends said our in different level 

of Chinese. But they are asking few question to professor because of that. You need to 

know English before learning Chinese. Because there’s no other intermediate 

language to explain things. I not really sure how well it is to go. You need to know 

English if you want to learn Chinese here.＂(觀&訪 20120112，行 93-97) 

如果學生不具備一定程度的英語能力，在使用以英文為主要說明文字的課本

時，以及聽不懂教師上課內容時，學生無法了解課本內容，也無法和只會華語和

英語的教師溝通，他們只得轉而向朋友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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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2T3：「我一直覺得我們的《視華》應該要編其他版本的。至少讓這些學

生來沒有這麼大困難，有英文版可以看，有韓文版可以看，有土耳其文版可以看，

我覺得這都應該編的，都應該要做，可是現在沒有辦法。所以會造成很多中南美

洲的學生或者是其他阿拉伯國家的學生他們沒辦法跟上，就是他真的完全聽不

懂。」(訪 20120608，行 91-94)  

SC2：“Yeah, because I noticed that some concepts they don’t get to, they don’t 

learn a lot, not a lot, but some of the concepts. They end up worked a little bit harder 

to get the, during the class. Some classmate is not taking advantage as much as you 

could be. ＂(訪 20120426，行 116-119) 

SC2 注意到在中英為主的華語學習環境之中，比起不懂英語的學生，像他這

樣懂英語的學生在學習華語上佔了優勢，而他在能力許可的範圍下，也樂意幫助

其他的同學。 

SC2T1：「SC2 是一個非常認真學習態度相當嚴謹的學生，總是積極參與課

堂活動，而且樂於幫助其他同學了解課程內容。」(書面回答 20120823，行 3-4) 

SC2：“As I told you last time, I will offer for example if a friend doesn’t 

understand that comes to tell me, O.K., if I understood I will tell him or her this this 

thing or you have to call like this or this this this. ＂(觀&訪 20120110，行 98-100) 

SC2：“If I understood, it not difficult for me to share. ＂(觀&訪 20120110，行

106) 

SC2T2：「他只要看到你臉上有點點點，疑問，他是很主動會去分享他懂的

人，那他也會就是，他也很會去，他比較自動自發，主動提，然後他問的問題，

我跟他，他懂了，他就去，他旁邊的同學問他什麼東西，他就會去，你跟老師在

說什麼，他就會再把這個訊息去跟旁邊的說。就是他旁邊，他不會跨界到對面去，

那如果是別的，比方他去教另外的，那可能就是下課。」(訪 20120223，行 356-360) 

SC2T3：「所以我們上課的時候很幸運就是 SC2 上節課，上節課在美國學過

英文，所以他們都會幫忙跟 G 翻譯，這個是什麼，這個是什麼。」(訪 20120608，

行 51-52) 

「這個時候我就儘量畫畫，可能是動作，可能用更簡單的英文，然後舉一個

例子給他聽。有時候 G 懂的，可是大部分的時候就是旁邊的，像 SC2 或者是 L

他們看不下去了，就會直接跟 G 說是什麼。」(訪 20120608，行 221-224) 

「一次兩次而已，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他一定要懂這個部分，我就跟 SC2

說你可以幫我嗎。我就問 SC2 那個什麼什麼的西班牙文是什麼，然後他說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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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G 就懂了，然後後面就很快，任督二脈打通了以後。其實 G 他可以學，有時

候剛好一個新的字他不太清楚它的意思，比如說後來，以後，他有點不太懂後來，

什麼時候用後來。這時候我就先舉一些例子給他聽，可是如果他還是不懂，我就

說 SC2 你可以跟他說一下老師剛說這句話的意思嗎。然後他說 OK，懂了。」(訪

20120608，行 226-232) 

在課堂上，老師遇到不會說英語的學生，盡可能不用英語，而採取別的方式

像是畫畫、動作，但還是會遇到學生無法理解的時候，這時透過 SC2 簡單的翻

譯，問題很快就能迎刃而解。 

SC2T3：「如果來臺灣學，我覺得是(會不會英文對學中文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因為 SC1 也完全不會英文。」(訪 20120608，行 64-65) 

「所以我覺得英文真的是一個蠻重要的工具，因為老師不可能學會所有的語

言。」(訪 20120608，行 98-99) 

「我覺得先學一點(英語)，(再來臺灣)就好了。」(訪 20120608，行 296) 

SC2T3 覺得在臺灣學華語，不會英語對老師和學生都是一項挑戰，學生如果

具備基本的英語能力，有助益於學習華語，而 SC2 也了解不論是老師或是他的

同學在這種情形下都需要有人幫忙，他會主動居中翻譯給同學聽。 

SC2T3：「我會說 SC2 謝謝。」(訪 20120608，行 234) 

「對，他們都很好了，他們都是瓜地馬拉人，他們都很要好，都很會互相幫

忙，像 M 也會。有時候我看到 G 下課的時候不懂我剛剛說什麼，然後他就會問

M，然後 M 就說這個是什麼。有時候甚至不需要我出手，他們自己就會。我覺

得剛好 M 和 SC2 都會英文，L 也會，L 比較好一點。如果只有 G 一個人在我的

班，那真的是很大的挑戰。」(訪 20120608，行 236-240) 

SC2 的第三位老師覺得班上學生願意幫忙翻譯是很幸運的事，如果沒有人幫

忙居中翻譯，那對老師是很大的挑戰，當 SC2 幫忙時，他會直接向他說謝謝。

但是 SC2 的第二位老師不同意上課請學生翻譯。 

SC2T2：「我不會，完全都不會，他會自己，我不用請他，他們會自己比方

說，這個同學我不懂，那我覺得 SC2 值得信賴，我會去問他，而且 SC2 他懂了，

他會很開心，然後叭啦，就開始跟旁邊兩個講，對，但是，呃，如果說其他同學

還不懂，呃，我會，不是這個班，所有的班，我都不會去請求協助，如果說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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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八十都懂，我不可能專為他一個人，如果真的非必要，百分之八十都懂，只有

一個不懂，那這個時候我會說那你下課去問誰誰誰，去問懂的同學，我不會指著

誰，因為這樣他們自尊會受損，因為老師愛他不愛我，所以說你下課去問其他懂

的同學，那其他懂的同學你要告訴他，可是我不請，不指定某個人，也不指定

SC2 去講是因為我不想干擾他學習，當我說 SC2 你解釋給他聽，他就已經在做

非課堂上的工作，那這時候他其實有機會練習，他有機會去做思考，可是我打斷

他了，所以，我不會，比方說，他懂，可是九個人，九個裡面，兩個懂，他跟另

外一個程度好的懂，其他還不懂，那我就會講，而且，這樣子他們不會覺得自己

是，呃，對 SC2 他不會覺得自己很厲害，很了不起，小老師，不會，對其他學

生來講，他不會我們不懂，老師瞧不起我，所以叫我去問別人這樣子，就是除非

說這一個，兩個他不懂，無法點化他們的時候，可能就是要藉助其他人的力量，

那就是說大家幫他，誰熱心誰去嘛，因為有些人下課就跑掉了，可是有些人不會，

像 SC2 他會很主動，那他會去告訴旁邊人，就算坐在他旁邊的同學沒有問題，

他也想要跟他去分享，我聽得懂這個，這個文法我終於聽得懂，他會去教，可是

如果說我請他的話，那就是我的問題，又中斷他，對，那不公平。」(訪 20120223，

行 336-345) 

SC2 的第二位老師完全不會請 SC2 在課堂上擔任他和其他學生的翻譯，他

認為這不僅打斷了 SC2 的學習，更讓他承擔了老師本身該負起的教學工作與責

任。學生有問題可以下課去請教 SC2，他是一個很熱心的人，教師也必須考量接

受幫助者和給予幫助者雙方的心理，不會演變成不對等的關係。 

SC2：“Some of them I might try to help them, but usually I don’t offer my help 

if they don’t ask me, cause I don’t want to keep their impression that I consider them 

not capable of learning. ＂(觀&訪 20120110，行 70-72) 

SC2 也同樣考量到其他同學的感受，如果同學不主動問他，他通常不主動去

教人，他不想使同學認為他覺得他們的能力不足。 

SC2：“Yes, it is. I think that friendship is helpful, maybe not just for Latin 

America but other cultures. But motivation plays as well, really really play well 

because I’ve seen several cases that people come with basic English knowledge or no 

English knowledge and they have sometimes higher learning level than people that 

speak English. So it’s not speaking English it’s not handicapped to learn Chinese if 

the motivation is strong, the motivation is powerful. It’s the sense of purpose it will 

make the person learn.＂ (訪 20120426，行 12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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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都是來自拉丁美洲的學生，如果其中有人的英語不好，同學間很樂意彼

此幫忙翻譯，但是英語程度和華語學習成效沒有絕對的關係，SC2 覺得動機才是

影響一個人能不能把華語學好的主因。 

二、 “ She (SC2T2) expects us to speak Chinese＂ 

在華語的課堂上，老師使用華語以外的語言講解華語，這違背了華語中心所

標榜的全華語教學，但 SC2 認為有些基本的概念，其實經由翻譯很快就能了解，

而且在學習華語的初期，教師和學生間必須建立溝通的橋樑去清楚地傳遞訊息。 

SC2：“If she only uses English, I would feel like in the very frustrating learning 

but I think the first step is very important that used to have some ways to 

communicate in case the graphic doesn’t work, it’s important. That has some way of 

delivering the concept. It’s for example if you to a Spanish speaking country and I talk 

all the time to you in Spanish that were lot of concepts that are abstract that would be 

our class for example the concept of 所以，how would I explain 所以 or 因為 or 為

什麼 just they are abstract meaning. 蘋果、雞肉 all those are you can use picture 

explaining but the abstract or the grammatical concept that the practical concept are 

not easily to explain just by graphics. To be at least in the basic in the first stages we 

need a way to convey this information. ＂(訪 20120426，行 104-113) 

對 SC2 而言，在學習華語的過程中，他和教師之間的溝通橋樑建立在英語

之上，他能接受教師在教授華語時使用英語做為輔助說明的語言，特別是一些無

法藉由圖畫表達的抽象概念或是文法，在學習華語的初期適當地使用英語讓學生

了解是必要的。 

SC2：“She spoke with Chinese and evaluated whether we were understanding, 

then she mention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 ＂(觀&訪 20120110，行 52-53) 

SC2：“She tried to explain as much as she could in Chinese, she used diagram, 

drawing, situations, she frequently used audio visual material, so for example she 

introduced a word and she talked about it and gave the explanation in Chinese and 

then she showed the picture about the concept. So I think that how, that helped with 

people that didn’t speak too much English or they didn’t speak English at all. ＂(觀&

訪 20120426，行 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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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2：“She allowed us, she didn’t encouraged, but she allowed, she allowed, she 

knew about that there were sometimes that we didn’t get the concept so if we were 

speaking Spanish or English in class, the two major languages, she allowed for break 

time for us to explain.＂(訪 20120426，行 67-70) 

SC2T1：「那時他們剛剛開始接觸中文，那一班的同學多半是母語為西班牙

語的學生，因此下了課以後多以西語交談，多少會影響，可能進步得會比較慢，

但我認為也有好的影響，因為談論的內容多和課程有關，對適應台灣的生活和新

環境也有幫助。」(書面回答 20120823，行 11-14) 

SC2 第一期的老師會讓學生在課堂上會使用多種方式讓他們了解，像是使用

圖畫、情境、視聽教材，使不了解英語的學生也能理解，或是讓學生在課堂上使

用華語以外的語言，像是西班牙語和英語。SC2T1 覺得雖然可能對學習華語造成

影響，但對了解課程內容和適應新生活有幫助。 

SC2：“Yeah. Most of the time she tended to observed if the tones of the chat 

changed she knew that the we were no longer explained that she will say O.K. 

Chinese. ＂(觀&訪 20120426，行 72-73) 

SC2：“She is a very good observer.＂ (觀&訪 20120426，行 75) 

當 SC2 第一期的老師不能確定學生是在互相幫助或是聊天時，他會藉由觀

察聲調的改變判斷是不是該打斷他們。 

SC2T2：「如果有的話，我一定會肅靜，我不許他們說我聽不懂，他們後來

也說聰明了，他們就看英文講，因為他們也確保老師，因為老師會聽嘛，那就會

說，我會不高興，他們看得出來，所以 SC2 不會，因為，他看我正面的機會的

比較多，所以變得他馬上會知道，變得他會知道說，呃，他如果不專心聽，這個

老師的耐心不超過三次，第一次不懂，第二次不懂，第三次不懂，我會開始，我

知道你根本沒在專心聽，所以，因為背對，就是看我側面的人不會翻面，但他是

對著我的，所後他很清楚，這個老師，他後來意見寫了老師很兇，因為兩次之後，

我就會開始生氣，對，然後我就會不自覺得放大我的聲音，就是要讓那個，那個

的話就對 SC2 這種乖乖牌很有用，如果他是那種脫韁的野馬我真的就會生氣。」

(訪 20120223，行 363-371) 

SC2 的第二位老師不許學生在課堂上使用華語以外的語言，如果學生說了其

他語言，他會表現出非常不高興的樣子，讓學生知道他們不應該在課堂上說華語

以外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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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2T2：「因為我第一次帶他們的時候，我不知道他們的母語是西班牙語，

反正我就一視同仁，都不用英文。所以其實那個時候，我第一堂課就已經千萬不

要在課堂上，你也不要在你的意思上用英文，你一但開始用英文，你就完蛋了。

對，那為什麼他們這個班這麼嚴重呢?這個班幾乎，大概兩、三個，不會用英語

外，全部都在用英語學中文，那，呃，可能是他們已經養成的一個習慣，他們如

果從零起點，然後 1-1 到 1-2，他前面已經有一期多是用這樣的方法，後面就改

不掉了。」(訪 20120223，行 116-122) 

「不會。(上課)絕對不會(使用英文)。」(訪 20120223，行 238) 

「就說到他們懂。用畫的，用動作，對。那他們的課我覺得不用，他們會自

己去看課本，因為《視華》的後面都有英文註解。所以看不到，你就自己去用，

如果你真的還是聽不懂，那你去問聽得懂，你自己去想辦法。我第一堂課就講，

我不用英文。除非你下課有什麼私人的事，比方說你要我寫推薦函，你可以來跟

我說。這個推薦函他也不會講。這我可以接受。可是如果說，你是在上課時間你

要求我一定要用英文，這個我做不到，我唯一會用到英文是我在上可能在講語法

的時候，要讓他們知道有些動詞這裡用動賓，那這個就要讓他們知道了。」(訪

20120223，行 240-246) 

「我唯一會用到英文就是 V.O. (動詞、受詞)這種。對，至少要讓他們懂。對，

那我給的講義上面，語法的話，我會打一點點英文，那因為英文是從課本，課本

上面可能比較說，呃，《視華》上語法上面有一些解釋，對不對，公式，我會把

它打在上面，但是，我會講義給他們，但是我絕對不講，我不會給他們解釋，你

可以偷偷看，可是我不會講。」(訪 20120223，行 253-257) 

SC2T2 不讓學生在課堂上使用華語以外的語言，他自己也不會用其他的語言

講解，除了會在講義上標示語法，他是絕對不用英語，學生如果養成依賴英語學

習華語，他覺得學生就完蛋了，但是 SC2 這一班已經在學習華語的初期就養成

了依賴英語學習華語的習慣。 

SC2：“She expects us to speak Chinese. ＂(觀&訪 20120201，行 4) 

SC2：“They were sometimes getting in the concept not very clear, and 

whenever the concept wasn’t clear, at break time we asked teacher what’s the concept, 

for example there were 2 people from same country one of them didn’t understand 

very well the other did so after class we began discuss among each other and the one 

that understood the concept will explain to the other one. So I think that peer to peer 

process is also very important and should be encouraged. That didn’t happen in the 

second term. We were in the process doing it but the professor insisted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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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hinese so during those small process of training, she usually interrupted 

Chinese so how can you speaking Chinese something that the other person didn’t 

understand, well we don’t have enough vocabulary or the other person doesn’t 

understand concept. ＂(觀&訪 20120426，行 55-65) 

“Yeah, we didn’t feel like there was a space to help each other, we were 

constantly observe and told not to speak any other language which is good in 

language learning environment its necessarily to the language all the time but if the 

concept doesn’t get to you begin to leave out a lot of pieces that are basic for the 

language. ＂(訪 20120426，行 92-95) 

在第二期的課堂上 SC2 不斷被提醒不要使用華語以外的語言。SC2 在第二

期被老師要求上課不使用其他語言時感到不舒服，他覺得當學生不能了解老師教

授的內容，同學之間又不能使用華語以外的語言互相幫助，他們的學習理解過程

被打斷，只得到片段的語言知識。 

SC2：“Although she used to be emphasize to ask the question in Chinese. And if 

we don’t know the words to through the word in English within the Chinese sentence 

so us became practicing the used to speaking Chinese. ＂ (觀&訪 20120110，行

77-79) 

SC2：“She’s not very patient. She’s not very open to questions. We can ask but I 

tend to notice that most of my classmates do not because they don’t feel invited to ask. 

They feel afraid of what she might reply. She doesn’t speak fluent English. So I think 

that’s why she avoids explained in English. ＂ (觀&訪 20120112，行 87-90) 

SC2：“Although there are 2 classmates that’s keep asking, their English 

proficiency is not too high, so when they don’t understand something, they speak a 

model then gave us, and one of them may come up with an English word to ask a 

question. ＂(觀&訪 20120110，行 81-83) 

SC2 認為第二期的老師不在課堂上使用英語是因為他的英語能力不好，所以

避免在課堂上使用英語講解，老師迴避使用英語的行為使得學生不敢問他問題，

但是學生又不具備以華語問問題的能力，雙方無法建立起有效的溝通模式。 

SC2：“ I am not sure about among during speaking to people from Latin 

American speaking countries that she was, she didn’t have enough patience. Her 

frustrations strength was very low. I make the observation cause I used to train li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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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ds for 10 years, so I know whenever an issue by their varieties because your 

frustration strength very low you tend to get frustrated very quickly.＂(觀&訪

20120426，行 77-81) 

“Yeah, and noticed she was getting frustrated really quickly because maybe she 

was thinking that we were not, she was not getting through to us with her explanations 

so that maybe got her frustrated. And despite that her knowledge of all the languages 

was very limited, so that might have different impression that we were chatting or 

yeah we were chatting about different things. ＂ (觀&訪 20120426，行 83-87) 

就 SC2 本身的觀點，他覺得他的第二位老師沒有耐心，挫折容忍度非常地

低，當他和其他學生在課堂上使用華語以外的語言彼此交談時，SC2T2 可能認為

他們聽不懂他的解釋，或是他們上課在聊天，這會帶給 SC2T2 很大的挫折感。 

SC2T2：「那之前是有學生跟我講說，給他線上學習字典，他叫我推薦一個

給他，那我說，我沒有推薦的，我就跟他們講，我今天告訴你，你去查，你就完

蛋，一個中文，十個英文，他根本不會用，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聽我說，但是他們

就覺得一個詞，比方說認識好了，我會跟他說你要講認識誰，跟誰認識，認識什

麼，他們講說，他們看英文解釋，就是這個字啊，我們知道，老師你幹嘛講這麼

多。」(訪 20120223，行 294-295) 

「我會直接了當跟他講，那不好，如果你希望你的中文比較好，你最好不要

去查，所以他們之前我磨合期很嚴重的問題就是，因為，他們之前老師並沒有限

制他們這些。」(訪 20120223，行 302-304) 

「其實很多時候老師只是負責教學，不代表負責要去跟學生溝通你的學習方

法，所以之前我們有一段磨合期，就是因為他們過度依賴自己的語言，然後好死

不死我又不想理他們，就是變成然後，所以我後來就會找時間跟他們講說，第一

個我不讓你們用英文來跟我溝通，我上課也不用英文，我只要你聽我說，我說你

只有這三個小時，你可以聽到一個人，跟你說中文，然後你說中文有人聽，所以

不要浪費，第二個，如果你去查單字那你就糟糕了，因為中文有很多一個詞有很

多意思。」(訪 20120223，行 306-315) 

SC2 的第二位老師面對一群已經養成依賴自己語言學習華語的學生有一段

磨合期，起初他不認為老師得要和學生溝通教學方式，本來學華語就是得用華語，

不用英語學華語是有理由的，後來在他的說明之下，SC2 逐漸能夠了解為什麼老

師不要他們用英語學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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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2：“It’s somehow beneficial. Because right now I understand a little bit more 

Chinese. But things like this I missed completely. ＂(觀&訪 20120110，行 83-84) 

SC2：“I felt I lost that term. ＂(觀&訪 20120412，行 62) 

SC2：“I think it’s fair to all the students if she only speaks Chinese, I wouldn’t 

feel less unfair because of that, because we are supposed to learn Chinese. I wouldn’t 

feel uncomfortable, it will be challenging if there’s new concept to be learned but I 

guess the concept also among additional material can support those contexts. ＂(訪

20120426，行 98-101) 

在第一期時 SC2 可以使用英語做為學習華語的輔助語言，但是到第二期馬上

進入全華語的環境，他很不能適應，他覺得他的老師不讓他們在課堂上使用華語

以外的語言顯得老師沒有耐心，挫折忍受度低，並且歸咎於老師的英語能力不足；

但是老師自己也不使用其他語言，只用華語教學這樣對他來說他覺得很公平，只

有當要說明一些無法用圖象了解的概念時會是一個大挑戰。 

SC2：“They hav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both. The first one helps 

built the basic of Chinese because there’s only listen to Chinese I don’t think I would 

have understood as much as I understand right now. The second type of learning is 

only Chinese speaking Chinese that hasn’t proven my listen ability to listen to 

Chinese. Because my brain didn’t used to the tone and the rhythm of Chinese 

standards. However, sometime the concept is difficult to explain, and not always the 

concept makes meanings after she explains in Chinese. So I think it needs to be mixed 

in both. And depending of the level, increase the amount of Chinese, that’s a lot of 

increase of languages. ＂(觀&訪 20120110，行 55-63) 

使用全華語教學或是使用其他輔助語言教學各有各的優缺點，SC2 認為全華

語教學有助於提升聽力；較困難的概念適合加上輔助語言說明，這兩種方法應該

混合使用，並且依據學生程度調整華語使用的比例。 

SC2T3「：中文，如果有的字我知道他不懂，我就會用英文講，就是中文夾

一點英文，比較重要，比較重要，比較難的字我就用英文講，可是大部分我都用

中文。」(訪 20120608，行 129-130) 

「我大部分都看得出來，看得出他們是在聊天還是在幫忙，可是如果他們在

聊天的時候就說什麼，一直中文中文。其實我覺得他們這幾個算是蠻(自)律的，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3 

尤其是 SC2 他這一點真是棒。他絕對 99%不說西班牙文。」(訪 20120608，行

361-363) 

「這時候我覺得他們開始在聊別的東西的時候，我就會說好啦，下一個。我

覺得 G 大概已經出現懂了的表情就停了。」(訪 20120608，行 406-407) 

進入第三期時，SC2的第三位老師主要使用中文說明，少量使用英語作輔助，

在第三期的課堂上，SC2 儘可能使用中文而不用西班牙語，但他還是會幫助他的

同學，當老師覺得受幫助的同學已經了解了，學生開始聊天時，他會進入下一個

主題，大部分的時候 SC2 的第三位老師都能看得出來學生是在互相幫助或是聊

天，而不會誤會。 

SC2：「她記得我們的興趣。她 very easygoing.」(觀&訪 20120412，行 42) 

SC2：「很好相處。很好相處。她也很友善，very tolerant.」 (觀&訪 20120412，

行 44) 

SC2：「可是我們有不一樣的 ideas, opinions,可是她可以了解我們的 different 

idea 跟 usage 用，她可以用這個 differences to help us learn. 」(觀&訪 20120412，

行 49-50) 

SC2：“I feel very, everybody in the classroom feels very comfortable. She 

tolerates the differences. And she pushes us to go forward but she never makes us feel 

like we are not making progress. That’s big different between my last teacher. ＂(觀

&訪 20120412，行 55-58) 

“Right now it’s helpful for me that I can make mistakes and the attitude of the 

professor is such I don’t feel afraid of making mistakes. Because I know if I make 

mistakes she will correct and she won’t make me feel like I am a dump person. That 

didn’t happen at last semester. I think people were afraid of making mistakes because 

they were afraid to be thought as let she down by the professor. ＂(觀&訪 20120412，

行 109-114) 

在第三期的課堂上，SC2 感受到第三位老師對其他語言及文化的包容性，懂

得利用不同的差異性幫助學生成長，不僅是他，他的同學也感覺被接納，不再害

怕向老師提問，或是被老師視為一個愚笨的學生，和上個學期相比，SC2 覺得是

極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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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SC2)並不是在一個全中文的學習環境。」 

華語中心的學生從第二期開始便會依照個人的程度分進不同的班級之中，中

心會參考老師對學生學習表現的評價分班，但是學生的國籍並不在中心分班的依

據中。 

SC2T2：「可是我覺得他的問題，以發音來講好了，他真的就是受到西班牙

語的影響，他的[j]永遠都不出來，所以比方說郵 jú，他會講郵 yú，而且很湊巧

這個班都是母語人士都是西班牙。」(訪 20120223，行 10-12) 

「第一個，同班，同班同學，他們已經仰賴成一個習慣，就是，他還好，他

還好，可是，我必須要說可能要跟他的其他他的同學會用母語問他，他也會用母

語去回答，就是跟課堂的時候，他懂的可是他會用母語去講解，就變成說回過頭

來他自已去思考，他無意中間也會被母語影響，第一個。」(訪 20120223，行 71-76) 

被分進母語同是西班牙語的班級之中，SC2 的第二位老師覺得他的母語對他

產生了負遷移，SC2 在發音及語言邏輯上很難不受到影響，即使他在華語的課堂

中，但他並不是使用華語思考，說出這個語言。 

 SC2T2：「那很不幸的，他從零起點到現在，他都沒跟日韓學生在一起。」

(訪 20120223，行 177) 

「他沒有那個機會說去看到其他的人。日韓學生的程度到底多快，他們吸收

得多快，他都看不到，所以我說他身邊看不到，再來，我說他室友一定也不會多

厲害。」(訪 20120223，行 191-193) 

SC2 沒有和日韓學生一起學華語的經驗，沒有機會看到亞洲學生是如何學習，

沒有能夠跳脫原有的學習態度和方式，意識到自己在學習上的不足。  

SC2T2：「就是他並不是在一個全中文的環境。所以他，就是你，並不是在

一個全中文的學習環境。」(訪 20120223，行 198-199) 

「他能夠接觸到就是如果他們有課後一對一的話，可能有機會，再來就是他

的老師。就只有這兩個機會。說實在的，也沒有人那麼有耐性跟他們慢慢講話。

大家聽不懂，算了我就用英文跟你講。」(訪 20120223，行 205-207) 

「其實我覺得他，不太有嘗試，不太去…你知道上課的時候，我下課，我還

沒有離開教室，下面已經西班牙文了。」(訪 20120223，行 20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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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們是比較，比較他們覺得上課就是上課，下課就是他們的時間，所

以他下課之後，除非我留在教室跟他們講說，你們要用中文，那我走出教室之後，

這個是真的我管不到他們。」(訪 20120223，行 224-226) 

上課時，SC2 不太去嘗試使用中文；下課後同學之間使用西班牙語交談；離

開教室，使用英語和臺灣人溝通，SC2 身在以華語為官方語言的臺灣，卻不是處

在全華語的學習環境之中。 

四、「可是我們現在說英文很方便」 

在課堂上學習華語之後，下課時應該能夠在生活中使用，但是比起說華語，

SC2 在生活中使用英語的頻率更高。 

「研究者觀察到他對於說中文非常沒有自信，能夠認識臺灣以及和臺灣人說

中文的機會也不多。」(觀&訪 20120201，行 89-90) 

SC2：“After these 2 weeks vacations, somehow I understand a little bit more.

我覺得因為我聽說 listen 聽，聽中文 very often.我常常聽中文。上上個禮拜 these 

2 last weeks, I think I listen a little bit more Chinese these 2 weeks.現在我說 more 中

文。＂(觀&訪 20120201，行 24-26) 

「不是，在一起的時候我們說英文，可是我都外國人，很多外國人，可是……

我們都說英文，我們都知道英文，almost, cause we are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we 

try to speak all English. 」(觀&訪 20120201，行 48-50) 

SC2：「在我的國家，我們有 the same …we have the same situation. Whenever 

somebody comes from English country, maybe they want to speak Spanish, and we 

speak to them English.」 (觀&訪 20120202，行 13-15) 

SC2 覺得他如果常常聽別人說中文，他會使用更多的中文，可是他多半都和

外國朋友在一起，彼此的共通語言是英文，和他的朋友在一起時他沒有機會使用

華語。在他的國家也有一樣的情形，如果外國人會說英語，那麼別人就會跟他說

英語。 

SC2：“They are, most of us are in different level of Chinese. So some of they 

are very good at Chinese but some of them are not. ＂(觀&訪 20120201，行 60-61) 

SC2：「可是我們現在說英文很方便。」(觀&訪 20120201，行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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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2：“O.K. All of us are learning Chinese so some know very good Chinese 

they have learned for a long time, and some of us are beginners. And many of us have 

begun the process of thinking in Chinese so it’s still very difficult to build sentences 

for us. In English, even if our English is not very good, because of our environment 

somehow we know how to build English sentences so I think it’s convenient right 

now for us to speak English because of that because it’s easier for us to think or build 

a sentence. Chinese sentences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many of our languages so I 

think right for us. We are lazy. ＂(觀&訪 20120201，行 74-81)  

SC2：“However when we are with Chinese friends, we do try to speak in 

Chinese sometimes because we know that will be sometimes, most of the time they 

would be very polite be correcting our bad Chinese structure so I think it’s beginning 

to . ＂(觀&訪 20120201，行 83-85) 

此時 SC2 已經學了兩期的中文了，中文詞彚量及語法量不足，外國朋友的

中文程度不一，和別人溝通的方便性以及用中文思考耗費力氣，這些是 SC2 覺

得他在生活中不常使用中文的原因。但是如果和臺灣朋友在一起，他會試著多說

中文，因為他知道臺灣朋友會客氣地糾正他，並告訴他正確的說法。 

SC2：「我有，買東西的時候，我有很多的機會可以說中文。」(觀&訪 20120412，

行 232) 

SC2：「我們不可以用很多 vocabulary, 所以 many things, 很多的意思我們不

可以說，所以我們用西班牙文。」(觀&訪 20120412，行 243-244)  

SC2 學習華語邁入了第三期，在生活中他在買東西時有很多機會可以說中文，

但是和朋友在一起時，受限於有限的詞彚量，他還是用西班牙文。 

SC2：「我沒有跟我的鄰居聊天，因為我平常聽不懂他們的發音。」(觀&訪

20120607，行 2) 

SC2：「我覺得很多人說話的時候常常，有的發音說得 zh, ch,shi,有時候他們

說 d d d ，所以對我很難，再說我下課我回家的時候常常不聽，所以我的 hearing, 

not adjust to it.所以兩個問題，我的問題，他們的問題，可是我覺得我的問題很

important,很重要。(觀&訪 20120607，行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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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華語超過半年的 SC2 聽臺灣人說話時，在辨別一般人的發音上還是有困

難，一部分是他的聽力不好，另一部分是一般人的發音不像他在課堂上所學那樣

的準確。  

SC2T3：「對，甚至下課的時候他跟 M，跟他們中南美洲的同學也大部分都

說中文，他真的這一點非常棒。比方說 M 有一個部分他不懂，然後 SC2 要幫他，

SC2 也用中文幫他。」(訪 20120608，行 365-367) 

SC2T3：「可是 SC2 有時候會跟我們班美國學生說英文，可是很少了。」(訪

20120608，行 373) 

SC2T3：「一定是中文了，可是日本人想跟他說英文。」(訪 20120608，行

375) 

雖然在生活 SC2 能夠用中文和別人交談的機會不多，但是在課堂上他儘量

和同學說中文，這樣的態度讓他第三期的老師很欣賞。 

SC2T4：「會，比如說班上會說英語的學生，他就會跟他們說英語，像日韓

的學生他們英語不好，他就會跟他們說中文。」(訪 20120522，行 29-30) 

SC2：「一定，因為現在我覺得我可以我會聽得懂很多句子，然後我的生詞

這個學期我的生詞進步了，所以我覺得我會多練習說話。」(觀&訪 20120816，

行 68-69) 

這是 SC2 學習華語的最後一學期，他的中文表達能力增加，對自己的聽力

及生詞量具有信心，此時的他雖然在課堂上還是會使用英語，但是他覺得他會多

練習用中文說話。 

五、“I think it’s difficult to make Taiwanese friends for Latin American＂ 

來到臺灣結交在當地的臺灣朋友，可以幫助外國學生認識不同的文化；多練

習用華語和說華語的母語人士溝通可以增進語言能力。但是找到一個臺灣的朋友，

對 SC2 並不容易。 

SC2：“I think it’s difficult to make Taiwanese friends for Latin American 

because we are too maybe our way for being is too intimidating some because we 

tend to get so close and we have the reputation be of liking a lot of or being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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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that’s the generally idea they have a… so it’s 

difficult for us to make friends. Not impossible, but it’s not so easy. ＂(觀&訪

20120201，行 251-255)  

“We are loud, very loud, that we are disorderly, that we are not very strict about 

time, and that we have girl friends in every town that’s the idea most Taiwanese have 

about ourselves. ＂(觀&訪 20120201，行 257-259) 

從拉美文化進入到臺灣文化，處在當中的 SC2 感到臺灣人與朋友相處的模

式和他截然不同，他更熟悉朋友之間親密無間的相處方式，加上拉丁美洲人向來

給人吵鬧、混亂、不守時、有很多女朋友的印象，使他覺得交到臺灣朋友不是不

可能，但是是很困難的一件事。 

SC2：「我覺得有的臺灣人他們會到外國去，他們了解我們，但是一樣的情

形在瓜地馬拉，瓜拉馬拉人到外國去的瓜地馬拉人，他們了解外國人，可是不旅

行的瓜地馬拉人，他們有很多不對的想法。」(觀&訪 20120201，行 261-263) 

SC2T1：「 他曾經提過台灣有些人對於陌生人的態度比較冷淡，也許是語言

的隔閡造成的誤會。 」(書面回答 20120823，行 16-17) 

「學生對於台灣文化應該都很有興趣。 我會鼓勵他們跟台灣人交朋友。交

朋友的難易應該和個性有關無關國籍。 (書面回答 20120823，18-19) 

因為不了解彼此而對對方有著不對的想法，SC2 覺得這種情形不論是瓜地馬

拉人對臺灣人，或是臺灣人對瓜地馬拉人都會存在。SC2 學習華語的初期，他的

第一位老師覺得也許是語言的隔閡讓他對臺灣人的感受不佳，但是交朋友的難易

度和學生本身的個性有關，而不是他的國籍。 

SC2：“ And I tried the language exchange partner, we spoke very few Chinese, 

from my part I wasn’t confident still to speak Chinese and after the first term, we 

didn’t met at all so, I mean, and the relation of the exchange of the bounce between 

Latin America, the Latin America friendship are very strong so I think that’s might be 

correcting to open or to get the friendship quality from Taiwan. ＂(觀&訪 20120426，

行 160-166) 

剛始學華語不久，SC2 試過找語言交換，但是那時他的中文能力不好，對自

己缺乏信心，他感覺他和語言交換之間無法建立和拉美朋友一樣緊密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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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2：“ I don’t like to be with other people not able to communicate. ＂(觀&

訪 20120607，行 20) 

SC2：“Yeah, but it’s a very different thing. So, some people were really 

welcome me, very open to welcome foreigners but others were not really too 

comfortable. Actually were kind of a 他們覺得很麻煩。＂(觀&訪 20120607，行

25-27) 

 “For the competition, so there’s to develop their skill, so when I was a new 

person some of them were not comfortable having somebody that wasn’t up to their 

level. So I keep feel the environment some people were really friendly but others were 

not comfortable. So I decided to leave. ＂(觀&訪 20120607，行 50-53) 

初期 SC2 也曾試過參與學校的社團活動，那時他的中文不足以了解別人在

說什麼，必須有其他的社團人員為他翻譯，有些人樂意，有些人不樂意，加上社

團要參與競賽活動，大家都自顧不睱，於是他選擇離開。 

SC2：“No, I want to communicate but wasn’t able to so it’s really frustrating not 

being able to communicate. My whole life here. ＂(觀&訪 20120607，行 36-37) 

SC2：Chinese. If I speak English it’s not the issue, it’s not difficult, but I tried to 

speak Chinese it’s a… I like to communicate many different things and my 

vocabulary and my sentence structure is still very limited, so it’s very tired of trying to 

communicate but not being able to convey all idea. (觀&訪 20120607，行 117-120) 

這時 SC2 已經在臺灣待了九個月，他想用華語和人溝通卻受限於有限的詞

彚和句子結構，他無法傳達自己的想法讓別人了解，他覺得他在這裡的生活都像

這樣無法和人交流，建立關係，讓他十分沮喪。 

SC2T3：這也是臺灣人的問題，臺灣人只對白種人有好感，臺灣人對什麼人

有好感？」(訪 20120608，行 737) 

「對啊，看到黑人，看到同種人，我覺得臺灣人對日本人很友善，對韓國人

很友善，對說英文的，金頭碧眼的人很友善，對其他的我覺得臺灣人不友善。我

覺得這是臺灣人問題，不是他們的問題。」(訪 20120608，行 739-741) 

「我會主動跟他們說，你在臺灣會碰到什麼樣的人。比方我剛好今天講到這

個主持部分，有的句子我覺得是個機會跟他們說一些臺灣的事情，我會跟他們說。

我會先跟他們說有時候臺灣人沒有你們想的那麼好，我說臺灣人有很多人沒有禮

貌，臺灣人插隊，臺灣人有可能橫衝直撞，臺灣人可能隨便吐痰，臺灣有很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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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人，但是如果有時候臺灣人對你態度不好，你們不要放在心上，因為這是臺

灣人的錯，不是你的問題。如果你覺得臺灣人看不起你，那是他們的錯，不是你

的錯。」(訪 20120608，行 745-750) 

臺灣人並不是以開放的態度平等地對待外國人，SC2 的第三位老師指出具有

某些特徵的外國人會受到臺灣人的青睞，但是對於不具備這些特質的學生，他也

鼓勵他們不要氣餒，不要認為是自己的問題。 

SC2T3：「可是我覺得他們的心態要調整，你在國外你就是要勇敢。因為你

不勇敢，你的問題就解決不了。我一個人在國外碰到任何問題，你就要勇敢的解

決，不然怎麼辦。所以你不懂你一定要問啊，我也聽不懂菲律賓人說的英文。所

以你就是要問，你就是一定要搞清楚到底要教給學校什麼東西，所以我覺得他們

也一樣。但是他們還年輕，但是年輕也就是他們的本錢啊，所以他們更應該要多

去拓展他們的人際關係，他們要有這個覺悟。」(訪 20120608，行 726-731) 

想要在臺灣建立人際關係，SC2T3 覺得學生得改變自己的想法才能突破困境，

他們必須自己學會勇敢地跨出第一步，沒有這樣的覺悟就不能抱怨交不到朋友。 

SC2：「我覺得因為他們可能有一點兒不好意思，一點兒那樣，他們可能怕

我們聽不懂，然後他們問我再說一次，我們可能覺得不舒服。所以我覺得是那一

樣。」(觀&訪 20120816，行 42-43) 

SC2：「有一點兒，臺灣的社會跟我以前學校的認識的這麼不一樣，可是我

知道是一個慢慢的過程，所以我應該試試看，我可以用一個很 open 的想法。我

知道是很難，可是我得試試看。」(觀&訪 20120816，行 62-64) 

「(我敢跟臺灣人說話)如果我該跟臺灣人說話。」(觀&訪 20120816，行 66) 

隨著語言能力的增加以及更多的生活經驗，SC2 漸漸轉變他的想法和態度，

先前他覺得和臺灣人說話、交朋友很難，但現在他已經知道困難的地方在哪裡，

SC2 學華語的最後一期，他願意試著去突破，慢慢地建立起他在臺灣的人際網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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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案例二學習動機的故事  

 一、“Over there is better than here＂ 

離開自己的國家到異國求學，這並不是 SC2 第一次嘗試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對多數瓜地馬拉人而言，接受新事物帶給他們的是恐懼多過於好奇，保持現況好

過追求改變，但是 SC2 並不滿意瓜地馬拉的現狀。 

SC2：“I would say that on the most from of Guatemala at least, so we don’t like 

to learn new things if it needs too much effort. So I guess that’s one thing. The other 

even though we receive openly visitor from other places , we are afraid of new things, 

so getting in close to another culture is a might not be too comfortable for many 

people.＂ (觀&訪 20120112，行 19-23) 

SC2：“Most of the Guatemalans maybe 80 or 90 percent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Oriento food besides from we call it chamian.(觀&訪 20120112，行 28-29) 

SC2：“It’s difficult. I guess it’s fear of the new things. I’ve noticed most of my 

fellows are not very open to new experiences.(觀&訪 20120112，行 38-39) 

多數的瓜地馬拉人害怕接觸新事物，對外界的認識有限，炒麵就是他們對東方

食物的認識。SC2 在學校認識了中國的文字和文化，他對東方好奇多過於害怕。 

SC2：“Yeah, it’s offer most of school, not all of them are very good. You can 

see the education it’s regulate to some stand that it’s a rule standard. So public school 

has lack of resources. Their standards are very low. If you go to a public school your 

educational level would be very low. You will have difficulties going to the university 

because you don’t have the bases or you would attend very short period of classes 

because teacher will be very frequent on strike asking for more free time or asking for 

more money things like that. Or given for political reasons push improve some policy 

of concerning some other thing. If you go to the private school, there’s a lot of 

corruption in our government private school might offer good program but most of 

the private school are just be for the revenue and the education quality is substandard, 

it’s not as bad as public school might be. They are not good as well, so there are 

private schools that plain to teach English, even the professor not know the language, 

so it’s a shame.＂(觀&訪 20120112，行 4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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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瓜地馬拉，儘管私立學校可以提供比公立學校好的教育，整體而言，學生

獲得的教育品質還是不佳，這其中有政府的因素也有老師的因素。SC2 念小學時

就讀於私立學校，之後的高中和大學也是私立學校，他的學費都依靠他念書領獎

學金，因為他的家庭負擔不起昂費的學費，但是他知道私立學校才能讓他學到些

什麼。 

SC2：“The Education in Guatemala the public situation is really bad, low 

quality, there’re not enough resources to pay the professors or to keep the school 

classroom in good states, there’re many cultu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effort involved 

studying, so if it’s a public school student just want to do usually, not often but usually, 

only necessarily to pass the score just to pass the class. And if they have the chance 

not to go to school, they won’t go. ＂(觀&訪 20120607，行 130-135) 

SC2 不去公立學校就讀的原因是因為公立學校的教育品質非常低落，學校往

往沒有經費來維持校舍及支付老師的薪水，如果學生可以不用去學校，他們通常

都選擇不去上學。 

SC2：“Most of the colleges are private. And there’re two kind of private college. 

One that those for you go to, you pay your fees, and even if you are not very good 

student you are not graduated. So those colleges have the reputation of being bad 

quality professionals. And those are rather good quality but very expensive, really 

really expensive. ＂(觀&訪 20120607，行 174-178) 

SC2：“If you want to go to a private university you are required to do admission 

study; if you want to go to public, national university, sometimes, most of the private 

required admission test, that most of the time you can buy the test. ＂ (觀&訪

20120607，行 237-239) 

SC2：“Yes. They can even purchase their own title. It’s shame but it’s true about 

the situation.＂ (觀&訪 20120607，行 245-246) 

私立學校的教育品質雖然比公立學校高，但是學費也很高；通過考試的門檻

兩者或許是一樣地低，學生可以付錢通過考試或是直接幫自己買一個頭銜。瓜地

馬拉的教育環境不能提供 SC2 想要的教育品質，學生對學習的態度和他更是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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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2：“The attitude of studying is different. Many people go to study just 

because they have to because they have to learn to read and write because they have 

to learn how to do math mathematics cooperation. ＂(觀&訪 20120412，行 140-142) 

“Might not be a good job because they know someone saying that going to 

college they might do a favor to someone and get a job base on the their person they 

know and no under meth. ＂(觀&訪 20120412，行 151-153) 

“I am going to be honestly that many people are just go to school because they 

have to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what other people say of them. For them it’s 

enough to have a high school diploma, that’s it. ＂(觀&訪 20120412，行 162-164) 

“People don’t go because they don’t want sometimes so because they prefer to, 

they think as being too much effort and they can get the same things or more they 

think by using their people they know. They using their connections. I guess you 

know an example of that. ＂(觀&訪 20120412，行 167-170) 

SC2 希望能在學校獲得知識，但多數的瓜地馬拉人念大學不是為了求知，而

是因為將來從事的工作需要一份學歷，如果一個人有關係，取得工作和學歷都不

是一件難事。 

SC2：“At the medium level college, you can go to get a job in an office being 

low level management position. That usually sales, most of the people working an 

sales, or in banks in low level positions or medium levels. If you get out from a 

medium quality college but expensive, you might be able to get a good job depends 

mostly on the who you know. ＂ (觀&訪 20120607，行 180-184) 

SC2：“A lot of people with much education like to go to, want to get 

government job, a lot of people with in Guatemala, a lot people with low education or 

with mediocre abilities because they know they don’t know a thing but they know 

how to related to other people until the how old they are or things like that they will 

keep their job. So, for them it’s a good job but I won’t consider as a good job for me. 

So if you graduated one of the better quality schools, better quality universities, for 

example you might end up in charges of different account at a medium or large or 

managing small company or large company or in charge of a technique apartment, 

you might even end up with and teaching in a high school or in the university, that 

would be options after you graduate from a good quality university. ＂(觀&訪

20120607，行 214-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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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等的大學畢業可以取得一份銷售員的工作，從中等但是學費昂貴的大學

畢業你的工作取決於你認識誰，從好的大學畢業可以擔任主管職。許多人認為在

政府單位工作是一個好的工作，但是你得有關係而不是學歷。SC2 有好的學歷但

是他不認識任何重要的人，他也不認同那些在政府單位工作的人的態度，所以他

並不想在政府單位工作。 

SC2：“I think that’s an interesting about Latin America, we are not too afraid of , 

not everybody, but we are not afraid of taking thus of news, it happens to many 

countries but I guess in our cases we don’t have too much to lose because is either 

that of being have taking the risk going to country we don’t know or staying in our 

society or we can get till by going out to buy something or stay with our life really 

miserable because we don’t know the right person, the perspective of staying here or 

going here we don’t know here, we tend to think ok. This might be a very future for 

me. ＂(觀&訪 20120412，行 184-190) 

SC2：“I don’t think it’s about much about adventure but in many cases it’s 

about a better future, about the perspective, like over there it’s better than here. It’s the 

usually thinking of Latin American, over there is better than here. ＂ (觀&訪

20120412，行 195-197) 

多數的瓜地馬拉人都害怕改變，但是沒有關係的人留在瓜地馬拉日子是一樣

的悲慘，沒有什麼可以損失的。 SC2 不滿意於馬地馬拉的社會氛圍和教育環境，

來臺灣念書，這對他不是離鄉背景的冒險，而是希望環境能給努力的人多一點公

平的機會。 

二、“I came under Taiwan scholarship＂ 

為了能夠繼續深造念研究所，SC2 申請臺灣獎學金來臺灣念書，如果沒有這

份獎學金，繼續待在瓜地馬拉，他不可能有再念書的機會，為此，他相當努力地

爭取這個機會。 

SC2：“I came under Taiwan scholarship and we need to study Chinese, part of 

knowing Chinese culture that I can go to a program only English.＂ (觀&訪

20120110，行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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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this is the third year that I apply before getting the scholarship. ＂(觀&訪

20120110，行 16) 

SC2：「第一個是我不需要自己，因為我只要念書是第一個，第二個我住在

宿舍，可是臺灣的獎學金需要學生很獨立，不一樣，可是都是很好，都是很好的

機會，我覺得都是真的真的很好的機會，如果，我沒拿到臺灣政府的獎學金，我

不可能決定這些，在瓜地馬拉或是在別的國家不可能。」(觀&訪 20120725，行

36-49)  

經過三次申請，SC2終於得到了這個機會，他主要目的是要來臺灣念研究所，

學習華語只是獎學金的其中一項要求，以後他在念研究所的課程還是以英語為主。

他曾申請過獎學金去美國念大學，他覺得不管哪個獎學金對他都是很好的機會。 

SC2：“Yes and No, because that will be the purpose behind those kind of 

opportunities, however, I don’t think they did mention the responsibility or They don’t 

very clear their job afterwards. They came because the opportunity. The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is kind of cooperation. Because I don’t think they clean them, they 

just O.K. you want to go, go. No evaluations. No language efficiency. They tell them 

learn both languages. They will teach them both languages. ＂(觀&訪 20120110，行

33-38) 

SC2：“All the supervisors do not understand of this opportunity. ＂(觀&訪

20120110，行 41) 

然而，並不是所有拿獎學金的學生都和他一樣要經歷辛苦的申請，也不清楚

到底這個獎學金到底要他們做些什麼，甚至連計畫的負責人也不清楚臺灣政府提

供了什麼樣機會給他們，這些獎學金生在不清楚自己的責任和義務下來到臺灣，

他們以為他們會學到英語和華語兩種語言。 

SC2：「我知道。對我來說，我們，他們要那一個國家的人認識臺灣的人，

然後他一個人回家的時候，他很容易了解臺灣的需要，所以如果臺灣有問題或是

臺灣需要機會，一個人可能跟他的國家的人說話，臺灣是很好的國家，臺灣的文

化很好，臺灣的生活比我們好，所以我們應該做臺灣的一樣。所以我覺得一個是

因為臺灣的政府要外國的需要別的國家的機會，第一個。第二個是因為如果一個

學生住在臺灣以後，回家他們可能跟他的家人，他的朋友、同學介紹臺灣的生活，

這個容易幫助臺灣有更多機會，我覺得是那一個機會。」(觀&訪 20120725，行

6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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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2：「Diplomatic.不知道別的國家的 financial, 臺灣的 financial 很厲害，很

厲害的國家，所以他們不一定要很多國家幫他們，可是 politically，政治的他們

需要。」(觀&訪 20120725，行 77-78) 

SC2：「我覺得 the government is interested in having allies with them. The local 

government, so they offer the opportunity, so that people in key government offices 

maybe helpful to Taiwanese citizens when they come to Guatemala. 」(觀&訪

20120110，行 26-28) 

SC2 覺得臺灣不需要經濟上的幫助，但是臺灣的政府需要更多外交上的同盟，

透過提供獎學金讓在政府單位任職的人員來到臺灣，藉由這個機會讓他們更了解

這個國家，使臺灣在外交上得到更多的支持，這是他認為為什麼要讓這些獎學金

生來臺灣。 

SC2：「如果他們在這邊學得不好，我覺得他們，對他們沒關係，因為在我

的國家，他們是不好的學生，他們原來是不好的學生，所以我覺得……。」(觀

&訪 20120725，行 85-86) 

「我覺得他們別得到獎學金，因為有別的學生，有別的人是很好的學生，所

以他們拿起來那一個人的 pay，他們 change 那一個學生的 pay。可是對我來說，

我不知道是真的，在瓜地馬拉的臺灣的 embassy, 他們讓一個學生來臺灣，他們

讓這種人來臺灣。」(觀&訪 20120725，行 89-92) 

「因為他們需要瓜地馬拉的政府的，他們要改變瓜地馬拉政府的看法，所以

他們讓這種人來臺灣。他們都是政府的人或是政府人的家人。」(觀&訪20120725，

行 94-95) 

「我覺得不是，我覺得是臺灣的 embassy 需要那樣，可是瓜地馬拉，我們的

政府，他們 don’t care，他們不在乎，他們只在乎如果他們給。」(觀&訪 20120725，

行 97-98) 

「不是給政府錢，比方說，如果一個政府人的孩子來臺灣，因為臺灣政府給

他獎學金，所以如果臺灣政府或是臺灣embassy在臺灣，要做一個特別的project，

一個全部人很容易可以 ok 做那一個事。我覺得是 year of from Taiwan that 

government don’t talk about 所以他們要給壞的人獎學金。」(觀&訪 20120725，

行 100-103) 

臺灣獎學金對 SC2 是得之不易的機會，他珍惜能夠來臺受教育的機會，也

希望來到臺灣的獎學金生能夠好好念書，不要浪費了這珍貴的機會，但是不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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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生不在乎，連雙方政府單位也不在乎這些學生在臺灣學得好不好，瓜國政

府只要臺灣政府給他們錢；臺灣政府想要在瓜國做事方便。  

SC2T3：「他們大使館裡面有一個爭權的流程，然後我聽到的，我不敢說一

定是這樣，但是我聽到的是。其實給他們獎學金就是拿來作為籠絡我們在當地的

外交官。比方說他是某某權貴的小孩，給這些有錢人，有勢力的小孩，不是給貧

寒的。比方他有天分，他表現很好，可是他沒有錢，讓他來的很少。」(訪 20120608，

行 665-668) 

SC2T3：「我在帛琉那個社區學院我開了中文課，這個中文課是給一般社會

人士來學的，其中有一個 17 歲的高中生他來學，然後他學的不錯，很聰明。然

後我就問他你為什麼學中文，他說他即將要去北京念書，他家裡是跟女王有很深

的關係，也是當地權貴的小孩了。後來大使館問我你們班上是不是有個誰誰，我

說對。他說那他之後要去哪裡念書，我說他要去北京念書。他說啊。我們開中文

課讓他先學會中文，可是他去北京。」(訪 20120608，行 692-697) 

這樣的情形不只是在瓜地馬拉，SC2 第三位老師任教於帛琉時也有同樣的狀

況，獎學金的用途在當地不是為了幫助有志向學的貧寒學生，而是把獎學金做為

一種好處，以此建立臺灣政府在當地的關係。 

研究者：「我聽過一個美國學生這樣說，你聽聽看，他們臺灣政府給很多獎

學金給中南美洲的學生，可是又讓他們太容易又拿到了，就算考試沒考好，一樣

可以拿獎學金，等到這些學生回國以後，他會跟他的政府說，臺灣人的錢很好拿，

以後你要錢，你就跟臺灣要，你贊成這樣的說法嗎? 他的說法是對的嗎?」 

SC2：「我覺得是對的，我覺得是對的，因為你知道這個來臺灣讀一年的人，

他們不需要到那一個華語的考試，所以他們不 care 如果學得不好或是學得很好，

他們不 care，所以臺灣政府在給這個人華語的考試，他們應該從這個人每一個月，

分數應該是 80 以上，每一個月。」(觀&訪 20120725，行 107-114) 

研究者向 SC2 提出一位美國學生的觀點，SC2 同意臺灣政府現行的獎學金

考核辦法衍生的問題不僅僅是在領取獎學金的當下，而是更深遠地影響到瓜國對

臺灣外交上的態度。 

SC2T2：「這個獎學金給是臺灣的教育部，你好你壞他都頒獎學金給你。」(訪

20120223，行 16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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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2T2：「當然就是為了要給他們獎學金，所以很多老師都放水。呃，三個

月每天在一起，你會覺得每天很辛苦，就放水。所以我期中考就是放水。」(訪

20120223，行 171-172) 

現行的獎學金考核辦法只有兩層，華語中心的老師給學生考試，教育部看學

生的分數頒發獎學金。在源頭的老師放水給學生，後端的教育部是不想管也管不

到。 

SC2：「如果你不進步，我們要你回來，你回去，可是我看到不是 it isn’t like 

that.因為在政大 they don’t know how to, like humor they began being joke, in the 

substitute, and they should have done it since day number 1 because they were, they 

got the impression that they could do whatever they want, and the that’s expecting to 

even the person they didn’t show Guatemala people or other people and even show 

people like myself work day to day to show that we are appreciate, and it’s really 

unfair, it is unfair to other people in Guatemala this opportunity ,maybe it’s the first to 

other Guatemalan and they didn’t much about that Taiwan has the opinion about us, 

they think that we won’t care, but it’s not true , it is because they have allowed bad 

people to come. 」(觀&訪 20120725，行 117-126) 

獎學金制度應該是要讓臺、瓜兩國增進對彼此友好的印象，但是臺灣政府沒

有嚴格把關讓不認真的學生來臺灣，讓臺灣人民看到這些不好的學生，以為瓜地

馬拉人都像這樣，以負面方式看待所有瓜地馬拉學生，這對像 SC2 每天努力念

書的學生非常不公平，也無助於增進彼此人民的互相了解。 

SC2：「可是我覺得辦公室應該從一開始，他們應該做那一個，如果你不，

你的分數不是，我們 take away your scholarship, 因為我覺得，臺灣的文化跟我們

國家的文化不一樣，臺灣人他們 know what to do, and they know they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hey don’t watch them，別人拿 scholarship。瓜地馬拉人不一樣，相

反的，他們 like, they like to be pushed, most of the people liked to be pushed. I told 

you long time ago that not many Guatemala people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study. Not many Guatemala people know they have to do things for themselves 

because it’s good for them and for other people, that’s true. What is happening right 

now many things happen in our country and with our hope, so in order to prevent that, 

first and end up we have to stop giving favors to people in government. But it’s really 

particular government to Taiwan government because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but 

they have to stop doing that if they want to avoid that later conflicts, however, if they 

can’t do that because they can’t to pay whenever people have arrived study, but 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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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be very careful, very very carecul. If they won’t, they don’t go to class, they 

don’t do well in the classroom, it’s already in the student handbook, so they can take 

way and send us home, and any argument against that, ok, here it is, I said this, you 

have already told those students, so I am sorry, but you have to go. Without any regret, 

and don’t’ feel guilty, because I know that for Asian people that kind of situation of 

conflict, for us it’s not an issue, to think we have to send the student back. Send him. 

What I know Asians you can show whomever argue but won’t stop, but that person 

play a good student. So you can, we will do with any regret only low understanding. 

So this should do like that because they have the firstly the directly the image of 

Guatemala people, of people study here, of people wait, and it affects people do 

actually what they have to do. So it’s like an good example for people. It doesn’t have 

a big process. So if something like this happen, you have to, to find out how to do 

keep the student stay because they don’t have money. And people that cause the 

problem, they need to find themselves what happen because their family sends them 

money every month.」 (觀&訪 20120725，行 130-157) 

SC2：「可是我覺得那一個是文化的問題。」(觀&訪 20120725，行 166) 

同樣拿獎學金，臺灣學生和瓜地馬拉學生的表現出的態度和行為截然不同，

瓜地馬拉學生需要人不斷地督促，給他們壓力。華語中心應該了解拉美學生在學

習態度上存在文化的差異，在學生來到臺灣的第一天就嚴格的定下規範並執行。

表現不佳的瓜地馬拉學生不僅給人觀感不佳，更會影響到別的學生。SC2 不想被

人認為獎學金生，特別是瓜地馬拉的學生不用功，因此努力讀書擺脫這種負面的

印象 。 

 三、 “I know the future will be very visible＂ 

來臺灣以前，SC2 在銀行、電信公司工作過，他也致力於幫助貧困的孩子能

接受教育。他知道，接受更多的教育才能有更好未來，學習更多的語言代表有更

多的機會。 

SC2：“Few of them are Chinese; most of them are Korean and Taiwanese. 

Because Korea and Guatemala has very strong commerce exchange＂.(觀&訪

20120112，行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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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2：“Nowadays they are amount software made in China more technological 

challenges among China are a lot more, so it’s might be very useful my position.＂ 

(觀&訪 20120216，行 48-49) 

SC2：“There might be companies want to go to China to buy software, 

hardware, program so I would be getting myself in the middle.＂ (觀&訪20120216，

行 51-53) 

SC2：“And talk to the programmer in China, or to the supplier in Singapore 

cause I know the language＂. (觀&訪 20120216，行 58-59) 

學會華語對他代表更多的工作機會，在他所處的電腦軟體產業，各國公司正

想積極打入中國市場，憑藉著他的專業和語言能力，他可以找到一份不錯的工

作。 

SC2：I am very curious. I like to learn about everything since I was very little. In 

particular, I like culture from the east so I like Japanese culture, Chinese culture.(觀&

訪 20120112，行 60-61) 

SC2：“I would like to, but change begin within oneself and I can’t keep whole 

things if people don’t want to change, I kept whole change. And I for 10 years, I 

promoted change, the place I knew I kept promoted, I worked with young people and 

with young children for 10 years, and I know these people do well and learn, I 

realized how type with the different person, that what things I do, for me I need to go 

home. And I know that many other way will be difficult for me to promote, so I know 

both of language, right now for my benefit, cause I have been working for other 

people for too long, I need to grow. ＂(觀&訪 20120725，行 226-233) 

除了提供更多的工作機會，學習華語也幫助他滿足個人興趣和自我實現。他

從小就充滿了好奇心，對東方文化很有興趣，過去十年他致力於提振孩童教育，

從中他獲得許多經驗，這一次他要幫助自己成長。 

SC2T3：「可是 SC2 是一個很特別的例子，SC2 他年紀不小了，可是他很清

楚他自己要做什麼，看的出來他是一個有目標的人，他知道他得學好中文，然後

他很用功。」(訪 20120608，行 6-8) 

SC2：“Sometimes. I know that sometimes I need to work harder but I am really 

convince if I want to get some I have to work very hard, very hard to get, and I know 

if I don’t work hard I won’t get it. I can’t complain＂. (觀&訪 20120607，行 256-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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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2 相信只要自己努力，他會成功；但是如果自己不努力，他一定不會成功，

他不能怨天尤人。未來是在他自己的努力之中，他會看著自己實現目標。 

參、案例二學習風格的故事 

一、「他(SC2)會主動尋求老師的協助。」 

SC2 在他四位老師眼中和大多數的拉美學生不同，他的學習態度主動積極，

有好的學習習慣，會懂得利用他過去學習外語的經驗及各種學習方法。 

SC2T1：「SC2 是一個非常認真學習態度相當嚴謹的學生，總是積極參與課

堂活動，而且樂於幫助其他同學了解課程內容。」(書面回答 20120823，行 3-4) 

SC2T1：「不過他會主動尋求老師的協助，遇到不懂的地方會註記並問老師。」

(書面回答 20120823，行 7-8) 

SC2T2：「而且我覺得他不會到讓我覺得很頭痛是因為，就是相較之下，他

們這個班的同學他已經算狀況很好了，而且他的偏誤是我可以接受的，他的一些

狀況我可以接受，因為我覺得他的，他可能是年紀比較長，他會怎麼講，第一個，

他自我期許比較高，然後再來他轉得會比較快，可能同樣一個，因為我說他聽的

能力不錯，所以比方說，我一直跟他們強調，我們不能說你不比我很高，我只要

說一次，他會背下來。」(訪 20120223，行 76-81) 

SC2T3：「我覺得他表現的很好，他在我的班表現非常好，功課寫的非常好。

讓我覺得很佩服他，他寫功課非常仔細。」(訪 20120608，行 11-12) 

SC2T4：「學習的習慣很好，不懂的地方會馬上弄懂，也會主動發問。他會

一直練習寫，他覺得寫對他很困難。」(訪 2012522，行 20-21) 

SC2T4：「他有學習第二語言的經驗，自然比較容易。他很認真，作業總是

第二天就交了，寫得又好。但口說能力不好。」(訪 20120522，行 2-3) 

當 SC2 遇到不懂的地方，他會主動發問；老師糾正過他一次，他會把正確

的內容背下來；他知道自己寫字寫得不好，就一直練習寫。他在自己能努力的範

圍內盡力督促自己。 

SC2：「我聽得懂，看得懂，我喜歡考試，因為我覺得考試是一個辦法。」(觀

&訪 20120628，行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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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2：「所以我從小孩喜歡考試。現在很多事我不懂，所以我有一點兒沮喪。」

(觀&訪 20120628，行 33) 

很多學生不喜歡考試，但是 SC2 習慣將考試當作幫助自己學習的方法。 

SC2：“I was thinking when I was a child, I was learning about China in my 

Geography basics and I teary remember about 2 names, 黃河 the yellow river, in 

Spanish is “huánghòu”, cause we don’t have the “e” sound. So the teacher told us 

“huánghòu”, it’s “huánghé”. So the yellow river and 揚子江。So I was thinking “sa” 

我的 first syllable, my last name, and 褐色, which somehow sounds like one of my 

name. 褐色 Jose.”(觀&訪 20120116，行 5-9) 

SC2 還會利用聲音的聯想把華語和西班牙語的詞彚作連結。 

SC2：“Oh, most of the time if I don’t find it over here, I go into English and 

then they have different so I go like that. Which one makes a little bit sense. If not I 

go to Google translate. It’s not very good; this is my last resource because it’s not very 

accurate. This one is good but you need some part of the character or meanings. ＂

(觀&訪 20120209，行 13-16) 

SC2T3：「我會跟他說你要在家先預習，你預習的話要先把這些字的意思搞

懂。網路很發達，你可以先上去查，這個西班牙文是什麼意思，課本都有拼音，

你可以上去查，字典很方便。那你如果不行的話，你查查英文，英文再翻譯西班

牙文，不然怎麼辦。」(訪 20120608，行 351-354) 

除了善用過去的學習經驗和學習方法，SC2 還有查字典以及預習的好習慣，

這些良好的學習基礎，對他學習華語有一定的助益。 

 二、「他(SC2)這班的特色就是我要快。」 

SC2 在第一期之後被變相地留級，這是當老師覺得學生的能力不足以升上下

一級時，會採取中間的做法，老師不會再從頭教一次，但是會用別的教材補強他

的基礎，他才能銜接上下一級的程度。這種做法只有華語中心的老師知道，學生

並不曉得自己被留級了。 

SC2:「我對他說我擔心我學中文學得很慢。」(觀&訪 20120220，行 2) 

SC2:「可是我 I am not being able to speak. People talk to me and I respond 

simple thing. 」(觀&訪 20120220，行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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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2T2：「他希望很快，他這班的特色就是我要快，可是他們沒想到基礎紥

得不穩。」(訪 20120223，行 24-25) 

「第一個同班同學有影響到，然後再來就是，可能是他我覺得他有一點點太

心急了。他一直覺得，可能他們初級班都有這樣的特色，或者是他們中南美洲的

同學都有這樣的特色，他們覺得我們要學很快，可是，我們又不能跟他們講說你

們就是跟不上。」(訪 20120223，行 32-35) 

SC2 對於自己的學習狀況感到不滿，他學得不夠快、不夠多，但在他第二期

的老師眼中，他的基礎紥得不穩，又太心急，這些學習狀況老師卻不能夠對他直

言。 

SC2T2：「但是我覺得他讓我印象很深刻，因為他，之前我介紹這個華語能

力測驗，因為是免費，所以我跟他們說你們可以去試試看，不過你們可能要報的

是 beginner，不過他就講就是要報 Level 3，那已經到《視華》三，我說可是你們

可能要先報 beginner，怎麼會，我不是 beginner，讓我印象很深刻因為他這樣的

態度。就是呃，還有一個他會覺得他在這個班上程度很好，他們的眼界太小，如

果我把他拎到 1-3 去，他就死定了。我覺得是他沒有看到自己，他的程度到底是

怎麼樣?」(訪 20120223，行 71-76) 

SC2T2：「我一直說，他太急，所以他沒辦法穩紥穩打。」(訪 20120223，行

129) 

SC2T2：「有一點點關係，就是他太急，再來就是同儕壓力，比如說他的室

友裡面有人他表現很好，學得比較快，那他就會我也要這麼快，那為什麼老師上

這麼慢，那他就會要求要快一點。」(訪 20120223，行 139-142) 

SC2T2：「我後來發現班上有一種很可怕的情形就是，你上太慢，他們就覺

得，你知道，就是，不悅。」(訪 20120223，行 144-145) 

SC2:“I am a little disappointed at this point. I am a little bit disappointed that 

have enough, a little bit of my teacher because I felt frustrated that I am not speaking 

or I mean too much homework to remember this. I felt frustrated. ＂(觀&訪

20120220，行 36-38) 

SC2 第二期的老師明顯地感受到班上學生對學習速度太慢的不悅，SC2 對自

己的程度具有相當的信心，也對自己的能力有很高的期許，學得太慢、還不能運

用所學和人溝通讓 SC2 很沮喪，他覺得這是第二期老師的問題而非他本身的能

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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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他(SC2)比較重文法。」 

學習方法因人而異，不同年紀與個性所偏好的學習方法也不同。SC2 的年紀

比較大，又具有理工的背景，他偏好學習語語法以建立他對華語的語言架構。 

SC2T2：「再來我覺得，因為他年紀也比較大，所以他會有一點點比較學理

性的東西，有些東西是我們覺得不需要去跟你講，為什麼誰比誰高，為什麼後面，

他會講說他不比我很高，那我會跟他講說，不是哦，他不比我高，接下來他一定

會問為什麼?那，我們不能那個語法書拿出來，逐一跟你講，因為怎樣，略略帶

過去，他就一真鑽這個語法點，那，很奇怪，只要大概年紀大的，大概二十五以

上到三十幾歲，都會有這樣子的情形，他會鑽沒有意義的語法點，他在說的時候，

他也會去想我接著，會去想說，咦，我是不是這個點講錯了，可是很神奇，只要

跟他講說學理性的東西，你只要略略提到一點，他就很開心。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一方面是因為可能是個性。」(訪 20120223，行 47-55) 

「但是他，他比較重文法，發音的部分他反而不會去在乎，他很在乎，而且

老師你一定要講出一套為什麼你不比我很高，為什麼，你不能跟他講說，你不能

讓他練習，你一定要講說為什麼，你就隨便唬哢他也可以，你只要跟他講為什麼，

所以他不夠全面，剛開始在上課，可能零起點的時候，很多心理建設可能老師沒

有做好，以前的老師沒有做到，所以變成他會比較偏。」(訪 20120223，行 147-151) 

SC2T2：「比方說發音的部分，再來就是表達上面，像比如說像現在教這個

語法點，然後他的練習他會做得很順，可是像如果說我們考試的話，我們要口試，

他就沒有辦法表現得跟上課一樣。」(訪 20120223，行 17-19) 

SC2 偏重語法的程度讓第二期的老師不得不說些什麼來「唬哢」他，個性、

年紀、零起點階段未做好學習華語的心理建設，SC2T2 認為這是讓他的學習產生

偏頗的原因。練習時有很多時間可以讓他專注在語法上，但是考試沒有辦法讓他

花時間去鑽牛角尖，這使得他在考試結果不盡理想，導致被留級。 

「這個學生的個性就是你要跟他講的很明，對，就是這樣子，對，中文裡面

就是有這樣的規定，主詞一定在前面，那就一定在後面，那他一定會去問，所以

我為什麼句子一定是這樣呢，對，都是這樣子，好，他把他寫下來，這個問題他

不會再犯，所以他是那種你要跟他，你要把語法書搬出來，跟他攤開來講清楚，

講明白的那種，他就不會再犯，下一次他就會很注意。」(訪 20120223，行 428-433) 

「你只要跟他講這個公式，他就會非常的開心，然後就把它記下來，然後用，

他可能覺得這是種成就感。」(訪 20120223，行 437-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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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和 SC2 一同討論中文的字與詞，英文的 word, vocabulary, phrase, 

sentence兩種語言的區別，研究者發現，用語法學的觀念向SC2解釋這些的不同，

他馬上就能理解，特別是當提到中文和英文是兩種不同結構的語言，他馬上就能

接受為什麼英文這樣說，中文不這樣說。」(觀&訪 20120202，行 1-4) 

過去 SC2 學習英語語法，成功的使他學會如何掌握英語，這讓他對這樣的

學習方式充滿信心，但他將過去的學習英語的經驗套用在學習華語上，一部份帶

給他成長，一部分帶給他阻礙。 

四、「當他(SC2)聽不懂我在說什麼的時候，他很快就會用英文。」 

SC2 注重語法，喜歡用翻譯和語言對比的方式學習華語，這讓他頻繁地在學

習華語時使用英語。 

「研究者觀察到，SC2 主要的學習困難和他說的一樣是發音的部分。有些音

是他發得不正確，有些音是他會和英文發音混淆。」(觀&訪 20120116，行 1-3) 

SC2T2：「所以平常像我問問題，我會要他們在短時間內馬上反應出來，我

不會讓他去想，他只要一想就完蛋了。就是限時間回答，不讓你去再翻譯，他已

經習慣了，課堂上我拋問題，他馬上回應，因為他會有卓越感，比其他人厲害，

而且我們會比賽，你要集中出來，所以他會非常快，因為他是狀況比較好，可是

像今天因為期末考口試，很明顯，我沒有給他限時間，他就開始在想，但是他想

他是用英語想還是用西班牙語想都不管，但是他一旦在想就糟糕了。」(訪

20120223，行 122-127) 

SC2T4：「比較抽象的內容，他會比較難理解，反應不過來。比如說，到底

就有很多意思，像請也有很多意思，他會弄混，也常受到英語和西班牙語的影響，

造出不通順的句子，這時你就會發現。」(訪 20120522，行 10-12) 

在課堂上，SC2T2 不讓 SC2 有時間先把要說的話在腦中翻譯之後再說出來，

他只能馬上立即用華語回答；但在考試時明顯地可以看出來他不是用華語思考。

SC2 到了第四期，在句子結構上還是明顯地用其他語言去思考，使他造出來的句

子不通順；發音方面也受到其他語言的干擾。 

SC2T2：「所以像另外一個，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如 G，他完全不會英文，

他只會西班牙文，他這個好處就是他跟我說話，他非得用中文不可，對，像 SC2

他有事要問我，他一樣會用英文，對，可是像那位學生他完全不會英文，他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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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文，那就糟糕了，他的老師不會西班牙文，所以說他就會強迫自己，去要

聽得懂老師上課用中文說什麼，不然他回家就不能寫功課啊，然後他一定要聽得

懂，一定要用中文跟我講話，一定要用中文問問題，因為不然我聽不懂，對，然

後就變成，他很憤怒。」(訪 20120223，行 131-137) 

SC2T2：「那我覺得他的可能日常生活的運用不多，因為可能滿想融入臺灣

的文化，我覺得他對文化還滿感興趣的，他會自己去看，然後像，比方說，之前

過，過年之前，我會準備過年吃的東西啊，一些春聯什麼的，讓他們去玩，他們

就很有興趣，但是文化歸文化，這個他回家 Google 的時候，他還是用會英文去

Google 這個文化，當他聽不懂我在說什麼的時候，他很快就會用英文。所以我

說，他們一個，不管他用英文還是用西班牙文，他一定要聽習慣老師。而且其實

在有些零起點的老師，他上課是用英文上，他這個就很可怕啦，那這個這就很可

怕，這就完蛋了。你只要用英文跟他講，他就用英文跟你講，臺灣人的英文真好，

就用英文跟臺灣人講。那就完蛋了。」(訪 20120223，行 228-236)  

SC2 第二期的老師舉另一位完全不會英語的學生 G 為例，就是因為 G 不懂

英語，所以他得強迫自己完全使用中文和老師對話，但是對已經習慣用英語學習

以及和老師溝通的 SC2，這是逼迫他改變自己原有的學習方式，他無法維持他學

習上的成就感及自信，他變得很憤怒。 

五、「我後來有點怕糾正他(SC2)。」 

SC2 的老師都肯定他正面的學習態度，但同時也覺得他對自己的中文缺乏自

信。SC2 覺得自己是非常好勝的一個人，犯錯對他是一件大事。 

SC2：“Some people are really self-conscious and it’s not easy to go ahead make 

mistake anothers are relaxing that sense. So for them to make mistake will be the 

issue. I am very competitive so for me make mistake is a really big issue. ＂(觀&訪

20120607，行 58-62) 

SC2T1：他是一位自動自發的學生，但對自己的中文略顯缺乏自信。(書面

回答 20120823，行 7) 

「當他重覆念錯相同的發音時，會和研究者說『對不起』。」(觀&訪20120116，

行 3) 

SC2：“I don’t speak any Chinese because my Chinese is so limited right now. 

It’s frustrated not be able to do the same. So I guess that’s why I frustrated not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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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le to communicate as fast or as accurate communicate Chinese language.＂ (觀&

訪 20120216，行 7-10) 

SC2：「我很怕…我 make mistakes.」(觀&訪 20120412，行 234) 

「對，我知道，可是我是 perfectionist.」(觀&訪 20120412，行 236) 

SC2T3：「他愛面子。」(訪 20120608，行 587) 

此時的 SC2 己經學了近半年的華語，但他在生活中不說華語，因為他對於

自己無法流暢精凖地用華語和人溝通感到挫折，他要求自己的表現要完美，他害

怕在交談中說錯。SC2 第三期的老師更點出了他愛面子的性格。 

SC2T3：「我覺得他真的不錯。他對自己的信心我覺得不夠，可是其實他很

好。」(訪 20120608，行 42) 

「他每次比賽活動的時候他也很積極。」(訪 20120608，行 344) 

「我覺得他好像太在意說的對不對。像有的同學他可能說的不對可還是說，

他有勇氣他就會說。比方說老師常常糾正他，然後他記住了以後，他下次就會用

對的語法說話。可是他很在意自己說的對不對，然後他就會想很久。他就想很久，

他就想要說對的句子，我覺得他怕說錯，我常常跟他說你不要怕。」(訪 20120608，

行 24-27) 

「你知道嗎？我後來有點怕糾正他，因為你一糾錯他，他就發出這種很懊惱

的語氣，我就覺得我是不是不應該糾正他，因為我不想讓他覺得挫折，因為事實

上他也沒這麼糟啊。可是後來我就覺得那我要不要糾正他，我糾正他又怕學到的

不是正確的。可是你一糾錯他又覺得很懊惱，他覺得錯，覺得學不好。然後每次

發出這種很懊惱語氣的時候，我就說沒關係，這是小問題。」(訪 20120608，行

708-712)  

SC2T4：「他會用手敲他的頭，大聲發出唉! 」(訪 20120522，行 18) 

SC2 非常在意自己說錯，當 SC2T3 糾正他時，他表現得出相當懊惱的樣子；

在第四期的課堂上，SC2T4 觀察到他會用手去敲頭，並發出聲音。這讓 SC2T3

必須去仔細拿捏如何糾正 SC2，在糾正他時也給他安慰和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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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She(SC2T1) is very open to differences＂ 

SC2 在臺灣學習華語的一年期間共經歷過四位不同的老師，他認為來自不同

文化背景的學生在學習上表現出不同的行為模式，老師們應該了解在行為背後的

文化差異性。  

SC2：“Maybe not the country specific, but the general environment, for 

example people from Latin America have the similar straits and person culture 

backgrounds. ＂(觀&訪 20120426，行 8-9) 

 “For example, we tend to laugh a lot; we tend to speak loudly, we tend to with 

our friends very much, we are very easy to have physical contact, those types of 

things to make difference. If we speak loudly, doesn’t mean that we are mad, just that 

we try to make the point not arguing against. Those types of things. That would be 

one part my last term; the other one would be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language 

center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nationality, there are some learning issues our more 

frequently certain background doesn’t mean it will mean the same with every person 

from that background, but will definitely have. ＂(觀&訪 20120426，行 11-18) 

來自拉美的學生展現出的行為和態度有時被視為是不禮貌的，這時語言中心

及老師應該去了解文化上具有區域的共性及國家的殊性，才能理解學生的行為以

及學習困難。 

SC2：“I would be general if I say for the most part tones are very difficult for 

people from Latin America, the other, writing is difficult for males.＂(觀&訪

20120426，行 19-20) 

 “So those type of things might influence somehow the learning process, might 

be their characters or that they don’t write too fast because of that, might be their 

tones understood differently. For example in the case of the phonic, Latin American, 

every Spanish speaking country would be influenced by the difference of J the sound, 

and H sound. That’s a very big difference because H doesn’t sound its like. And J has 

different it’s more like H in Chinese so that seems to make some words pronounce 

different.＂(觀&訪 20120426，行 22-28) 

 “I think it will be very important not only to learn general ideas about regions 

but about how teachers learn about pieces of our languages as well.＂(觀&訪

20120426，行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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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具備對拉美地區文化及語言的認識，才能了解拉美學生學習華語的困難

之處，比如說對一般拉美學生，華語發音以及華語拼音與西語字母間負遷移的干

擾就常常是他們的學習難點。 

SC2：“My first teacher is a, she extremely patient, very very patient. She has 

have experience teaching people from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and even though she 

might not know all the differences or all the nationalities, she is very open, to knew to 

differences. She is very open to differences.＂ (觀&訪 20120426，行 36-40) 

“And she shared her point of view as well. If there are big differences between 

one culture and last from our culture and from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Taiwanese 

culture she will choose to pile but she will be willing to learn it to notice the 

differences. I guess her patience was very important to the first step process learning 

Chinese, such a difficult language.＂ (觀&訪 20120426，行 41-45) 

SC2 指出他喜好的教師風格。他的第一位老師具有極度的耐心，對不同國家

學生的差異抱持開放的態度，並且樂於了解彼此的不同。SC2 覺得老師的耐心對

學習華語是非常重要的。 

SC2：“Our language practice was very small. She was always kind of mad. So 

people were afraid to participate and the class was very slow very, people didn’t 

participate. We have different levels in the class some were a little bit faster than 

others, but I guess because she was in personal, people were afraid to learn, they were 

afraid to fail, to make mistake, and that’s important when you are learning. You make 

mistakes, teacher know how to correct these phrases, you learn from that because you 

feel the bump that you are not O.K. that it’s wasn’t too easy to make a mistake. You 

didn’t feel comfortable when you are going to be corrected OK＂. (觀&訪 20120412，

行 64-71) 

“She sometimes act frustrated. We have to learn that thing, but sometimes we as 

a new very challenging language we forgot some phrases that instead of correcting us, 

she acted frustration like her facial expressions let you know that she was unhappy the 

thing we just learned so she did the correction that facial expression was, yeah, that 

became a little frustration. ＂(觀&訪 20120412，行 73-77) 

但是一個常常在臉上表現出不高興的樣子的老師，會讓他害怕問問題，也不

敢在課堂上犯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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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2：「我覺得他很容易……他很容易了解別人的 situation, way of thinking. 

So, 我覺得他知道 she understand how to approach people very quickly and she is 

very relaxing. She make environment very comfortable.」 (觀&訪 20120607，行

81-83) 

 “I think it’s both. Personality and how she manages the classroom. So it was 

for us to be relax in the class, we wouldn’t be afraid to ask her or to make a joke about 

something trying to use our Chinese and that make the classroom very attentive while 

she was teaching so I think I improve quite a bit with her classroom.＂ (觀&訪

20120607，行 85-88) 

 “It’s not relaxing the way that not doing anything, relax the sense I guess not 

worry about making her mad or not worry about making a mistake cause I know if I 

make a mistake she would very in a very cool way correcting my mistake, teach me 

how to do it correctly. So that really encourages me not to worry about making 

mistake.＂ (觀&訪 20120607，行 90-94) 

第三期的老師在個性上非常地隨和，他和學生的相處令 SC2 感到非常的自

在，他的態度使 SC2 不怕在課堂上犯錯並且進步了很多。 

SC2：“She has traveled a lot outside not only traveler she has lived outside or 

spent few years of time. I think she has taught outside as well, Chinese. That I am 

under the impression that study experience is different from her a broader of culture 

structure so she is very, she doesn’t take herself too serious, so she is very relaxing 

that general classroom environment sense of likeness, so we feel free to ask, we feel 

free to question, we feel free to enquire, that didn’t happen last term, we feel enquire 

over here we enquire well. And she usually uses a lot of information concerning 

culture differences or not culture difference but culture aspect of Chinese or 

Taiwanese culture. ＂(觀&訪 20120426，行 177-185) 

“She is very patient and she has the ability to not make jokes but to… she has 

sense of humor. So you know that it’s your professor, you respect her, your professor, 

but you know that you won’t get recommended if you do something awkward or if 

you do something wrong you won’t get recommended so that gives you confidence to 

make mistakes while speaking and she correct those mistakes and you learn from that. 

So I am feeling well to make a lot of mistakes while speaking because I know there 

are something wrong she will correct it and I won’t feel like I am a dump person like I 

used to feel at second term. (觀&訪 20120426，行 187-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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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most part, we take it lightly, sometimes we don’t make joke about it. 

There will be some situation some particular person might not be to, might be 

sensitive to accept that criticism, but I think for the most part making mistake and 

people laugh at it and hope to learn from it. I don’t know the situation every person 

from the culture but I think it will take a little bit like tired. For example, we compare 

our sense of mistakes to east Asia, for example, and I know that for east Asia isn’t a 

cheers, it’s that a trouble to be good in every aspect of the one. There’s something 

difference. I don’t know, we make a lot of mistakes all the time. ＂(觀&訪 20120426，

行 207-214) 

“You can’t to make mistake. We tend to if it no matter a really funny mistake all 

of us laugh not making fun of the person just making fun of the situation. I think that’s 

a kind of life environment a little bit. We don’t feel we did a thing. And we can learn 

from it.＂ (觀&訪 20120426，行 216-219) 

SC2 覺得 SC2T3 在課堂上表現出的態度和他曾經在國外教學以及去過很多

地方有關，他知道怎麼和不同的人相處，用開放的胸襟接納他們，在第三期的課

堂上，SC2 獲得很多的自信，他敢於發問也不害怕被糾正。 

SC2：「可能，因為如果我們學不好，我們不進步，進步不夠快，他一點兒

不快樂。可是如果他看到我們每天每天 pop up 進步，他要覺得放心。」(觀&訪

20120628，行 21-22) 

第四期的老師期待學生們能夠一天學得一天好，SC2 雖然覺得學不好的時候

老師會不快樂，但學生進步時，老師表現出對他們的放心。 

小結 

本節以 SC2 的學習故事從學習環境、學習動機、學習風格三方面了解 SC2

在臺華語學習適應的歷程。影響 SC2 學習適應最大的，是他本身的學習動機，

其次才是學習環境。SC2 對自我有著很高的期望，對於無法以華語流暢地和臺灣

人交談感到挫敗，在學習環境中偏向以英語和臺灣人交談。後期隨著語言能力的

增進，SC2 的自信心也跟著增加開始逐漸增加日常生活中華語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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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案例三的華語學習適應歷程分析 

案例三(以下以 SC3 代稱)是一名 20 歲的青年，他的外表比實際年齡看起來

大許多，當他的老師聽到他只有 20 歲時，嚇了一大跳。他很小就離開了家，做

過許多工作，後來到了一所慈善機構。在那裡，他遇到了他的美國爸爸。他的美

國爸爸也是瓜地馬拉人，在小時候被美國人收養，長大後回到家鄉幫助需要的孩

子。這一次來臺灣，也是他的美國爸爸叫他來的，因為他的美國爸爸認識在臺灣

使館工作的人。來臺灣以前，他不知道臺灣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個島。 

「我要給你一個獎學金，你要不要去臺灣」：案例三的學習適應故事 

壹、案例三學習環境的故事 

一、「他(SC3T2)說英文的時候我都不懂。」 

SC3 家裡有九個兄弟姐妹，他是排行最小的一個。因為家裡經濟不好，他沒

能在求學階段受好的教育，在學校學到英文，這個世界共通的語言。即使到了臺

灣，英文還是影響著他的生活和學習。 

SC3：「因為我念學校，我念了公立學校，所以沒有學過英文。」(觀&訪

20120620，行 55) 

SC3：「不認真啊，還有那時候我在高中的時候沒有空練習，是因為上課的

時候在打工，所以我的時間不一樣，因為有的時候我去得打工，差不多一點鐘到

六點鐘。」(觀&訪 20120620，行 65-66) 

SC3 的家人告訴他，如果他想上學，他得自己想辦法，因此 SC3 得打工維

持生活和學業，雖然私立學校提供較好的教育品質，但是他不能負擔昂貴的學費，

在公立學校念書的他沒學過英文。 

SC1C3T1：「SC3 的學習困難，我回想起來應該是英文方面，他英文不懂，

所以這個當然意味著兩點，意味著我上課的時候有說一部分英文，第二部分是我

們的《視聽華語》的 book，就是我們的作業本，也都是有很多英文的指導語，

還有英文的題目。比如說有一部分是英文的翻譯，他寫一句英文，然後叫你翻譯

成中文，這樣子的話，學生他如果英文不好，他是翻起來很辛苦，甚至要先問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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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以我覺得 SC3 來說，他的學習困難，我覺得是語言。」(訪 20120729，行

41-46) 

在 SC3 學習華語的初期，他的第一位老師觀察到老師和教材使用英語，使得

他學習華語比別人更辛苦，他得花更多時間將英語翻譯成西班牙語，再將西班牙

語翻譯成華語，甚至有時候需要別人的幫助。 

SC3：「我跟他(SC1C3T1)上課的時候不太喜歡說西班牙文，因為他說得慢所

以沒有用，他說英文，他說英文說得很好，所以他說西班牙文不好，說得很久，

因為他說英文很快，他想說很多句子，他說得很快。」(觀&訪 20120613，行 154-156) 

SC1C3T1 是 SC3 的第一位老師，他知道 SC3 不懂英語，在上課時會使用簡單

的西班牙語試著幫 SC3，但是他的西班牙語對 SC3 而言幫助不大，因為比起西班

牙語，SC1C3T1 使用英語更能順暢地表達意思。 

SC1C3T1：「然後 SC3 產生出現學習困難的時候，我採取的方式，就是因為

我不能讓教學進度延宕。」(訪 20120729，行 148-149) 

SC1C3T1：「我現在說 SC3 我採取的方面，就是，我沒有辦法讓課程延宕，

因為中心也給我們壓力，我們一學期要上完一整本，所以我不能因為他延宕，也

不能因為他講話很慢或者怎麼樣，我通常採取的方式是明天我 2 點我在哪裡等你，

就是私底下給他們講。」(訪 20120729，行 154-157) 

SC1C3T1 沒辦法讓課程為 SC3 一個學生而延宕，他只能用下課之後的時間。

私下為 SC3 補強。 

SC3T2：「我覺得跟老師上這個課也有關係。因為老師為了要講求效率，所

以，呃，用一定程度的英語在教授，然後 SC3 他剛好不會說英語，所以我覺得

當他要吸收一點新的東西的時候，碰巧老師正好用英語解釋，所以他就會慢別人

一步，呃，可是他有，就是朋友們，有西班牙語系的朋友們，會幫他再一次翻譯，

就造成他有一點…慢一點，因為他會比別人再慢一點了解真正的意思是什麼，我

覺得這會導致他會比別人慢一點。」(訪 20120223，行 10-15) 

「文法的部分那是因為，因為他們是初級者，所以我真的，我覺得也跟老師

自己火候不夠，我真的想不到還可以怎麼解釋，所以我就會直接偏向用英語解釋，

所以就是因為用英語這一塊，英語這一塊，所以他會出現比較多問題，因為我當

我要用英語解釋什麼格數，或是變形的話，我用英語的話，那他當然，他沒辦法

透過媒介知道，當然在文法那一塊他就會比較就是有困難，可是當他知道，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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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拜二講完文法，然後明天到禮拜三要做文法的活動的時候，他就可以馬上談得

上來，因為他已經，昨天晚上他已經先知道，因為他的朋友，他的同學先幫他，

他就準備好，他的活動可以進行就這樣。」(訪 20120223，行 61-68) 

SC3T2：「其實他也不是最慢的，然後會比別人慢一點，可能就是老師的教

學方式不夠好吧，沒辦法用全中文。」(訪 20120223，行 143-144) 

SC3 第二期也同樣遇到了老師在課堂上使用英語的問題，SC3T2 是他第二期

的老師，為了上課效率以及自身能力尚無法用華語講解華語文法，無可避免的在

課堂上使用華語以外的語言，使得 SC3 在吸收上課內容時，比別的同學慢上一

些，有時還需要同學幫他翻譯。 

SC3：「他說英文。他寫新字的時候，我們不懂他寫英文。」(觀&訪 20120203，

行 24) 

SC3：「對，我每次懂一點兒，老師說中文的時候我懂一點兒，可是他說英

文的時候我都不懂。」(觀&訪 20120223，行 24-25) 

SC3T2 在學生不了解他的講解時，會使用英語輔助講解，但是對 SC3 而言，

老師說華語的時候他還可以了解一些，但是老師說英文的時候，他是完全沒辦法

了解。 

SC3T2：「然後當我就是暼過去，不解釋那個生字意思，其實他已經預習過，

要不然就是他旁邊的西班牙語的朋友會很快速，derere，發音講完 SC3 趕快寫下

來。」(訪 20120223，行 55-57) 

「然後其實當我在講的時候，我不知道能不能很厚臉皮稱之為小組學習法，

就是他另外，我們班有另外兩位西班牙語系的同學，就是看出他不懂，他們就會

非常主動拋出一些東西，然後就會看到那個，喔~，然後我就講說，這樣嗎?然後

再講個例句或是演一下，他就，嗯，O.K.他就知道了。所以我覺得，我兩個小幫

手的功勞也非常大。他們會非常地幫 SC3。」(訪 20120223，行 72-76) 

「有時候是，萬一什麼什麼，我說可以嗎?可以嗎?然後我會環視每個人，然

後如果 SC3 這樣的話他停下來，就是因為那兩個小幫手也不會時時刻刻看 SC3

的身邊，可是如果看到這邊的時候，就是如果發現有時候 SC3 問可不可以，大

家就說可以啊，好啊，或是沒問題，可是如果 SC3 安靜的話，那兩個女孩子也

非常貼心，他們覺得 SC3 怎麼也沒聲音，lelelulele(模仿學生用西班牙語解釋)，(大

笑)我現在覺得對 SC3 這塊我很感謝其他同學的幫忙。」(訪 20120223，行 9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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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3T2在上課時無法完全排除使用英語，他為SC3調整了課堂學習的方式，

以小組的方式藉由其他熱心的同學透過翻譯讓他進入狀況，讓他獲得更多學習

上的幫助，也給予他更多學習的時間和空間。 

SC3T2：「其實他們會被打斷，我如果看到，因為這個情形其他同學好像也

覺得很有趣，就還會停下來看，對，後來如果我發現有點解釋太久的話，我就會，

呃，因為兩個小幫手還在幫他，那個 team 小組還在 work，我就會再拋出其他的

問題問其他的同學，看看他們有沒有也了解，他們也是，嗯~沒問題，但是如果

他們還在說的話，我就會大聲說，好，接下來，下一個，就是有點暗示說，O.K.

那現在這個地方，我們為了不要拖別人的話，你們可能要下課解決。我如果大聲，

他們，就是有點像，下一個環節，可能是一個默契吧，他們也會自動小聲，降下

來，然後就先停下來這樣子。」(訪 20120223，行 79-86)  

因為老師要給予 SC3 翻譯理解的時間，其他同學免不了要停下來等待，

SC3T2 覺得班上同學是好奇多過於不耐煩，可是翻譯的時間過長，他也會請 SC3

及他的幫手暫停，不要拖到其他同學的時間。 

SC3T2：「呃，我只能說偶爾，偶爾，因為旁邊兩個同學真的非常熱心，只

要 SC3 神情不同或是我看 SC3 停頓幾秒，她們就會就這樣、就這樣，就是，馬

上跟他解釋，可是有時候我們小組小組做活動的時候，可能 SC3 配到不是那兩

位同學，就很有趣，他們會用中文試著跟他說，你先你先，(笑)就我看得出來他

們試著要幫他，因為其他搭配同學可能中文能力也不夠好，所以，當如果說那兩

個女生被分配到很遠，可是她看到其他同學在幫他，可是沒辦法，她們還會隔空，

SC3，lelelulele(模仿學生用西班牙語解釋)，就是我承認我還滿仰賴另外兩位同學

的幫忙。對，他們幫我很多。其他的同學我覺得也還好，他們也沒有對這個情形

覺得很困擾，我覺得大家滿樂意互相幫忙的。」(訪 20120223，行 104-112) 

班上同學知道 SC3 的狀況，對他並沒有表現出不滿的情緒，第二期的老師

也沒有總是要求小幫手要幫忙，在順其自然的情形下，大家總是盡力幫助他。 

SC3T2：「對對對，或是我有請 SC3 就是先這樣好嗎? 然後 SC3 下課可以來

找我，或是，我覺得我應該是很明確說，就是下課老師可以過去跟你說。但這段

是用中文，因為他可以聽得懂，可是他就是，他也還是不會過來問我，然後我就

想說會不會就是旁邊的同學已經跟他解釋清楚了。他也沒有在下課再問我。剛剛

斷掉的地方。」(訪 20120223，行 8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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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上課時有熱心的同學主動幫忙 SC3，但 SC3 第二期的老師並沒有完全

將教學的責任委託至小幫手的身上，他也明確地告訴 SC3，有問題可以下課來問

老師，可是 SC3 從來沒有主動去問過。 

SC3T2：「對，有時候表情，因為如果說笑的話，其實不止他們，有時候其

他，因為有時候上課你聽到很有趣的事，你還是會講一點，會聊天，還是會講一

點好笑的事情吧!所以我覺得還好，可是如果有時候，太久的話，就像我剛剛說

的，我覺得我需要告訴他一個環節，我不是在意他們是聊天還是解釋，該那個我

聲音大一點他們就會安靜下來。對那一塊我沒有很困擾。還是說我太鬆了也有可

能。」(訪 20120223，行 117-121) 

SC3T2：「對，我就會直接說，謝謝，那你們好了嗎? 好了，好了，謝謝老

師的小幫手，然後大家笑一笑這樣。」(訪 20120223，行 135-136) 

有時候，當 SC3T2 覺得他們解釋得太久，他會把聲音放大，提醒他們該結

束了，並且很直接地謝謝他們對 SC3 的幫忙。 

SC3：「他們都懂，只有我不懂。」(訪 20120203，行 38) 

「會啊，宏都拉斯跟 SC3C1 他們教我，我不懂的時候他們告訴我。」(訪

20120203，行 43) 

「他說英文，可是 SC3C1 他告訴我。」(訪 20120203，行 49) 

「不會教我，可是他們懂，可是他們不會教我。」(觀&訪 20120223，行 4)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不教我)。」(觀&訪 20120223，行 16) 

「可是有的文法沒有西班牙文，所以我的同學不會教我西班牙文。只有英文

的語法。」(觀&訪 20120223，行 31-32) 

SC3 在第二期的課堂上也明顯感受到他和其他同學因為英語產生的差異，他

覺得其他同學都懂，只有他不懂。多數的時候，有兩位特定的同學會教他，但有

時候沒有人教他，他不明白為什麼，後來他想，有些文法英文有，西班牙文沒有，

所以他們不能教他。 

SC3C1：「對，因為他不說英文，所以我覺得有的時候他不可以懂，所以我

說西班牙文我可以幫。」(訪 20120315，行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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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時候我幫，可是有的時候他等一下我們下課的時候問我。」(訪

20120315，行 6) 

「我很高興(幫助他)。」(訪 20120315，行 8)  

「Yeah, always,因為我幫他忙他總是很高興，他有 be grateful，所以我沒有問

題幫他忙。」(訪 20120315，行 14-15) 

SC3C1：「SC3T2 我覺得他不想這個，他不會聽，我覺得他懂一點兒西班牙

文，可是他沒問題我們說西班牙文，因為他知道我們幫 SC3，現在我不知道，我

覺得他不生氣。」(訪 20120315，行 23-25) 

“Because I know he haven’t had the opportunity study English because nobody 

gave him the opportunity＂(訪 20120315，行 188) 

“I know, I wanted to change my term because I want another time, I want 11, 

but I take this term because of SC3. Because I went to class and I notice that there 

was no one could help him, I didn’t mind to do so. And I like the teacher because she 

gives us another homework.＂ (訪 20120814，行 210-213) 

SC3C1 是 SC3 第二期及第三期的同學，他對 SC3 不懂英語這件事抱持同情

的態度，沒有機會學英語表示 SC3 的成長環境並不好，因此 SC3C1 總是在課堂

上主動幫 SC3 翻譯，SC3 對他表現得很感激，這讓他很高興。第三期時 SC3C1

本來想要更改上課的時段，但是他發現新的班級沒有人可以幫 SC3 翻譯，於是

他改變了主意，和 SC3 待在同一個班級繼續提供他翻譯的幫助。 

SC3T3：「因為他英文不好，他一來就跟我們講，別的同學說因為他英文不

好，所以他朋友教他什麼東西」。(訪 20120522，行 267-268)  

「他們基本上不會去聊天，看他們的表情應該不是。」(訪 20120522，行 263) 

「不會(請同學翻譯)。」(訪 20120522，行 258) 

「他們可能約定俗成了吧。」(訪 20120522，行 260)  

SC3C1：“I think she (SC3T3) doesn’t know he doesn’t speak English but she 

doesn’t have problem with me helping SC3.可是 our last teacher(SC3T2) asked me to 

help him.＂ (訪 20120315，行 10-1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8 

和第二期的上課方式不同，SC3 第三期的老師 SC3T3 不會主動請同學幫他

翻譯，但是如果同學們要幫 SC3，SC3C1 覺得老師不會對此有意見，而 SC3T3

也不覺得學生們是在聊天。 

SC3T3：「也不會永遠都在一組了，可能他們比較有默契，我也有發現到這

個問題。我本來是想要把他們拆開來，可是我發現拆開來不行。」(訪 20120522，

行 186-187) 

「為什麼不行你知道嗎？SC3C1 OK，可是 SC3 的話就會有問題了，他現在

會比較好一點。剛開始從第二本書到這一本書，我們這本書《視聽華語》，它其

實是有一個 gap，它其實是有一個溝，以前就是比較簡單的句子，可是你到了第

三本書的時候，一開始的時候就是很多的對話，很複雜，以 SC3 的那種沒辦法

那麼複雜，他的訓練可能沒辦法那麼複雜，那他現在我覺得應該可以。」(訪

20120522，行 189-193)  

SC3 第三期老師覺得，教材的設計讓剛開始 SC3 從第二本書到第三本書在

銜接上很困難，藉由 SC3C1 可以幫助他跨過這個學習的斷層，隨著 SC3 慢慢地

進步，他其實不必再依賴 SC3C1，應該可以獨立學習。 

SC3T3：「比較熟，還是我覺得我們的同學也很好，因為他上課其實會干擾

到我。」(訪 20120522，行 23) 

「怎麼說呢？因為他上課的時候在嘰裡呱啦這樣講，他們的聲音不是很小。

我會覺得很吵雜，有時候他會影響到周圍的學生，我相信應該會。因為他一直在

跟他這樣子說，每個語法點他就跟他講怎麼樣的。我會覺得其實他已經干擾到其

他的同學了，因為同學還不錯，個性都還蠻好的，所以也都還可以忍受這樣子。

我在上課有時候會覺得很煩。」(訪 20120522，行 25-29) 

「我會請他們，如果我今天要講語法或者是生字的話，可以請他事前先去準

備一下，而不用上課的時候，上課的時候老師多半用那種最簡單的，或者是中文

想辦法讓他們去瞭解，我覺得他也應該要去接受這樣的一個情況。因為他以後可

能也沒有人幫他翻譯，他到外面去也沒有人幫他翻譯，這學期他可以試著去放手

了。」(訪 20120522，行 31-35) 

SC3C1：「一樣，我覺得，可是我不知道要是他知道 SC3 他不會說英文。可

以(能)他想我們聊天。可以(能)可是我不知道。」(訪 20120315，行 27-28) 

SC3 一直依賴 SC3C1 在上課時為他翻譯，SC3T3 覺得翻譯的聲音對他的教

學以及班上的其他同學造成影響，此時 SC3 學華語已經學了三期了，他應該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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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用華語學習華語，或是課前預習的方式了解老師說的上課內容。而一直為他翻

譯的 SC3C1 有時也會擔心老師會不會誤會在聊天。 

SC3T4：「不會，我會想辦法用中文說到他懂，不會。我們本來就是用很多

例句，來讓他感覺到就是他們的什麼意思。」(訪 20120814，行 314-315) 

「我說謝謝你。」(訪 20120814，行 346) 

「就是這樣，他會很開心。如果有人翻譯我真的謝謝他，但是我還要做個確

認的動作，他翻譯對嗎，也有可能翻譯錯了，我會馬上問一個句子，看他會不會，

我會做一個印證的動作。」(訪 20120814，行 356-358) 

「對，那班裡面幫他翻譯的人非常多。」(訪 20120814，行 360) 

「對，大家都會幫忙翻譯，他們真的很有同學愛，所以每次翻譯我都會說謝

謝，都馬上謝謝。」(訪 20120814，行 362-363) 

到了學習華語的最後一期，在課堂上同學還是經常幫 SC3 翻譯。SC3 的第

四位老師雖然不會主動請學生幫忙翻譯，而是自己盡力用中文讓學生了解，但是

當學生主動這麼做時，他會直接謝謝學生，並且再確認學生翻譯的意思對不對，

SC3 是不是真的了解。 

二、「懂英文比較有利」 

當在 SC3 身邊的老師、同學，以及使用的教材都普遍使用英語時，SC3 只

能透過翻譯或是華語來學習華語，他和別的同學站在不同的學習立足點上。 

SC1C3T1：「可是我可能這樣回答你。我不知道他們內心有沒有感覺就是說

你不懂英文，在你的國家你不懂英文，表示你沒有辦法學英文，你沒有辦法學英

文，表示你家付不起錢讓你學英文，或者是你讀的學校，是不會有英文的學校，

那表示你的程度，你家庭的背景，你是比較差的，是沒有錢的，是比較落後還是

低等，所以自然內心的看待就要問他們了，這個我不敢說。可是很容易就影響到，

因為我聽說 ONR 他們會說你的英文怎麼那麼好，他們會說上了什麼學校讀過英

文什麼的。ONR 本身也是家裡環境不錯的。我在南美洲不是有太多人懂英文，

懂英文一定是要有一點錢才懂得的，所以我就很納悶，為什麼 SC1 那麼有錢，

他為什麼不會說英文？是不想學？還是學不會。或者說根本不曉得英文的重要。

所以我跟你講真的，就是他們內心的一個想法，也許有我剛才說的，你不懂英文，

表現你的環境背景不是特別好，所以他打內心就表現你跟我不是同一國的，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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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有錢，你只是被某一個單位有這樣的機會送來，我覺得有可能，我也不曉得是

不是這樣，可能有一點武斷，可能有這個可能。」(訪 20120729，行 593-605) 

「所以他們的內心怎麼去看待不懂英文他的背後的含義，是不是表示我連你

的背景都很輕視，輕視表現我不是你那一國，我只是你暫時性的同學而已，表示

你給我不會成為有關的好朋友，或者怎麼樣，也許有這樣的，可是至少在那個班

上。我覺得他們都很樂意互相的幫忙。不會表現說，你不懂怎麼樣，DSH 是很

特別的，因為 SC1 不能說太差， SC3 也很差，可是 SC3 願意開放心胸問，所

以 DSH 很樂意說，可是 SC1 就有點開放心胸都不要。所以 DSH 就不太想理他。」

(訪 20120729，行 616-622) 

不懂英語在老師和別的同學眼中代表了較不利的家庭背景，同學們看待 SC3

是需要被幫助的角色，而 SC3 自己也很努力，很肯向同學請教，因此同學們也

很幫忙他。 

SC3T2：「對，我覺得真的是老師的問題，因為老師為了要求效率，因為我

們在趕課，然後，可是我覺得，如果全中文的話，SC3 沒問題，我覺得應該是，

因為，我記得之前有個問題，就是考卷有幾個問題，是，喔，我想起來了，那個

把，因為英文完全沒辦法翻譯，大家顯然有點被搞混，可是 SC3 沒問題，因為，

我不能用英文解釋，把水放在，就是我一直用一堆這樣，我覺得他比別人快，然

後我就告訴，我那時候沒有覺得他快，我沒有覺得他特別快，我只覺得為什麼其

他人比較慢，我就想說，為什麼慢呢?我就問別人，他們就說，因為英語沒有這

個，然後才發現，因為他們會英文的人，他們很仰賴英文，他們會先透過英文再

翻譯，可是因為 SC3 沒有，所以 SC3 沒有被搞混，就是英語語序跟中文語序的

那個，因為他根本沒用英語在想，他真的全部都用中文在想，然後我那時候想到

說，啊，原來 SC3 用中文想，你們要跟 SC3 一樣，然後，他的把學的沒有問題，

其他人就，我覺得大家也有意識到，對，SC3 是一個好例子，就跟大家講說，好，

請大家儘量用中文思考，想那個，不要一直仰賴英文，你看那個就會發生這個把

英文沒有你看怎麼辦?你看 SC3 學得很快，大家也覺得因為 SC3 我們學得很慢，

可是卻變成這個方面的優勢，大家也很肯定。」(訪 20120223，行 147-165) 

SC3C1：“I find very interesting that in the class sometimes nobody get the 

definition or the answer of question and he does because he thinks in Chinese not in 

English. And I think he speak way is useful＂(訪 20120814，行 190-194) 

不懂英語雖然使 SC3 學得比別人慢，但是也使得他不受到英語的干擾，其

他同學用英語語法去了解華語的語言架構，但是兩者本來就是不一樣的語言，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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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不能對照的語法時，他們的表現反而不如用華語學華語，用華語思考的SC3，

不懂英語在這時反而對 SC3 有利。 

SC3T2：「我真的覺得最齊全的是，呃，我覺得應該說，我覺得應該可以用

全中文，可是如果有一個小學習冊的話，有各個，各國的翻譯，我覺得會很好，

就是如果有西班牙語翻譯我覺得很好，因為我覺得基本上，以我自己學外文的經

驗，我買的那些書，他們也都不會用英語解釋，他們也完全，假如那個語，他們

也完全那個語，然後他們會有大量圖片，我覺得《視華》裡面，沒有圖片，而且

他的生字，我們小時候學英語什麼的，然後課本上面不是生字，圖片什麼的，可

是我們都沒有那些圖片。」(訪 20120223，行 167-173) 

SC3 的第二位老師以自己學外語的經驗去思考 SC3 的學習，用中文學中文

不是不可行，但是課本上如果能夠有各種語言的翻譯，或是多些圖片，對 SC3

這種不懂英語的學習者幫助會更大。 

SC3T3：「可能你懂英文的時候，剛開始的時候你可能會快一點。」(訪

20120522，行 162) 

「可能剛開始的時候他(SC3C1)的發現會比他(SC3)好。」(訪 20120522，行

96) 

「他比較快，可是 SC3 也很聰明啊，他只是不說而已，看起來好像老老實

實的，很憨憨的這樣子。」(訪 20120522，行 98-99) 

「他會跟 SC3C1 問他說，他會依賴那個翻譯，那 SC3C1 告訴我說他不懂英

文。」(訪 20120522，行 122-123) 

「我還是覺得他應該是在說零起點那種時候，如果有這樣的情形，我覺得這

是可以被理解的，接受的，我覺得有一種他母語的翻譯也沒有什麼關係了，不要

太多就好了。我覺得現在他的問題應該不是英文不英文的問題了。」(訪 20120522，

行 1128-130) 

SC3T3：「我覺得一樣。我覺得看他願不願意學習很重要，還有他願不願意

聽你的例子。不能說我不懂我不懂，一直在翻字典，一直在那邊查那些東西，你

沒有聽老師講，你當然不懂。」(訪 20120522，行 166) 

SC3T3：「他會聽。這就是一種習慣的養成」。(訪 20120522，行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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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3 的第三位老師覺得，懂英文在剛開始學習華語時可能比較有利，但是當

SC3 的華語詞彚量及語法量日漸增加，英文對他的干擾日漸降低，他的學習方式

應該隨之轉換，上課聽老師講解比自己埋頭查字典，找翻譯來得更重要。 

SC2T4：「懂英文比較有利，至少課本上的生詞複習起來就比較容易。像學

中文的網站，很多都是英文的，懂英文有比較多可以使用的資源。」(訪 20120522，

行 42-43) 

「我覺得可能是他本身先自己設定好，我不會英文，所以我怎麼樣怎麼樣。

我告訴你，我們上課的時候也不用英文的，應該是可以懂的，是他自己的一些設

限。」(訪 20120522，行 69-71) 

「我之前根本不知道他不懂英語。我覺得是這樣的，他已經 22 了，我不太

可能常常用英語上課，偶爾說名詞這樣告訴你，你很容易就瞭解，這樣子會。可

是他並沒有表現出來，我說的英語他不懂，他並沒有表現出來。因為你這邊講到

一些用英語來解釋來教學的問題。我覺得可能會比較適用在初學的班級的老師身

上，在我們這樣班的話，我本來就沒有打算用英語說很多。所以老實說我不知道

他不懂英語，根本就不知道。當然，可能我說這個英語的時候本來情況就已經很

少了，可能 M 他們馬上就用一個西班牙文告訴他了，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他西班

牙文說的是什麼，我也不知道他在幫他翻譯，通通都在不知不覺中過去了。」(訪

20120814，行 275-282) 

「因為他是 22 了，我覺得沒有關係。因為他的中文已經有相當的程度了，

以後我可能會更小心，如果萬一不小心需要講到英文的時候，我想特別注意他懂

了嗎？就這樣子。我們用英文說的機會不會很多。」(訪 20120814，行 289-291) 

「我不同意(不會英文學不會中文)。」(訪 20120814，行 304) 

「我碰過太多日韓的同學，英文真的非常的不好，可是他們的中文好的很，

我覺得沒有任何問題。」(訪 20120814，行 306-307) 

隨著華語程度越來越好，英語對進入到第四期的 SC3 影響越來越少，在課

堂上老師需要用英語講解的機會很少，SC3 第四期的老師甚至沒發現他不懂英語。

SC2T4 覺得懂英語的學習者能使用的學習資源比較多，對學習上有比較多的幫助，

但也不代表不會英語就學不會華語，他舉日韓學生為例說明懂英語只是處在比較

有利的環境，學習的好壞是由個人的學習心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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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3：「說中文，他看起來我們聽不懂，他說英文。」(觀&訪 20120613，行

127) 

SC3：「知道。可是我覺得我聽，可是有時候他們不聽我，可是他們會回答

我的意思。」(觀&訪 20120613，行 133-134) 

SC3C1：“Yeah, sometimes we do that, not very meet cause I am not really good 

at computer but SC3 buy his computer and my roommate went with him, he speaks 

English because it’s buying a computer, it’s not like buying an apple. So that’s 

important. So if they ask me, I would. I wouldn’t mind help him. ＂(訪 20120315，行

164-167) 

離開課堂，在生活上，SC3 也會遇到因為不懂英語產生的困難，他去華語

中心辦公室時，他沒辦法和行政人員溝通；要買東西時也沒有辦法獨力完成，得

請朋友跟他一同前往。因為不懂英語對 SC3 雖然在生活及學習上造成了影響，

但也並非全然無益。 

三、「我們沒有辦法說你不要講母語。」 

大部分的老師都不希望學生在課堂上使用目標語以外的語言，但是對 SC3

這樣不懂英語的學生，老師們採取寬容的態度。 

SC3T3：「其實他們也有一個好處，我們上課的時候說真的沒有很多的時間，

沒有很充裕的時間，就算花精神花在他身上，如果跟他一組其實是有好處的，因

為碰到一些什麼東西可以幫他，幫他一些翻譯的話，他比較不容易去會。我剛才

講他很容易會錯意，他幫他的話可以讓我的速度快一點，如果把他分在另外一組，

那也很累，他可能有很多他不懂的，兩個人雞同鴨講，我可能要花很多的時間陪

伴在他的旁邊，但是我不行啊。」(訪 20120522，行 177-182) 

上課時間對於老師總是緊湊的，老師還有趕課的壓力。讓學生在課堂上使用

母語可以藉由同學之間的討論釐清觀念，使老師不必花費太多的時間講解。 

SC3T4：「全部用拉丁文討論，你講到這個用講母語的問題，每個老師都希

望他們班上是一個不講母語的環境。這班剛開始我也這樣希望，也這樣要求，特

別是 22 的，22 很高了，因為是 11 的話，那我覺得可以放水，但是 22 的話真的

不應該，我也完全不能原諒自己班上到了 22 還在講母語，可是我教了他們一半

時間以後我發現我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有的時候我會說說中文，有的時候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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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有的時候我發現是同學幫他翻譯或者是幫另外一個同學翻譯的時候，我覺得

謝謝他們。說真的 22 的內容太重了，我們沒有辦法說你們不要講母語，我來用

中文說給他聽，可能要說非常的久，而且他的理解還是錯誤的。我覺得是這樣子

的，有一些詞彙用他的母語，雖然他的母語我不懂，有時候他們用英文或者什麼

在跟他講，並不全懂的時候我們應該用中文儘量讓他懂。」(訪 20120814，行

190-199) 

「但是有的時候不過就是一個桌子，桌子的中文跟英文，如果有人用他的語

言告訴他了，就謝謝他吧，我覺得這樣比較快，我覺得是這樣的時候沒有關係，

我的標準是這樣。因為 22 的內容真的非常多，後來我發現有幾個同學真的需要

這樣的時候，我就不過問了，就讓他們去。而且發現他哦，我覺得 OK 了，謝謝

你們，真的謝謝你們。其實不好了，但是這一班實在是拉丁同學太多了，這一班

太特別了，很少這麼集中的。」(訪 20120814，行 201-206) 

「對，因為我們這一班還有個很特別的是吵得不得了，一直用西班牙文在聊

天，而且是大聲的聊，還不是小聲的聊天，所以我不知道你是在翻譯還是在聊天，

我根本不知道。」(訪 20120814，行 346) 

「我跟你講我直到最近才知道 M 在幫他翻譯，我以為 M 是個愛聊天的人，

我真的不知道。你說一百次說不要再說西班牙文了，馬上又開始說，根本沒人跟

你會理你，我們這班就是這樣子。」(訪 20120814，行 352-354) 

SC3：「說中文，因為如果我們說西班牙文，他(SC3T4)會罵我們。」(觀&訪

20120627，行 4) 

SC3：「你們應該說中文，如果你不說中文沒有用。」(觀&訪 20120627，行

6) 

因為課程內容的難易度，使得 SC3 第四位老師在衡量之後對學生在課堂上

使用母語睜一隻眼閉一隻眼，SC3T4 更在乎學生能夠正確地理解上課內容。讓學

生使用母語有時雖然讓老師不知道學生在聊天還是在討論課程，但 SC3T4 只能

鼓勵學生多說中文，而不能禁止他們使用母語。 

 四、「我覺得跟美國人、日本人很難過。」 

在教室裡，學生來自各個不同的國家，SC3 和不說西班牙語的同學只能使用

華語溝通；出了教室，當他遇到不說英語、西班牙語的外國學生，他也有辦法。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5 

SC3C1：「Yes, 有的時候我們在我家吃晚飯跟別的同學，not everybody speak 

English, it’s funny because we used to have a friend from 帛琉，and he doesn’t speak 

English, he just speak Purlin and little bit Chinese, and with SC3, the other guy they 

always speaking together, I don’t know what they speaking, because none of them 

speak English, one speaks Spanish, one speaks Purlin, they were speaking kind of 

Chinese and sign language. I think it’s possible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 people, not 

if it’s impossible.」 (訪 20120315，行 155-161) 

SC3 可以使用一點兒華語和肢體語言和不說英語和西班牙語的帛琉學生溝

通，這讓 SC3C1 覺得很有意思。 

SC3：「如果一個人說話別的沒有，我覺得沒有意思，因為上個學期，同學

他們是美國人，他們都每天很緊張。」(觀&訪 20120808，行 112-113) 

「我不知道，不是，因為他們怕說話。」(觀&訪 20120808，行 117) 

「因為我們，因為我們想得，我們有很多的句子西班牙，如果我想西班牙文

我說中文的意思是什麼，所以他知道。是啊。」(觀&訪 20120808，行 150-151) 

「我覺得跟美國人、日本人很難過。」(觀&訪 20120808，行 362) 

「對呀，所以上個的學期有美國人是別的國家，不要說話不要介紹他們的報

告，所以我要跟他說話沒辦法。」(觀&訪 20120808，行 370-371) 

和同是拉美國家的學生一起上課，SC3 覺得這樣上起課來才有意思。因為他

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更了解彼此。和美國、日本學生一起上課，SC3 覺得他

們真是太緊張了，沒辦法跟他們說話。跟說西班牙語的學生一起上課，他們的思

考方式相近，語法結構一樣，不用多想就知道對方要表達什麼意思。 

SC3T3：「他們(同班同學)還是喜歡用英文，因為大部分人都會講英文。」(訪

20120522，行 281) 

「他們就會變成一種習慣。」(訪 20120522，行 287) 

「你要看啊，那個班級如果日韓學生多的時候，他們會說英文的人自然而然

必須要跟他們講中文。」(訪 20120522，行 289-290) 

「他還是可以，他還是會用中文。」(訪 20120522，行 305) 

「他比較不融入。」(訪 20120522，行 307) 

 SC3：「下課的時候沒有(和同學聊天)。」(觀&訪 20120808，行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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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大部分中文的學生聊天的時候沒有說中文。」(觀&訪 20120808，行

53) 

大部份的時候，能夠使用英文的學生還是偏向使用英文聊天，但是面對不會

說英語的同學，他們還是會使用華語，在第三期時 SC3 和同學們下課時的交流

就顯得比較少，到了第四期時學生們在下課還是習慣使用自己熟悉的語言，SC3

不是不能參與談話，就是只能和同樣說西班牙語的學生在一起聊天。 

SC3：「我懂你的意思。我都不可以，是真的不可以，真的，在瓜地馬拉，

現在我在學中文，考試的時候，因為一個句子很長，我們有六個人，如果我在考

的時候別的人會看，如果老師看你，你再看我，老師拿起來我的考卷。可是現在

在中心。」(觀&訪 20120814，行 115-117) 

「華語中心不會做這樣子。」(觀&訪 20120814，行 119) 

「他們應該做這樣的，拿起來考試，還是他們看。」(觀&訪 20120814，行

121) 

「也會，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老師，原來，期中考以後還是以前，SC3T4

老師說我們不應該看別的考卷，因為不可以，可是別的人一直看別的考卷。」(觀

&訪 20120814，行 125-126) 

「(跟老師講)是沒有用。」(觀&訪 20120814，行 129) 

「因為老師應該沒看到，因為老師知道我知道可是我不是知道，如果我告訴

老師，我知道他們會跟我生氣，沒有用，一個小考跟我生氣沒有用，老師應該做

那個因為是老師。」(觀&訪 20120814，行 131-133) 

「沒有沒有那個意思。第一學期這樣的是。」(觀&訪 20120814，行 138) 

「會。還有這個班(第四學期)。」(觀&訪 20120814，行 140) 

「第二第三沒有。」(觀&訪 20120814，行 142) 

「沒有，我們有三個四個，可是不是很多做這樣的，有一個還是兩個。」(觀

&訪 20120814，行 144) 

「因為如果你看我的考卷，我生氣，因為我每天在念書、練習可是你沒有，

考試的時候你看我的考卷，我生氣因為我很累你沒有很累。」(觀&訪 20120814，

行 146-147) 

「會，有的時候會(跟他生氣)。」(觀&訪 20120814，行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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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一樣的考卷。這個做在我的國家。因為如果我的，如果我的，我的

同學一起考試，我可以看別人的考卷，所以老師們說一直一直學生考試，可是不

一樣的考卷。」(觀&訪 20120814，行 165-167) 

和同是來自拉美的學生在一班讓 SC3 比較能找到彼此的共通點，但是班上

來自拉丁美洲的同學一多，考試時就會有人看別人的答案，或是像 SC1 把考卷

拍下來的情形。對此 SC3 覺得很不高興，他覺得在考試時應該要更嚴格地防止

學生作弊，像是使用內容不同的考卷，如果有人作弊就不讓他繼續作答，這樣他

的努力才不會便宜了其他人。 

五、「我覺得住在臺灣很難過。」 

來到臺灣後，瓜地馬拉大使館的人曾告訴過 SC3 和其他學生，臺灣和瓜地

馬拉的文化非常不一樣。  

SC3：「(瓜地馬拉大使館的人)告訴我們的，我們剛剛來臺灣的時候。對呀。

我們應該做什麼，我們應該不做什麼，因為他說跟我們的國家非常不一樣。」(觀

&訪 20120808，行 211-212) 

SC3：「在瓜地馬拉有用，因為我看了他那個女生，然後我得跟他說話，可

是在臺灣不會，會馬上報警。」(觀&訪 20120627，行 78-79) 

「所以臺灣的習慣很難，因為我們外國人，我們住在臺灣，如果我要說跟一

個女生，可是我不知道他的，他會報警，所以在臺灣沒有很多女的朋友。」(觀

&訪 20120627，行 90-91) 

在瓜地馬拉，男生看一眼女生，女生就知道男生對她有意思，但是如果 SC3

在臺灣這樣看一個女孩子，他覺得對方會報警抓他，所以他在臺灣還摸不清楚怎

麼表示對女生示好，他覺得要習慣臺灣人的相處方式很難。 

SC3：「我覺得都是(我怕他們，他們怕我)。可是因為我要說老人，他們是不

好的意思。老的人他們喜歡，他們會跟我說，可是年輕的人，他們不可以，不會，

不要。」(訪 20120613，行 88-90) 

「你在臺灣人的旁邊他們說臺語，因為他知道我們在學中文。」(觀&訪

20120613，行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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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他們在旁邊說臺語很壞)，可是我覺得沒關係，我們的中文不好，

我們都聽不懂。」(觀&訪 20120613，行 113-114) 

和臺灣人接觸的過程中，他覺得臺灣人怕他，他也怕臺灣人，通常只有老人

會和他說話，SC3 覺得年輕的人不要和他說話，有時候別人在他身邊使用臺語，

他覺得他們故意用他聽不懂的語言說他壞話。 

SC3：「我不知道為什麼臺灣人怕外國人? 」(觀&訪 20120202，行 93) 

「我常坐公車的時候臺灣人不喜歡坐跟外國人。」(觀&訪 20120202，行 95) 

「我不知道為什麼臺灣人不喜歡跟外國人練習中文說話? 」(觀&訪

20120202，行 97) 

SC3：「如果是一個女生，我坐公車的時候，她坐離開位子，不知道她們不

喜歡。」(觀&訪 20120808，行 185) 

他不知道為什麼臺灣人怕外國人？為什麼在公車上別人不願意坐在他的旁

邊？為什麼沒有人跟他練習說話？這樣的疑問在 SC3 的心裡存在了很久。SC3

時常坐公車往返學校和家裡，他最常在公車上和臺灣人有接觸的機會，他有一次

坐在一個女生旁邊的座位，那個女生立刻往另一邊挪離開他遠一點，他覺得那個

女生不喜歡他。 

SC3T3：「我覺得不是他們不理他，你要知道木柵這地方的人他們會比較閉

塞一點。他們對外國人也怕，也不知道要跟他們說什麼，我覺得不能聽他們一面

之詞。」(訪 20120522，行 450-451) 

「真正的情況是怎樣的。我覺得他們有時候會誤會。SC3 第一個他沒有學習

外語的經驗，第二個他沒有出過國。所以他覺得別人應該要怎麼對我，他認為那

是對的。其實我們覺得那可能不是真實的情況，是這樣的。」(訪 20120522，行

453-455) 

「(對外在環境的解讀)不清楚，我覺得他不清楚。」(訪 20120522，行 460) 

「他可以觀察他會觀察啊，他是會觀察的一個人。他的解讀，我覺得他常常

會錯意，我覺得他有這個問題。」(訪 20120522，行 462-463) 

「文化。還有一個重要的是他沒有出國的經驗，這是他第一次。第二個就是

他沒有學習外語的經驗。雖然他可能會有一些想法在他的頭腦裡面，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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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會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很正常，人家為什麼一定要幫你。」(訪 20120522，

行 465-467) 

SC3T3 是他第三期的老師，SC3T3 從他在課堂上的表現來看，他覺得 SC3

對外在環境的解讀存在誤解。SC3 沒有學過外語也沒有出國的經驗，他在心裡覺

得別人應該幫他，應該跟他說話，那樣的想法不見得是對的。 

SC3T4：「我覺得他誤會了。」(訪 20120814，行 534) 

「對，就算是你坐在我旁邊，就算我認識你好了，我也覺得讓你舒服一點，

所以我過來一點，這是第一種。如果我不認識你的話，我也是一個好意讓你舒服

一點。他會受傷啊，他就是想太多，太敏感了這個孩子。」(訪 20120814，行

536-538)。 

「絕對不是的。難道表示友善是過去一點，跟你擠一點嗎，也不至於對不對。」

(訪 20120814，行 540-541)。 

「我覺得中國人都會讓一下，不管來的是一個讓他特別喜歡還是特別不喜歡，

或者是沒有感覺都會讓一下的，我特別讓多一點的空間讓你舒服，如果是我的，

我是覺得這樣。」(訪 20120814，行 555-557)。 

「SC3 沒有上大學，所以我覺得他們受的訓練不同，SC2 比較理性，SC3 缺

乏相關生活經驗，(研究者舉他在公車上和人說話的例子)不是每個人你都會跟他

說話，所以他不會察顏觀色，看事情的角度不同，解讀也不同。SC3 像小孩一樣。

他很敏感，也很善於觀察別人。他經常覺得，別人為什麼要這樣對我，像 SC2

應該就知道為什麼別人會這麼做。」(訪 20120522，行 36-40) 

SC3 第四期的老師 SC3T4 覺得，同樣的事如果發生在自己身上，他不會覺得

對方表現出不友善的行為，他反而覺得 SC3 的個性太敏感了，對方只是想給他

多一點空間，坐起來舒服一點兒。 

SC3：「我們難過，沒有。因為，我們跟瓜地馬拉朋友想，但是我們覺得，

臺灣人不要跟我們說話，因為他們知道我們都是外國人，如果我們跟他們說話，

可是不會說英文，不會說別的語言，所以他們想。可是因為這個，他們知道我們，

我們在臺灣學中文，他們知道應該跟我們說。」(觀&訪 20120814，行 268-271) 

「聽不懂，可是他們說，有一個，你們這邊說老人，每天說話，但是每天聽

我說話，所以我不知道，所以我常想為什麼那個人說話，其他人的沒有。所以，

我不知道。因為，我說的時候，如果有一個臺灣人我跟他說你好，還是別的句子

他聽得懂可是他不要說話。」(觀&訪 20120814，行 275-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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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不跟 SC3 和他的朋友說話，在 SC3 的想法中，他覺得臺灣人是故意

不和他說話，因為他是外國人。 

SC3：「我試試看可是我不知道怎麼辦，在臺灣我想問臺灣人，一直可是他

們不說話，所以我想他不好，因為我問他這些他對我不說話，所以不好意思，所

以我想，我想如果我問他還是我要跟他說話，可是一定再一次一樣真的。」(觀

&訪 20120808，行 251-253) 

「可是為什麼，你說什麼，他會說，不好意思，你說什麼，你會說再一次。

可是如果你沒有。」(觀&訪 20120808，行 263-264) 

一般的情況下，如果別人對你說話而你聽不清楚，你會再請對方說一次。但

是 SC3 和別人說話時卻沒有得到任何回應，所以他想對方不是聽不懂，而是不

想理他，如果他再嘗試跟臺灣人說話，也會是一樣的結果。 

SC3：「沒有人(覺得我們是東南亞的人)，我們拉丁美洲人我們知道，因為發

音就知道。」(觀&訪 20120814，行 306) 

SC3：「我覺得我覺得他們知道不一樣吧。」(觀&訪 20120814，行 316) 

研究者曾經想過，並不是所有拉美學生都是金髪碧眼的外表，SC3 的黑髪褐膚

可能會被誤認為是從東南亞來的人，但他覺得自己和他們並不一樣。 

SC3：「因為我們，我們還沒習慣臺灣的文化，我不習慣。」(觀&訪 20120808，

行 198) 

「對。在我們的國家，如果很多人你不認識沒關係，他一定聊聊天沒關係，

沒關係都可以聊聊天。可是在臺灣很難是一個問題，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如果一

個老人，一個女孩在那邊說話，可是你也，他說你在哪裡，你住哪裡，你是誰，

你叫什麼名字，都沒關係。很高興，可是在臺灣很難說話。」(觀&訪 20120808，

行 266-269)  

在瓜地馬拉，SC3 習慣就算不認識對方也能聊上幾句，這已經是他們的生活

中的一部份；在臺灣，對於沒有臺灣人跟他說話這件事，他很難適應。 

SC3：「我不想知道。我想知道就是沒辦法。」(觀&訪 20120814，行 206) 

「因為我中文不太好。」(觀&訪 20120814，行 208) 

「我覺得住在臺灣很難過。」(觀&訪 20120814，行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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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沒有人跟你說話。」(觀&訪 20120814，行 254) 

「他們不要說話跟外國人，所以我們不會跟他們說話。」(觀&訪 20120814，

行 260) 

SC3 覺得在臺灣學華語的這一年，他很難過，他試著和臺灣人建立關係，卻

總是被拒絕，他的心裡很受傷，他採取的方式是你不跟我說話，那麼我也不要跟

你說話。 

SC3：「我覺得我不知道，因為我不會說是臺灣的是我的，因為我有別的人，

房子旁邊跟他們門口的時候，我說你好，他們是我們的問題，因為如果他不會說

話，或是別的不要說話，沒關係對我們。」(觀&訪 20120814，行 256-258) 

SC3：「跟外國人說一樣的，我們碰到的問題他們就一樣的，所以上課的時

候，我的同學或者是我們的老師這樣的問題。」(觀&訪 20120814，行 262-263) 

雖然他不再試著和臺灣人說話，但是他並不覺得臺灣人不好，或是自己不好，

因為他知道這不只是他的問題。 

SC3T3：「你不覺得嗎？你到國外去也是，有的人就是通通都不對，有的人

他會到處碰怎麼，沒關係或是怎麼樣啊，然後從這裡面學習到一些經驗。」(訪

20120522，行 484-485) 

SC3 的第三期的老師覺得即使是臺灣人到國外去，也會遇到像 SC3 一樣的

狀況，不需要太過難過，從過程中總是會累積經驗，久了自然知道如何和人相處。 

SC3T4：「我曾經仔細想過這個問題，我也很希望他們能夠容易交到朋友，

我們這裡都是臺灣人，我們的心態，如果今天這個外國人他講的話，你知道中國

人，臺灣人我們都希望賓至如歸。有一個外國人來我很緊張，因為我很怕他說的

英文我聽不懂，好，這是第一種緊張。」 

「第二緊張是他不是講英文那一塊的，他是講別的口音的。他講話如果我老

是聽不懂，我覺得對不起這個客人。我覺得臺灣人有這個方面的緊張。那個是出

於好意的，不是嫌棄你的中文說的不好。而是怎麼辦他說話我都聽不懂，我不知

道接下去要怎麼繼續跟他對應，我覺得是因為這個，我真的覺得是這樣。」 

「所以我常常跟他們講說中國人有賓至如歸的觀念，所以他們不是覺得你的

中文怎麼說的這麼爛，不是這個意思，而是他比你還要緊張，他萬一聽不懂你的

話怎麼辦，他比你還要緊張，真的是一番好意，我常常這樣跟他們說。」(訪

20120814，行 512-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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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他們還是應該儘量開口，但是他得要先有心理準備就是臺灣人比較

含蓄，可能有的人他願意繼續跟你聊下去，可能有的人會不太好意思，他們得要

瞭解這種是因為含蓄，因為不好意思都不是惡意嫌棄不喜歡，我覺得要給他們建

立這個。」(訪 20120814，行 566-569) 

SC3 第四期的老師則是覺得要為學生建立好心理準備，不要讓他們在不了解

臺灣人的風土民情前貿然嘗試，這樣使得學生太容易因為心理受傷而卻步不前。 

六、「他們告訴我，很難交朋友。 」 

SC3 以為自己來到臺灣可以交到很多臺灣的朋友，但是一年過去了，他身邊

沒有一個可以和他用華語說話的臺灣朋友，他很努力學華語，卻缺乏和臺灣人說

話的機會，也交不到臺灣的朋友。 

SC3：「只有老師(跟老師說過中文)。」(觀&訪 20120202，行 101) 

「臺灣人沒有(說過話)，現在只有你。」(觀&訪 20120202，行 103) 

SC3：「真的(沒有人跟我說中文)。有，可是你、舊的老師還有我的新老師。」

(觀&訪 20120321，行 30) 

「瓜地馬拉人不喜歡練習說中文。」(觀&訪 20120321，行 38) 

「因為說中文跟瓜地馬拉朋友有的時候懂，有的時候不懂。」(觀&訪

20120321，行 40) 

此時 SC3 來臺灣將近半年，和他用華語對話過的只有三個人，三個人都是

他的老師。平常和他的瓜地馬拉的朋友在一起，他們也不太說華語，在生活中他

能夠練習說華語的機會不多，和臺灣人接觸的機會更少了。 

SC3：「因為有的時候我沒有空，有的時候我會喜歡練習中文。因為我來臺

灣一年，所以我要學很多中文。」(觀&訪 20120321，行 22-23) 

SC3 已經來臺灣半年了，但是他常常不知道為什麼臺灣人對他表現出不喜歡、

害怕的態度，漸漸地他告訴研究者因為沒有空，所以他沒時間去交臺灣的朋友。 

SC3：「因為我覺得男生跟我不一樣。比方說，我聽說，一個政大的老師說，

政大的男生你看起來是一個男生，可是這個男生不是男生，六個是這個(同性戀)。」

(觀&訪 20120627，行 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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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3：「不是不喜歡，我不喜歡當他們的朋友。男生不可以，女生可以。因

為如果我的瓜地馬拉朋友看到我跟一個臺灣男生說話，他們會說你找到一個男朋

友，不會說你的女朋友。他們都知道。」(觀&訪 20120627，行 129-131) 

此時 SC3 來到臺灣九個月，他依然沒有交到臺灣的朋友。他告訴研究者他

不要跟臺灣的男生做朋友，特別是政大的男生，因為他們是同性戀，他的朋友還

會笑他交到一個男朋友。 

SC1C2C3F1：「不是奇怪的說法，我覺得是有點誇張。」(訪 20120801，行

722) 

SC1C2C3F1 是三名案例共通的朋友，他覺得 SC3 因為不想跟同性戀的人當

朋友，所以不去找臺灣的朋友是很誇張的說法。 

SC1C3T1：「可是我想跟你講，我上一次有一個認識的女孩子學生，他的男

朋友也曾經來臺灣學過，她就講說，老師我的男朋友他跟我說你們臺灣的酒吧裡

面的女生，搶著跟我男朋友交往，為什麼？金髮碧眼， SC3 他們不是，你不覺

得嗎？」(訪 20120729，行 493-495) 

「那至於 SC3 他應該是不會跑那種地方的人，他應該會交像年輕的妹妹，

那為什麼年輕的妹妹不想理他們。你可以去問一下。我倒是蠻喜歡的，因為我們

普遍的想法就是還是外國人。」(訪 20120729，行 500-502) 

SC3 的第一位老師覺得，SC3 想要和年輕的女孩子做朋友，但臺灣的女生偏

好和金髪碧眼的外國人做朋友，SC3 黑髪褐膚的外貌並不是會受到女孩子青睞的

類型，想交到他想要的朋友自然很困難。 

SC3T3：「我覺得他可能跟臺灣人接觸不多，不太敢講。」(訪 20120522，行

204) 

「有機會可能也不敢，我不知道，反正他跟臺灣人接觸機會不是那麼多，他

沒有什麼臺灣朋友，應該是這麼說，沒有機會說，可是他勇於嘗試。給他一個好

的環境，我覺得他應該可以很好。」(訪 20120522，行 208-210) 

「我覺得交不到朋友是他自己的藉口，我們有很多社團你為什麼不參加，我

就跟他們講你可以參加社團，可以參加義工，如果你不知道我告訴你哪些地方需

要某一些人，你可以教小朋友畫畫，講西班牙文或者怎麼樣都可以。我也曾經介

紹我一些同學當義工，你當義工可以跟人家有多的接觸，他們也有一個事情可以

做。」(訪 20120522，行 427-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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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個語言對他來講，因為他還剛學，他還不夠瞭解，他自己表達都

有問題的，他如何跟人家溝通。」(訪 20120522，行 487-488) 

「我覺得對他自己的語言自信不夠。」(訪 20120522，行 495) 

「他們那個圈子裡說的也不見得，他們也是刻板的，你懂嗎，他們也很閉塞，

他們的想法也會影響到他。就是這樣子啊，其實我覺得這還是看你自己個人的個

性。」(訪 20120522，行 480-482)  

「你現在是華語系的學生想要瞭解他，可是外面的人沒有那麼大的耐心，當

然有很好人了，碰到你很開心。我覺得他們對那種有色的人種也是有排斥。」(訪

20120522，行 502-503) 

SC3 的第三位老師覺得他本身的個性、語言能力、對自己表達能力的自信，

以及外貌都會影響到他交友的難易度。 

SC3C1：“I think it’s his problem (don’t have any Taiwanese friend). Because 

like I said, Taiwanese people is very curious about people from another country, and 

in the bus station or in the university, if you want to, or you need to be people, I 

haven’t had the society to have a friend because here I have a lot of friend, but they 

are almost from Guatemala but I think it’s not Taiwan problem. Because sometimes 

people like, you know I don’t know how to say that, with another culture they find it’s 

difficult to get in touch, or they are shy, I think I am not really shy.＂ (訪 20120814，

行 188-194) 

同樣的，SC3C1 是 SC3 第二期的同學，他覺得臺灣人對外國人總是表現出

很好奇的樣子，應該不是臺灣人的問題，有時候可能是處在不同的文化之中，有

些人和別人接觸會很害羞。 

SC3：「現在我不想找(語言交換)。因為我(要回家了)。」(觀&訪 20120808，

行 218) 

「所以，還有我知道上個學期我每天忙得不得了，所以沒有時間去跟別的人

說話。」(觀&訪 20120808，行 230-231) 

「對呀，因為如果我，如果今年回國沒有練習，一定忘了，所以我希望回家，

在臺灣我可以找得到臺灣同學很容易練習，很容易進步如果沒有，沒有辦法。因

為他們，我們的瓜地馬拉朋友，他們都是我們，現在沒有辦法練習，可是念大學

的時候一定會練習，因為上課的時候有很多臺灣人還有別的同學。可是現在我們

都是外國人，所以他們說他們自己語言。」(觀&訪 20120808，行 237-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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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要離開臺灣前，SC3 還是沒能突破限制，找到一個臺灣的朋友。他把希

望放在日後回到臺灣念大學，他夢想處在都是臺灣人的環境之中，他一定可以找

得到跟他說話的朋友。 

貮、案例三學習動機的故事  

一、「因為他們要我念臺灣的大學。」 

SC3 從小就過得很辛苦，他很小就離開家做過很多工作，能夠學習的機會不

是擺在他眼前唾手可得，而是需要他付出許多努力去換取，因此他也格外珍惜。 

SC1C3T1：「第一，我談一下 SC3，他的家庭情況不太好，我感覺他一心想

要努力上進改變他的人生，所以他就算是很難，聽說他半夜都一定會把功課做好

才睡覺，或者甚至考試之前他都很晚才睡覺，先把書讀好，所以我相信是他的個

性，他想要改變他的人生，所以他覺得它的人生，可能會因為會中文而有所改變，

所以他想要好好把中文學好，我可以強烈感覺到他的這個東西，我的感覺是這樣。」 

「第二，我只能看到這一點了，因為不太常跟學生們私下瞭解，也不太允許

做這樣的事情，所以這個是我的觀察。我覺得動機就是這個。他是一個很特別的

學生，就算他英文都不會，他好像真的不太會，可是他好像不覺得說他不會英文

就輸人，或者說不會英文就學不了中文，他好像不是這種人，我感覺他是一個個

性很強的孩子，或者是不服輸型的，所以就算是英文是他的敗筆，可是他從來不

會拿這個當藉口，是這樣子一個情況，他說老師這個英文我看不懂所以我不會，

所以我看不好。我從來沒有聽他這樣講，他反而從自身去找原因，自己自我學習。」

(訪 20120729，行 85-96) 

SC3T4：「我覺得他可能要先救他的家庭，我覺得。」(訪 20120729，行 118) 

「對，自我介紹的第一天他說我以前做過很多的工作，我修理過機器，我開

過車。我就馬上知覺到他的家庭應該不好，但是還不太瞭解，我只能猜他的家庭

應該不好。」(訪 20120814，行 120-122) 

他的人生遇到過許多困難，學習華語只是其中一項。和生命中其他困境相比，

不懂英語還不足以成為他學習華語過程中的一塊絆腳石，和以往一樣，他憑藉自

己的毅力克服了這項難題。 

SC3：「我不知道，因為每個人不一樣的想法，因為我自己的想法，我覺得

現在很好，因為我小孩的時候離開家，因為我的家人不會幫我，不會給我錢我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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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因為他們說你自己念書還是賺錢，所以我就打工念書，然後我在臺灣學中文，

如果我學一點回國的時候我可以幫別的人，因為……不懂怎麼說。」(觀&訪

20120620，行 139-142) 

SC3：「(我想學中文)因為很有意思，還有在瓜地馬拉我有很多事，因為現在

有很多外國人學中文。對啊。」(觀&訪 20120202，行 28-29) 

SC3：「對啊，(我的工作跟說中文)有關係。」(觀&訪 20120202，行 35) 

SC3：「我覺得他們臺灣人他們在做生意，在裡面的我的工作，在魚。」(觀

&訪 20120202，行 29) 

學習華語對 SC3 除了興趣，同時也能幫他找到一份工作，改善他的環境，

他知道自己不努力，是不會有任何人幫他的。 

SC3：「對啊，我剛剛畢業就想大學，可是告訴我說，那個人怎麼說西班牙

文，我說父親，我要給你一個獎學金，你要不要去臺灣?所以我來了臺灣，如果

我不，我不在臺灣。」(訪 20120711，行 120-122) 

SC3：「很重要，所以我來到臺灣，因為那個的人跟臺灣的負責人的關係很

好，可是我也很好的人，因為在那個公司很多人工作，還有舊的人很多，我是一

個新的人，可是他們知道我是一個很好的人，所以他們給我這個獎學金。」(觀

&訪 20120620，行 164-166) 

待在瓜地馬拉，SC3 知道自己不可能有念大學的機會，剛好他工作的慈善機

構負責人和臺灣方面有很好的關係，他才有機會來到臺灣。  

SC3：「我覺得做，可是大部分如果那個的臺灣的獎學金，認識那個的人就

可以。」(觀&訪 20120620，行 159) 

「因為我覺得大部分我的朋友是瓜地馬拉人，他們我覺得他們的爸爸媽媽打

工工作在政府，所以很容易拿到獎學金，因為在瓜地馬拉，如果那個學生他的沒

有人，沒有政府的人，但是他不可以給他獎學金。」(觀&訪 20120620，行 152-154) 

「對啊。如果那個的學生是孩子的父母，政府的人可以，因為我覺得關係很

好。」(觀&訪 20120620，行 161-162)  

「怎麼講？在瓜地馬拉，如果你有關係就很好，給你機會。可是沒有關係就

沒有機會。」(觀&訪 20120620，行 177-17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37 

能夠拿獎學金來臺灣的學生，他們的父母大都在政府裡工作，有很好的關係，

像 SC3 這樣沒有背景的人本來是不可能來臺灣，但是他的老闆認識臺灣的負責

人，透過這層關係，他拿到了獎學金。 

SC3：「臺灣的制度，我告訴他們怎麼樣，可是我不想給他們說話，可是我

告訴他們，那時候他告訴我，來臺灣念大學，他知道臺灣的獎學金要給我五年，

可是沒有，可是他知道我有五年的獎學金，然後我告訴他不要給我五年，因為我

不會學習，然後他告訴我沒關係，我要來每天念英文，念大學，所以回去臺灣，

因為他們要我念臺灣的大學。」(訪 20120711，行 124-128) 

SC3：「我希望後年一定回來，念大學。可是我不知道，可是我希望回來，

因為我要進步我的中文。」(訪 20120808，行 234-235) 

一開始，臺灣方面要給 SC3 五年的獎學金來念大學，但是因為 SC3 不會英

文，沒辦法念大學裡的英文授課課程，他轉而拿一年的獎學金來臺灣，他以為自

己可以學到華語和英語，以後可以再回到臺灣念大學。 

SC3：「因為在瓜地馬拉沒有辦法念大學。因為臺灣有辦公室在瓜地馬拉，

大使館，跟他們說話，大使館要幫，所以他們要幫我在臺灣幫我，然後回國工作

在他們的公司，所以在瓜地馬拉如果我念大學，我應該工作一般。我覺得一定回

來臺灣，可是我覺得可是明年還是後年，一定回來。」(訪 20120711，行 130-133) 

SC3：「所以我還有，如果我學會中文，不太難跟臺灣人說話，所以如果沒

有人說中文，如果臺灣人到我們的公司，沒有，沒辦法跟那個公司的人說話。對

呀，因為臺灣的政府他要幫那個的公司，因為他的工作是幫別的人。」(觀&訪

20120808，行 338-339) 

SC3：「施工，他們施工，所以他們的西班牙文不好，所以他們需要我們説

明。」(觀&訪 20120808，行 330) 

SC3：「因為那個公司是工作是幫人。」(觀&訪 20120808，行 332) 

SC3 覺得因為他的公司是一所慈善機構，所以臺灣政府要幫他現在工作的公

司，給他獎學金來臺學華語，學會華語以後，他可以居中為來施工的臺灣人翻譯。 

SC3：「我覺得政府跟別的政府要關係很好。」(觀&訪 20120620，行 113) 

「因為外國人在臺灣大學畢業然後可以回國找工作。」(觀&訪 20120620，

行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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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臺灣的政府要我們外國人念大學畢業還是會說中文，可以教別的人，

別的學生。」(觀&訪 20120620，行 108-109) 

臺灣政府給外國學生獎學金的目的，SC3 認為是要幫助外國人，尤其是沒有

錢的人能夠念書，可以找到工作、教別人說中文，這樣臺灣政府和別的國家的政

府能建立好的關係。 

SC3：「我想我的國家很多問題不好意思告訴，可是沒關係，在臺灣你看到

很多年輕的人，是女生還是男生，他們高中畢業、大學畢業，他們都是學生，可

是在瓜地馬拉，大部分年輕的人他們沒有辦法念書，一點點會念書，如果有錢的

人不會念書，可是在瓜地馬拉念書不好，可是所以那個人沒有錢，他要念書，不

會來臺灣，因為如果他要拿到獎學金，應該申請，可是申請的時候，應該有錢，

如果他沒有錢，不會申請，所以有錢的人不會申請獎學金，所以很容易來臺灣。」

(觀&訪 20120711，行 152-157) 

「所以我想臺灣應該知道那個人，他愛念書，他沒有錢，可是他有很好的態

度，臺灣應該幫他，來臺灣。可是大部分那個學生他來的是不好，因為我有很多，

有很多人認識他們，可是沒有辦法，如果沒有人幫我來臺灣，我覺得我在瓜地馬

拉工作。」(觀&訪 20120711，行 159-162) 

SC3 覺得獎學金應該是要幫助想念書卻沒有錢念書的學生來臺灣，但是沒有

錢的學生申請不到獎學金，大部分拿獎學金來臺灣的學生都是有錢的學生。 

SC3：「因為去年我們都差不多一共二十幾個學生，大部分那些學生他們的

爸爸媽媽跟政府很好，所以他們來了，可是有的學生不想念書，他們想他們來臺

灣去旅行，不要念書。」 (觀&訪 20120620，行 187-189) 

「有，因為天天在中文，學中文我覺得有五個朋友不要念中文，因為他們的

爸爸媽媽都有錢，如果沒有獎學金沒關係，他爸爸媽媽給他們錢。」(觀&訪

20120620，行 237-238) 

「對。他們說政府給錢是他們一點兒。」(觀&訪 20120620，行 256) 

SC3：「有別的人他們不想學，還是不喜歡學。」(觀&訪 20120814，行 88) 

這些有錢的學生他們來自跟瓜國政府關係很好的家庭，他們來臺灣是想要來

旅行，而不是來學華語，學華語學不好對他們不是問題，他們也不擔心考試考不

好領不到獎學金，臺灣政府給的獎學金比起他們父母給的只是一點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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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3：「我擔心，因為如果沒有錢沒有人幫我。」(訪 20120613，行 267) 

和有錢的學生相比，SC3 知道自己不能和他們一樣，他得努力學習華語，通

過考試才能領取他在臺灣賴以維生的獎學金，因為當他沒有錢的時候，沒有人會

幫他。 

參、案例三學習風格的故事 

一、「老師請你說一次，我有問題。」 

SC3 上課時總是抱持積極的態度，對於聽不懂的地方，他總是會向老師或是

同學請教。 

SC3T3：「他的認知已經有一個學習語言很好的認知，他覺得我就是來學習

的，我就是不對，我不怕人家笑我，就是要說，因為他都很主動，我覺得他算是

一個特例。」(訪 20120522，行 77-79)  

SC3：「老師請你說一次，我有問題。」(觀&訪 20120203，行 2) 

「我問可以跟同學。」(訪 20120203，行 10) 

「我上課的不懂的時候我會講，我看，我念中文書的時候都懂。」(觀&訪

20120203，行 24) 

SC3 第三期的老師覺得他的學習態度很正確，他不會因為問問題感到不好意

思，他會問老師，也會問同學把不會的地方弄懂。 

 二、「他(SC3)自尊心很強。」 

SC3 在課堂上表現得很積極，他不會因為自己的成長背景比別人差而把這當

作藉口，他更努力表現出不服輸的態度。 

SC1C3T1：「所以我感覺到他自尊心很強，他一直要上進，就算是中文非常

難，可是從第一課開始，他就一直表現這樣子很積極，然後一直不服輸的態度，

是一個很特別的小孩子。」(訪 20120729，行 8-10) 

SC3 第一期的老師覺得他和和一般拉美學生不一樣，展現出積極向上的學

習態度，也表現出很強的自尊心，對自己有很高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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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3T4：「我們剛剛說的，在說的方面儘量讓他知道他不是那麼差，我真的

懂了一部分。在寫的部分就是讓他簡單化，讓他有成就感，我真的有很多方式的

改變是因為他，我覺得他比較容易受傷。」(訪 20120814，行 170-172) 

「是，自尊心強，他如果今天這個東西沒有聽懂，沒有學會的話，你感覺他

的臉整個嚴肅起來，就覺得糟糕這個我不會這樣子，就是很緊張。」(訪 20120814，

行 174-175) 

因為 SC3 成長的背景使得他特別害怕失敗，學不會對他是一件足以打擊信

心的大事，他第四期的老師為了讓他在學習上能夠獲得成就感，特別為他調整上

課方式。 

SC3T4：「還有一點，因為他的發音不准，所以他講的話別人很可能會聽不

懂。我覺得對於他講話我聽不懂，我都特別小心的回應，我不太想讓他覺得說老

師沒有聽懂剛剛的那句話，我很小心的表示我聽懂了一部分，但是還有一部分我

要再確定一下這樣，因為他的發音真的不太標準。如果別人的反應是很不懂，他

很受傷。」(訪 20120814，行 155-158) 

「有可能，當然大部分是聽得懂的，他想嘗試說一下他昨天遇到的事情，或

者我還沒有辦法馬上進入到一個事情的時候，他很希望我能馬上懂，我覺得這對

他來說是成就感，否則的話就是很大的打擊。」(訪 20120814，行 160-162) 

SC3T4 會特別小心聆聽 SC3 說話的內容，他知道 SC3 發音不標準，但是如

果別人聽不懂 SC3 說話的內容，SC3 會很受傷。 

SC3T4：「這些都會，因為同學感情也很好，他們互相取笑是他們的一種娛

樂。我覺得他大部分的時候沒有關係，可是也不能說得太重了，他會比別的同學

更會受傷。」(訪 20120814，行 213-214) 

「我覺得對他是要特別小心特殊一點。別的同學是隨便開玩笑都沒關係，他

是特別小心一點。」(訪 20120814，行 269-270) 

另外，上課時 SC3T4 也會特別拿捏和 SC3 開玩笑的分寸，自尊心強的 SC3

比其他同學更容易因為老師或同學的無心而感到受傷。 

三、「老師很好，是我們是學生不好。」 

大部分沒有課的時候，SC3 都待在家裡，他不喜歡出門，喜歡把時間花在練

習華語和寫功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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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3：「如果我沒做什麼，我練習。」(觀&訪 20120613，行 47) 

「我覺得很多的考試比較好，因為如果今天我有考試，我得多練習」。(觀&

訪 20120613，行 147) 

SC3：「一個鐘頭，差不多兩個鐘頭。」(觀&訪 20120808，行 6) 

「如果我有很多功課文章，要寫功課，有考試，應該練習，生字。」(觀&

訪 20120808，行 8) 

「練習寫，還有練習念。」(觀&訪 20120808，行 12) 

「我會(先預習明天的功課)。」(觀&訪 20120808，行 377) 

SC3：「會每個課。我念了那個生字一邊念一邊聽。」(觀&訪 20120814，行

179) 

如果有功課，SC3 會先把功課完成，然後準備明天的考試，或是先預習明天

要上的內容，沒有考試的話，他就自己練習寫字，念課文。 

SC3：「以前，以前很多功課，這個學期沒有。老師很好，是我們是學生不

好。我想改變我的教室，可是下午我不喜歡，因為上個學期我念上午。」(觀&

訪 20120613，行 138-139) 

「練習練習，如果我沒有功課，我練習別的生字。如果我有很多功課，我寫

功課，可是我現在的同學有的時候念句子，可是有的同學不會念句子，因為有的

忘了，所以老師教我們慢慢的，我覺得不是老師不好，是我們學生不好。」(觀

&訪 20120613，行 141-143) 

這是 SC3 學華語的第四期，他覺得這學期功課和考試都比較少，但是他沒

有因此閒下來，而是把握時間自己在家練習。他發覺他的同學把以前學過的東西

都忘了，因此老師得要花時間慢慢把記憶抓回來，這學期學得比以前慢，但是這

是學生不好，沒有把學過的內容記起來造成的。 

SC3T4：「他來到這一班以後看到他的同學都這麼浪漫，這麼不願意花功夫

在功課上面，他自己看了很不好意思，一方面他感覺到我也覺得好像有點無所適

從，如果通過這麼不用功的同學從來沒有過。所以，有一天是他自己找我，我也

想找他，他剛好也找我，他跟我說老師你最近很累，我說你看出來了嗎？他說我

覺得老師你很想幫我們，可是同學好像你幫他也沒有用這樣子。我就跟他談了一

下，他說老師我都覺得很不好意思，他說拉丁美洲同學的想法跟臺灣人真的很不

一樣。所以是他先告訴我的，他覺得我們覺得不習慣用功，我們覺得用功也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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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的開心，我們從小到大念書就是沒有用功過，所以我們也不可能很快改變這樣

的。」(訪 20120814，行 36-43) 

SC3 看到同樣都是拉美學生的表現，在學習上不用功，他對老師覺得很不好

意思，他告訴老師拉美學生不習慣用功，即使用功也要開心地用功，這不是老師

的問題，而是想法不同。 

四、「(SC3)依賴 SC3C1 的翻譯。」 

SC3 在零起點階段因為不懂英語在心理上緊張害怕，這時候同學在旁為他翻

譯讓他有了安心感，從零起點到第四期，他習慣有人為他翻譯。 

SC3T3：「這裡面我看了一下，你可能會覺得說英文對他來講，因為他不懂

英文，你覺得我們上課的時候對他有沒有很大的影響。我覺得剛開始他在零起點

的時候他會比較緊張害怕，老師要照顧到很多的學生，沒有辦法對他要特別投注

一些比較大的，因為別人懂的時候，可能他是不懂，那你變成你一個人你要去面

對他，你要給他很多的解釋例子，給他很多例子圖片什麼的，可能就會佔據了別

人的時間。這種情況發生他會在零起點的時候，可能零起點或者是剛來臺灣半年

之內，他可能碰到這樣的問題，老師還有同學可能要多投入一些心力。如果他半

年之後還在依賴英文的話，我想是不必要的。可能他太依賴了。我發現他在上課

的時候有一個瓜地馬拉的學生裡有一個 SC3C1，他會一直幫他翻譯。我覺得他

現在已經學了兩本書了，他如果這三本書還一直翻譯的話，我會覺得他是不是有

點過度依賴。」(訪 20120522，行 6-15) 

「依賴 SC3C1 的翻譯。」(訪 20120522，行 17) 

「因為他會一直依賴他，我會覺得有這種情況。」(訪 20120522，行 37) 

「我不會叫 SC3C1 說，我會再跟他說一次。」(訪 20120522，行 57) 

「對，我覺得他們太密切了。」(訪 20120522，行 64) 

「當然鼓勵他了，我會叫他想一想再說。我覺得他跟 SC3C1 的關係太密切

了，他會變成說我稍微有一點不懂或者怎樣，有疑問他就會去問。」(訪 20120522，

行 83-84) 

同樣來自瓜地馬拉的 SC3C1 總是會為 SC3 翻譯，但是當 SC3 學習華語到了

一定程度，他其實應該靠自己的力量，因此 SC3 第三期的老師鼓勵他自己想一

想，不要依賴 SC3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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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不是他(SC3)笨是無知吧。」 

離開了課堂，SC3 也希望自己能有機會在生活中增進自己的華語能力，他會

試著增加學習的管道。 

SC3：「我先中文想，我還沒懂很多字，所以我不懂我不會說。」(觀&訪

20120202，行 117) 

SC3C1：“Yeah, I want to stop doing that because I think it’s a problem. And I 

find he doesn’t have the problem because he doesn’t start in English so it’s like he 

take characters and has to think in Chinese. I find it’s interesting.＂ (訪 20120315，行

206-208) 

當 SC3 說話時，他會用華語思考，這樣他說出來的句子就不會受到母語的

干擾，他的同學 SC3C1 覺得 SC3 雖然不像他一樣會說英語，在學習和生活上有

些不方便，但好處是不會受到英語的影響。 

SC3：「對啊，我會用(Google translate)。」(觀&訪 20120613，行 19) 

SC3：「可是我常常說，外面臺灣人說的時候說得不一樣，跟我們的老師不

一樣，因為老師說得聽得清楚，可是外面我聽得不清楚，有的時候如果我要說，

所以我覺得新聞能聽。」(觀&訪 20120613，行 33-35) 

SC3：「那天那個網址我看一個電影，他有中文字。」(觀&訪 20120613，行

39) 

「因為電視不好，所以不可以看。」(觀&訪 20120613，行 41) 

SC3：「會看臺灣的電視。」(觀&訪 20120814，行 210) 

「我最喜歡看啊電影，我常常看那個電影。」(觀&訪 20120814，行 213) 

「電視節目沒有看。」(觀&訪 20120814，行 215) 

除了用華語思考，SC3 也會使用翻譯軟體或是線上影音網站學習。他在臺灣

住所的電視壞了很久，所以他沒有看電視節目的習慣，但是後來他覺得看新聞可

以練習他的聽力，於是開始收聽新聞，也會看華語的電影。 

SC3T3：「可是他好像不太愛(電腦輔助學習之類的工具)，他不太使用。」(訪

20120522，行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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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覺得他比較少(電腦輔助學習之類的工具)。」(訪 20120522，行 241) 

「因為 SC2 他有上過大學，他接觸的比較廣。我會覺得 SC3 可能沒有，他

沒有接觸。他可能大概只有高中畢業，我在想的。在瓜地馬拉那種學習環境裡面，

他可能沒有那麼多機會接觸這些東西，不是他笨是無知吧。」(訪 20120522，行

245-247) 

SC3 第三期的老師覺得，SC3 沒有上過大學，所接觸到的學習方式及訓練不

及其他人，他所處的環境使他得到的資源有限，他表現出來對外在世界的認識並

不是他笨，而是反映出他所處的不利環境。 

六、「我們喜歡常常笑。」 

SC3 在臺灣總經歷過四位老師，四位老師有不同的教學理念及方式，而 SC3

也有他偏好的上課方式。 

SC3：「因為 SC1C3T1，我覺得 SC1C3T1 跟我們關係很好，可是沒有玩兒，

不常常笑。」(觀&訪 20120627，行 43-44) 

SC3：「真的，他不常常笑。我們喜歡常常笑。因為我們看有的國家不喜歡

說話，笑，因為我們拉丁美洲常常說話，常常笑，所以我們喜歡說話。」(觀&

訪 20120627，行 46-47) 

SC1C3T1 是 SC3 第一位老師，也是唯一一位能使用西班牙語的老師，他去

過拉丁美洲許多國家，了解拉美學生的習性及背景，因為這層關係，SC1C3T1

和 SC3 的班級相處融洽，但 SC3 希望上課時，老師的臉上常常掛著笑容。 

SC3：「(SC3T3)不是很好的態度，很好的是他的教法。」(觀&訪 20120627，

行 26) 

上課時臉上沒有笑容的還有 SC3 第三期的老師，但是 SC3 覺得他的教法很

好，因為 SC3T3 常常給他們考試，考試對 SC3 而言幫助很大。 

SC3：「我最喜歡這一個老師(SC3T4)。」(觀&訪 20120808，行 106) 

SC3：「考試好，功課很好。他(SC3T4)教。」(觀&訪 20120808，行 74) 

「因為他(SC3T4)上課給我們玩，有別的字，別的句子練習練習。」(觀&訪

20120627，行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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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3 最喜歡第四期的老師，他給班上學生適量的考試及功課，上課時有很多

活動讓學生練習。 

SC3：「他(SC3T2)上我們的課不喜歡站著。」(觀&訪 20120627，行 34) 

SC3：「對啊，SC3T4 他上我們的課他喜歡站著，玩兒，如果我們不懂這個

字，他馬上寫。」(觀&訪 20120627，行 36-37) 

SC3：「比方說，如果我們有，學生需求，如果我們有問題，或是我們有一

個字不懂，他(SC3T4)會告訴我們，可是說中文不說英文。」(觀&訪 20120808，

行 78-79)  

在第四期的課堂上，老師和學生接觸的比較密切，老師不是只坐在白板前上

課，而是和學生有很多互動，SC3T4 站著上課的方式讓他可以及時趕到有問題的

學生身邊提供協助，而且 SC3T4 會用華語協助學生了解而不是英語。 

SC3：「對呀，因為我們，我們都是拉丁美洲所以我們常常讓他(SC3T4)很高

興，因為我有一個同學是西班牙人，他就是真的愛。」(觀&訪 20120808，行 85-86) 

「沒有 J，一個教室是真的愛，因為他讓我們笑。所以老師喜歡。」(觀&訪

20120808，行 96) 

「因為我們，因為我們想得，我們有很多的句子西班牙，如果我想西班牙文

我說中文的意思是什麼，所以他知道。是啊。」(觀&訪 20120808，行 150-151) 

在第四期的班上，SC3 很高興大家都是拉丁美洲來的學生，大家上起課來你

一言我一語非常熱鬧，有一個同學總是逗得老師很開心，班級氣氛很融洽，彼此

間的溝通比其他國家來的學生更順暢。 

SC3T4：「通常夏天的班都有這個情況，可是這班絕對不是，所以他們就是

這樣。因為這班的拉丁同學太多，他們太 high 了，每天上課都 high 了。我隨便

講一個事情，講一句話，就可以東一個西一個開始聊起來，聊起來很好，可是常

常會跑的很好，你還要一直拉。我趕課的時候很累很累，都想說不要再講下去了，

可是都還說老師我又想到什麼什麼這樣子。上課的情況氣氛好很好了，但是趕課

會很清楚。」(訪 20120814，行 70-75) 

SC3 第四期的老師雖然也覺得班上都是拉美學生上課氣氛很好，但是這些拉

美學生很愛說話，這樣在趕課的時候讓老師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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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本節藉由 SC3 的學習故事，由學習環境、學習動機、學習風格三方面呈現

他在臺灣華語學習適應的歷程。SC3主要受到學習動機的影響，他的自尊心很高，

促使他把握機會來臺灣，在課堂上也不以自己不懂英語為藉口，展現不服輸的精

神，但也因為如此，他在和臺灣人相處時常常覺得臺灣人對他不好，當臺灣人的

反應不如他預期的情況發生時，他將原因歸咎於外在環境，而少與社群接觸；在

學習上偏好不與人接觸的讀寫練習，或是和同是拉美學生在一起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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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三名個案華語學習適應歷程綜合討論 

前三節中，三名個案在臺灣華語學習適應歷程由個案本身、教師、同學與朋

友，行政人員提供了不同面向的看法形成三名案例的個別學習適應故事，本節將

加入行政人員對拉美學生的意見，進一步討論三名案例在歷程故事中的共同發

現。 

壹、中英文的學習環境如何影響三名個案的華語學習適應？ 

在臺灣以中英文為主的學習環境中，有教育環境的因素，如教師及教材；有

社會環境的因素，如臺灣人對外國人的態度，這些因素影響個案的學習適應，以

下研究者將共同影響三名個案的因素列出，並就各階段討論個案採取的適應策略，

各階段的分期是以華語中心每三個月為一期，研究者將個案學習華語的歷程分為

初、中、中後及後期。初期為 99 年 9 月至 11 月，中期為 99 年 12 月至 100 年 2

月，中後期為 100 年 3 月至 5 月，後期為 100 年 6 月至 8 月。 

一、個案英語能力 

案例一於初期產生「我不會英語所以學不會華語」的想法，在學習及生活上

依賴同是瓜地馬拉來的學生替他翻譯。案例二在初期發現「You need to know 

English if you want to learn Chinese here.」懂英語的學生比較具有優勢，在學習及

生活上，會主動幫助那些不懂英語的學生，自己也習慣用英語學華語。案例三則

在初期有「我學英語也學華語」的想法，並不認為不懂英語就學不會華語，他聽

不懂時就主動問別人那個英語翻成西班牙語是什麼意思，或是自己查找翻譯。 

案例一於初期表現不佳被留級，中期的老師考量到他基礎不好，配合他的母

語採中、西翻譯的上課方式，先用英語確定他的同儕懂了，再請同儕翻成西語給

他聽。案例二在中期被要求用華語學華語，但他已經習慣用英語學華語，他因此

覺得「I lost that term」將學習進步不如預期怪罪於教師。案例三於中期時覺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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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說英語的時候我都不懂」、「我覺得他們(同學)都懂」，還是需要同儕為他將

英語翻成西班牙語。同樣來自瓜國的同學知道他不懂英語，會主動為他翻譯，但

是遇到英語沒有的語法，他的同學就無法翻譯，他只能透過老師的講解，用華語

學華語，反而使他不受英語語法的干擾。 

案例一於中後期遇到只在課堂上使用華語的教師，但是基礎不佳的他聽不懂

教師上課的內容，教師也不讓學生在課堂上使用非華語，他的同儕因此無法幫助

他。案例二在中後期又遇到使用英語的老師，他的學習方式又回到偏重語法對比

以及翻譯的方式。案例三累積了足夠的語法及詞彚量，於中後期己經可以聽懂教

師的上課內容，而不需要同儕的翻譯，但他還是習慣一遇到不懂的地方就馬上詢

問同學，特別是他很難了解說話的語境。 

案例一後期的老師也是採用中、西翻譯的方式，但此時的他要回國了，上完

課就將課本和作業放在學校的置物櫃，沒有帶回家。案例二在後期一樣採用英語

學華語，在語法上很明顯地受到英語及西語的干擾，也不易透過華語了解抽象的

概念。案例三至後期，已經讓教師察覺不出他不懂英語，但是在課堂上，他還是

有詢問同學翻譯的動作。 

個案的英語能力在各階段影響他們的學習動機和學習風格，對學習適應的影

響在初期最大，決定了他們的學習方式，其後隨著個人學習風格呈現不同的影響，

以案例三為例，不懂英語在中英文的學習環境一樣可以學會華語；懂英語的如案

例二，在初期學得比較快，但是在中後期就開始出現英語對華語的干擾。教師無

法改變整體的學習環境，如何使學生在初期就培養出用華語學習華語的學習習慣，

可以藉助案例三的例子鼓勵學生，並以案例二的例子說明用英語學華語的問題。

至於案例一的問題將於學習動機一項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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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案文化背景 

三名案例同樣來自拉美文化，在學習的分期中沒有呈現階段性的文化影響。

在學習環境中，案例一和三扮演接受幫助的角色，當他們需要翻譯時，不論在課

堂上或生活上，總是能夠得到幫助；案例二是幫助人的角色，當別人表現出需要

時，他樂於協助那些努力的人，如案例三；不想幫不努力的人，如案例一。不論

是助人或是被助，拉美文化習性使他們總是和朋友聚在一起，吃飯一起，休閒娛

樂在一起，很少看到落單的拉美人，因此就算每階段都會重新分班，他們還是會

選擇去同一個班級，即便彼此的程度有落差也沒關係，如案例一。案例二處在都

是拉美學生的班級，覺得自己很努力，卻沒機會看見日韓學生努力的態度和方式。

案例三和美國、日本學生上課覺得很難過，他偏好班上都是拉美學生，上起課來

很熱鬧開心，但考試時不遵守規定的情況也多，使用非華語的時候更多。 

在社會環境中，拉美文化使案例一及三熱情地想結交異性的朋友，對於同性

興致缺缺，案例三說「因為如果我的瓜地馬拉朋友看到我跟一個臺灣男生說話，

他們會說你找到一個男朋友。」。案例二舉出一般人對拉丁美洲人的刻板印象，

如吵鬧、不守秩序、有很多女朋友以及很多肢體接觸，使他難以交到朋友。 

個案的文化背景使個案得以在臺灣建立緊密的情感網絡，在學習、生活及心

理上獲得支持。拉美文化背景對個案的華語學習適應是助力也是阻力，同質性文

化雖然給案例帶來安全感，但語言及文化的增長有限，在分班時可以適當分配不

同文化背景的學生，使異質文化可以刺激學生學習。 

三、教師對學生在課堂上使用非華語的態度 

案例一和案例三初期共同的教師 SC1C3T1，為了教學效率、課程進度以及

不敢面對學生沮喪的表情，教師本身在課堂上使用非華語的語言以英語為主，參

雜一些西語，SC1C3T1 對於學生在課堂上使用非華語採寬容正面的態度，學生

們之間會使用母語彼此幫助。案例二初期的教師 SC2T1 也允許學生在課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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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華語，雖然可能對學習華語造成影響，但討論內容多和上課有關，可以幫助學

生適應在本地的生活。 

案例一在中期的教師 SC1T2 因為班上同學是留級生的關係，完全開放讓學

生在課堂上使用母語。因為自己不懂西語，他的做法是先確保懂英語的學生了解，

再讓這些學生將英語翻譯成西語給不懂的學生。案例二中期的教師 SC2T2 完全

不允許學生在課堂上使用非華語，當學生說非華語時，他會表現得很生氣，也不

同意讓學生幫彼此翻譯，只有標示語法時才會寫英語。案例三於中期的教師

SC3T2，因為教學效率、課程進度以及自己能力尚無法以華語講解華語語法，而

在課堂上使用英語，對於學生使用非華語他認為是在互相幫助。 

案例一中後期的教師 SC1T3 使用全華語教學，也要求學生在課堂上不使用

非華語，他認為「班上有 10 個國籍語言都不同的學生，老師難道要會說這 10

個語言嗎?」。案例二於中後期的教師 SC2T3 主要使用華語，輔以動作、圖象、

影音說明，只有抽象概念或語法才使用英語說明，他鼓勵學生在課堂上減少使用

非華語。案例三中後期的教師 SC3T3 對於學生使用非華語採不鼓勵也不禁止的

態度。 

案例一在後期的教師SC1T4對學生使用非華語也較寬容，他的做法和SC1T2

一樣，先讓懂英語的學生了解了之後，他會再多一道確認的動作，再請他們翻譯

給案例一聽。案例二在後期的教師 SC2T4 和案例三中後期的教師 SC3T3 是同一

位，於學生使用非華語採不鼓勵也不禁止的態度。案例三在後期的教師鼓勵他們

說華語，但班上都是拉美學生，他無法禁止他們不說西語。 

教師對學生在課堂上使用非華語的態度影響個案和同儕間的互相幫助。教師

為了求快、求方便、趕課程進度、不敢面對學生沮喪的表情在課堂上使用英語，

最常用英語說明無法直接由動作、圖象理解的概念，如語法及語用情境。這種狀

況在初期最為明顯，到了中後期隨著學生語言能力的增加，使用英語的頻率也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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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上課使用英語的教師比起使用全華語的教師在態度上對不懂英語的學生更顯

得同情，並且對自己不懂學生的語言感到慚愧，當學生在課堂上使用非華語時較

為寬容，本身也會藉助同儕力量幫助學生學習；使用全華語的教師在課堂上不容

許學生使用非華語，也不藉助同儕力量。 

 四、臺灣人對外國人的想像 

三名案例在社會環境中對臺灣人對待外國人的態度和方式沒有階段性的分

別。案例一覺得「臺灣人怕我」；案例二覺得「it’s difficult to make Taiwanese friends 

for Latin American」；案例三認為「臺灣人不喜歡外國人」。三名案例於初期都嘗

試和臺灣人說話，但沒有得到預期的回應，他們不明白為什麼。中期案例二嘗試

參加社團活動，找語言交換，但受限於華語能力不足及要求完美的個性而放棄；

案例三嘗試和鄰居打招呼，去教會，但只有老人、小孩會理他，年青人不和他說

話，他因此自尊心受傷不再嘗試。中後期，案例二及三都不願意再結交臺灣的朋

友。到了後期，案例二覺得自己的語言能力比以前好，他願意試著交臺灣的朋友；

案例三則以臺灣人不跟我說話，我也不跟臺灣人說話的方式對應。 

三名案例接受訪談的朋友都有臺灣朋友，而且都表示交不到臺灣朋友是個案

的問題，而不是臺灣人的問題。三名案例的老師則認為交不到朋友與三名案例的

外表有關，因為臺灣人偏好與金髪碧眼的外國人當朋友，而三名案例都不是典型

的外國人長相，相反的案例的三名朋友都是金髪碧眼，而在交友上有不同的難

度。 

在國合處負責國際學生事務的 D 女士本身來自巴西，他對於交不到朋友這

件事提供了他的看法「來自拉丁美洲的學生和其他國家的學生所遇到的是一樣的

問題，交不到朋友沒有特別發生在哪些國家的學生身上，學生應該主動去認識別

人，而不能等別人來跟你說話。」(訪 20120308，研究者現場翻譯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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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在交友方面做過的努力包括找語言翻譯，參加社團，但是他期望能流

暢地使用華語和人溝通，當他做不到時他感到挫敗，而且他是完美主義者，不能

接受自己犯錯；案例三也嘗試過和臺灣人說話，但是沒有得到期望的回應，讓他

原本比別人敏感的自尊心受傷。因此，國籍、外貌對交友的難度影響有限，最主

要的還是學生的個性。 

貮、拉美學生的華語學習動機對學習適應有什麼影響？ 

學習動機是因為學習環境改變而引起個案改變行為的推力，在本研究中，個

案的學習動機同時也受到過去的學習經驗及家庭背景的影響，呈現出不同的適應

策略。 

一、個案來臺背景 

三名個案因為不同的理由來到臺灣。案例一本身是政府海關官員，能得到這

份工作表示他和政府的關係很好，優渥的成長環境使他習慣不用努力就可以得到

想要的東西，遇到困難很快就放棄，他對自我效能期待不高，習慣將失敗的原因

歸咎於外在環境。雖然他表示他不想來臺灣，卻還是被派來，即便學得不好，他

也不會因此被懲罰，他將此機會當成來旅遊、認識不同文化、回國後可以和別人

炫耀的經驗，他對學習不用心，想要拿到獎學金不用功，只想藉著小聰明過關。 

案例二從小靠著自己努力，藉由讀書取得學歷改善自己的環境，他對自我效

能有很高的期許，將失敗歸於個人努力不夠。他看到很多不公平的事發生，他知

道像他這樣沒有關係的人在瓜國很難有更好的發展，臺灣獎學金是讓他能夠離開

母國，尋求更好人生的機會，他因此努力學習，學習華語滿足他的求知慾，帶給

他很大的成就感。 

案例三很小就離開家，自己工作養活自己，他知道要是不努力，沒有人會幫

他，將成功與失敗都認為是自己的問題。能夠得到來臺灣的機會全是因為他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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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爸爸要他來，他自己從來沒想過要來臺灣，他知道能夠多學一樣東西對他的未

來就幫助愈大。雖然在他一句英語都不懂，但他憑藉努力就會成功的信念，相信

自我效能，積極用功。 

個案的來臺背景從初期至後期持續影響三名個案的自我效能、內外控動機、

與內外在動機。三名個案從過去經驗對自我效能期望有高有低，期望高的如案例

二及三，在學習上遇到問題會主動克服，將成功歸於自己的努力，把失敗歸咎於

努力不夠；期望低的如案例一，遇到問題馬上就放棄，將失敗歸咎於外在學習環

境中教師及教材使用的語言。三名案例的外在動機是避免領不到獎學金，而案例

二更是為了遠離讓他失望的母國。三名案例共同的內在動機是對文化及語言的好

奇，案例二及三是為了學習的成就感，對案例三而言，更滿足了他在瓜國不可能

受教育的期待。 

二、期望交到本地朋友 

三名案例在初、中期嘗試過和臺灣人建立友誼，如案例二參加社團、找語言

交換，案例三去教會，但是並沒有得到他們想要的反應。因此在中後期，他們排

拒和臺灣人接觸，如案例三不斷強調他很忙，沒時間交朋友，不想跟同性戀的男

生說話等理由不和臺灣人說話。到後期，案例二認為自己的詞彚量及語法量己經

比以前進步，應該多和臺灣人說話，而案例三則是採取臺灣人不跟他說話，他也

不跟臺灣人說話的方式，想著自己要回國了，不要交臺灣的朋友。 

期望交到本地朋友的融合型動機影響案例在學習環境中願意開口說華語的

意願。初、中期案例願意去嘗試，但受於有限詞彚、語法，甚至口音，臺灣人很

難理解他們的說話內容，個性敏感、自尊心高的學生很容易在此時心理受傷而放

棄，如案例二及三。中後期他們嘗試的意願減弱，並認為臺灣人不喜歡外國人，

逐漸放棄在社會環境中結交臺灣朋友，這樣的想法案例三延續到後期，不再嘗試，

等待回家；案例二則是重拾信心，願意再去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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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獎期限 

三名案例受獎期限不一。案例一及三受教育部華語獎學金，受獎期限一年。

案例二受外交部臺灣獎學金，受獎期限五年，完成一年華語先修後還要完成研究

所課程，取得學位。在臺時間較長使案例二較案例一及三更關心臺灣人的生活方

式、語言及文化，更想成為社會環境中的一份子。 

受獎期限較長影響案例的融合型動機。待在臺灣一年及五年的心態和想法是

不同的，案例二對交友的態度較案例三積極，不會有因為期限到了就回家的想法，

因此不去交朋友，而是改變心態以要長久待在臺灣的態度去建立友誼。 

參、拉美學生學習華語的學習風格為何？ 

學習風格是個案面對學習環境的改變時所採取的應對策略，受到各自成長及

學習背景的影響，個案呈現出不同的學習態度、學習習慣及學習方式。 

一、受訪者認為拉美學生學習態度和學習習慣和家庭背景相關 

案例一對在課堂上學習不用心，課後沒有花足夠的時間複習、完成功課，到

了後期，他甚至將課本和作業放在學校置物櫃，利用下課的空檔抄別的同學的答

案；相較於家庭背景好的案例一，家庭背景不好的案例二和案例三在課堂上表現

積極主動，回到家花很多時間複習及預習功課、準備考試。 

二、拉美學生學習方式偏好翻譯和同儕學習 

三名案例都偏向以翻譯的方式來了解華語，如案例一及三利用中、西翻譯來，

而案例二透過中英翻譯。他們都偏好和同儕一起合作學習，案例一喜歡同儕為他

翻譯，他慢慢理解每一個詞的意思，老師不會西語對他的影響不大；案例二喜歡

幫助同學一起進步；案例三覺得和同是拉丁美洲的學生一起上課很開心，很熱鬧，

大家一開口就知道對方要表達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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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拉美學生喜歡練習讀寫增進詞彚和語法能力 

案例二及三都偏好不斷練習寫字以記憶詞彚和語法，對聽說的練習因為找不

到練習的對象而較少從事。 

四、教師認為受教育訓練較多的拉美學生較常使用輔助學習 

案例二及三的老師 SC2T4(SC3T3)曾比較過兩人的不同，案例二上過大學，

眼界比較廣，認識比較多，會利用不同的學習管道幫助學習；案例三沒上過大學，

「他不是笨，是無知」，不了解有很多學習管道可以輔助學習，而且學習資源大

多以英語為主，他因此無法獲得額外的輔助。 

肆、教師看待拉美學生文化背景的角度與態度為何？  

教師對拉美文化的認識有些來自新聞媒體，有些來自過往教學經驗，更有些

來自刻板印象。從三名案例的十位老師以及行政人員的看法，共同討論教師看待

來自另一個社會文化的拉美學生的角度和態度。 

一、教師覺得大部分拿獎學金來臺的拉美學生家庭背景都很好 

教師對於拉美學生大都認為是家庭背景良好，和政府有關係的權貴子弟，如

SC1C3T1、SC1T2、SC1T4，SC2T3。這些學生來臺主要目的並非為了學華語，

如案例一，他的老師對於他的學習態度感到莫可奈何。SC1C3T1 及 SC1T4 覺得

教師本身己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案例一的家庭背景讓他不用擔心學不好的後

果，SC1T2 則認為針對案例一這種已經在瓜國政府單位任職、來臺目的主要不是

為了學習的學生，應該以遊學團的形式縮短在臺語言學習時間，增加風土人文的

認識，不僅降低政府支出，也使教師及學生不再為了語言學習成效而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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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認為大部份的拉美學生學習態度都很懶散 

教師們過去接觸到的拉美學生，學習態度都很懶散，對於學習態度認真的拉

美學生，如案例二及三，教師們覺得是特例。案例三的四位老師都肯定他的學習

態度積極認真。在 SC2T3 的印象中，拉美學生都比較懶散，但案例二真的很不

同。SC1C3T1、SC3T3 覺得因為案例三的成長背景貧困，使他希望受更多的教育，

改善自身的環境，所以表現出和權貴家庭的子弟截然不同的學習態度。 

三、教師不會因為是獎學金生的身份而放寬對拉美學生的標準 

在政大華語中心的拉美學生都具有獎學金生的身份，依獎學金類別每個月領

取新臺幣兩萬五千元或三萬元的獎學金。核發的認定由華語中心計算出席率及學

生當期成績。 

「行政人員 B 說師大華語中心的學生嗆老師，老師的薪水是他付的，但這

些學生都不知道感恩，每個月拿臺灣政府的獎學金付老師的薪水，老師繳的稅給

他們當獎學金，養這種月領 2 萬 5，每天上 3 小時課，中文還學不好的廢物。行

政人員 B 補充說道，華語中心對這些學生嚴格，是因為這種臺灣政府的獎學金

沒有太多人來申請，他們覺得自己很厲害，有些獎學金生很怠惰，自己不努力卻

為了能達到領獎學金的標準在分數上和老師爭執，看在非獎學金生眼中會覺得中

華民國政府亂發獎學金，華語中心不希望造成這種印象，也希望獎學金生能學好

一點兒，回去後對他們的國家有幫助。」(20120710，政大華語中心觀察記錄八) 

行政人員 B 出於為了學生好的想法對獎學金的發放採嚴格的執行，卻也暴

露出學生的學習態度不佳，卻會和老師爭執分數。SC1T4 就曾遇過學生跟他說，

「老師，你知道我們是朋友」，氣得 SC1T4 說「難道我們就該白白送你獎學金」。 

大部份的老師都表示，不會因為學生的獎學金生身份而對他降低標準或放水，

有些教師反而覺得應該對獎學金生更嚴格。但是老師們也表示會將學生的學習態

度納入考量，如果學生表現得很努力，考試成績卻不好，會稍微放鬆一點兒。但

也有一位老師擔心若是不讓學生過，他被送回國後會不會受到處罰，因而讓該名

學生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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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師認為不懂英語的拉美學生表示家庭環境不好 

教師認為在教育品質不佳的拉丁美洲，能夠學英語家庭環境一定很好，像案

例一這樣家裡很有錢卻不懂英語的情形讓他的老師不能理解，案例二為家庭環境

良好卻不懂英語的情況做了說明，這些人經過安排去政府機關工作，他需要一張

畢業證書，說明他具備資格獲得一份政府的工作。大部份教師還是認為不懂英語

的拉美學生如案例三，沒有很好的家庭環境能夠使他學到英語。 

五、教師認為拉美學生對學習態度的標準和東方人不一樣 

教師以東方人的思維去看拉美學生的學習態度，常常感到和教導東方學生不

一樣。拉美學生不論做什麼都要開心，上課要開心，學習要開心，寫功課要開心，

和日韓學生花很多時間追求成績表現有很大的不同。 

六、教師覺得拉美學生對人較熱情，很愛講話，很樂觀自信 

教師覺得在班上拉美學生一多上起課來就很熱鬧，他們很愛聊天，稍微誇一

下就很有自信。有句西語諺語說「天塌下來當被子蓋」，SC2T3 覺得，有時他們

樂觀過了頭，太過樂天了。 

七、教師覺得本身應增加對拉美學生語言及文化的認識 

教師都同意應該增加對不同文化的認識及理解，每名教師提出不同方式，如

看電視、書藉、新聞媒體，和拉美學生相處，這些方法表現出教師對於增進異文

化認識管道的貧瘠及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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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拉美學生對在臺灣學習華語的感覺和看法是什麼？ 

一、三名個案覺得文化差異和刻板印象使臺灣人不喜歡他們 

案例一覺得因為自己的膚色與國籍，使臺灣人不喜歡他。案例二覺得臺灣人

對他們有很多負面印象，如吵鬧、不守秩序、男女關係複雜等使拉美學生不易和

臺灣人建立友誼。案例三只認為臺灣人不喜歡外國人。 

二、案例二及三認為臺灣政府不應該把獎學金給不想學習的學生 

案例二及三都認為臺灣政府的獎學金幫助了像他們這樣無法憑自己力量受

教育的學生，因此他們特別珍惜這個機會，當看到不認真學習的學生浪費這珍貴

的機會，卻有學生因為他們得不到獎學金時感到不平。對有錢人家的小孩，他們

根本不需要獎學金，他們也不想學習，只想來玩，臺灣政府的獎學金在他們眼中

只是一點兒而已，也不會感激臺灣政府；對貧困家庭的孩子，獎學金是他們改變

未來的機會，他們更願意學習，獎學金的效用才能發揮到最大，他們才會感激臺

灣政府，雙方的友誼才能建立在正面的關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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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始於研究者本身和拉美學生接觸的經驗，在相處過程中研究者察覺到

不僅是一般臺灣民眾對拉美學生不了解，就連他們的老師對拉美學生也是一知半

解，因此研究者藉由觀察與參與三名拉美學生在臺學習華語期間的學習適應，蒐

集與整理訪談資料描繪出三名案例的學習適應故事，故事中有案例、老師、朋友

及同學以及行政人員的參與，將個案放進自身的學習脈絡之中使所有研究參與者

得以發聲。本章第一節為結論，就研究結果作一總結；第二節就研究結果與發現

提出具體建議以供相關單位參考；第三節則是研究限制與反思，為日後想從事相

關主題的研究者提出更多方向以及研究者從事此研究時，在研究過程中的發想。 

第一節、結論 

本研究旨在了解拉美學生在臺學習華語學習適應的歷程。以質性研究中參與

觀察的方式，蒐集並分析個案以及相關人士的訪談內容，從學習環境、學習動機、

學習風格，找出影響個案學習適應的因素，以及個案採取的適應策略。並歸納老

師看待拉美學生的角度與態度以及拉美學生在臺的感受與看法。 

壹、個案來臺背景是影響華語學習適應最主要的因素。 

根據世界銀行在 2014 年的調查結果，瓜地馬拉社會不平等的現象居拉美地

區之冠。三名個案來自不同家庭背景，成長環境影響他們在臺學習的學習動機與

學習風格。出身背景好的案例一需要努力憑藉私人關係進入政府工作，，過往學

習經驗沒有使他培養出好的學習習慣和方式，來臺後缺乏學習動機，學習態度不

認真，不同的學習環境沒有改變他，使他想要好好學習。案例二及三沒有好的家

世背景可以靠關係輕鬆找到一份安穩的工作，學習動機強烈，表現出積極的學習

態度。案例二在美國受過大學教育，過往學習經驗使他懂得使用更多輔助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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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案例三只受過高中教育，也沒學過英文，使他的視野有限，不懂得使用網

路資源，常常誤解旁人對他的態度。 

貮、在中英文的學習環境中，影響拉美學生的教育環境因素有「英語

能力」、「文化背景」、「教師對學生在課堂上使用非華語的態度」 

一、英語能力是學習的阻力也是助力，在初期對拉美學生影響最大，其後隨著華

語能力增加而減弱 

教師在課堂上因為「方便省時」、「課程進度」、「無法面對學生沮喪的樣子」、

「自身能力無法用華語講解」，常用英語講解無法藉由動作、圖像表達的抽象概

念、語法及語境。不懂英語的拉美學生在初期學習比其他學生得花更多時間理解、

請教同學、查找翻譯，至後其後隨著華語詞彚及語法能力增加，老師也減少在課

堂上使用英語，英語對不懂英語的學生影響力漸弱。懂英語的學生在初期學得比

較快，但到了中期就很明顯地遇到用英語學華語的瓶頸。 

二、拉美文化使主動的學生都能獲得幫助，被動的學生難以進步 

同樣來自拉美國家的學生樂於幫助需要的人，只有有人主動詢問，都能在課

堂上獲得協助，如案例三。但是被動的學生如案例一因為同學都會幫他，進而養

成依賴同學為他翻譯，不論在生活上及課堂上，他都可以不說華語，用西語完成

他想做的事。拉美文化使個案習慣一大群人一起行動，和本地人接觸的機會因此

減少，彼此間習慣使用西班牙語交談，雖然三名個案都處在華語為官方語的學習

環境中，卻不是在一個全華語的環境。 

三、教師對學生在課堂上使用非華語的態度是學生能否獲得協助的關鍵 

拉美學生只要願意主動開口都能獲得同儕的協助，他們會觀察在課堂上使用

非華語時教師的反應，大多時候會自我節制將話題控制在上課內容。在初、中期

他們尚未習得足夠的語法及詞彚量，在課堂上無法不使用其他語言來建立和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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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老師的溝通管道，到中後期及後期，他們能接受要多使用華語，減少非華語的

使用。教師在初、中期可以給予學習華語的正確觀念，對他們使用非華語表示理

解，但鼓勵他們多說華語，在中後期及後期採取較嚴謹的態度，當學生使用非華

語時表現出不高興但不是真的生氣。 

參、在中英文的學習環境中，影響拉美學生的社會環境因素有「臺灣

人對外國人的想像」 

一、具備金髪碧眼特徵的外國人較易交到臺灣朋友 

臺灣人對外國人的想像多偏向金髪碧眼，具有這項外貌特徵的外國人較易被

臺灣人接受，找到朋友。三名案例都是黑髪褐膚，較難被臺灣的社會環境接受。 

二、國籍、外貌會影響交友難度，但最重要的是本身個性 

拉美學生遇到的問題和其他國家的學生一樣，即便臺灣人到國外也是一樣。

所以具有開放心胸並主動嘗試才是能不能交到朋友的關鍵。 

肆、拉美學生的學習動機最主要受個人背景影響，其次是受獎期限長

短 

一、成長背景影響自我效能、內外控制信念與內外在動機 

案例一的成長背景使他覺得華語太難，他一定學不會，加上他不懂英語，將

失敗歸於外在環境對他不利，但是家庭背景使他不擔心學不好華語會領不到獎學

金或受到懲罰。案例二及三的成長背景使他們對自己有很高的期許，將失敗歸於

自己努力不夠，希望能藉由學習華語改變自己的未來。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62 

二、受獎期限影響融合型動機 

來臺期間長達五年的案例二，對於臺灣的語言及文化積極的想了解，並且在

嘗試交友不順之後，還是願意再去嘗試。相較來臺期間只有一年的案例一及三，

對於交友不順產生我馬上就要回國了的想法，而沒有積極地再去嘗試。 

伍、拉美學生學習風格偏向兩極化 

一、家庭背景不好的拉美學生學習態度較認真積極 

案例二及案例三知道自己不像案例一有好的關係和背景，得靠自己努力才能

有一份工作，因此在學習態度上較主動積極，希望藉由學習華語改變自己的環

境。 

二、受教育程度較高的拉美學生較常使用輔助學習資源 

案例二在美國獲得大學學位，對外界資訊掌握較多，較只在瓜國受過高中訓

練的案例三更常使用學習網站、軟體等輔助學習資源。 

三、拉美學生偏好傳統讀寫的練習方式，但課堂上喜歡與教師較多互動 

案例二及三喜歡在課堂上臉上有笑容，有很多活動，常常和學生親近的老師，

但是在家中，他們偏好不斷練習寫字以記得詞彚和語法的練習方式。 

四、拉美學生偏好共同文化背景的課堂，使用同儕力量學習 

案例一和三在同是拉美學生的課堂感到自在和安心，兩者都會經由同學的翻

譯了解上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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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教師對拉美學生仍存在刻板印象，但會調整自己的心態看待他們 

一、對拉美學生多數印象來自自己的教學經驗或同事 

教師對拉美學生印象主要來自過往的教學經驗或同事間的口耳相傳，學習態

度懶散的拉美學生被認為是正常的表現，學習態度認真的學生被認為是特殊的例

子。 

二、教師不會因為是獎學金生而降低標準，但會考量學生的學習態度 

教師不會因為拉美學生具有獎學金生的身份而使他輕鬆通過考試，有的教師

反而覺得應該對他們更嚴格。對於平時學習態度認真但考試成績不佳的學生，教

師會考量他的平時表現而給他能領取獎學金的分數。 

三、教師應該更了解學生的語言及文化 

教師體會到拉美學生在學習上和東方學生不同，因此會想要主動去了解學生

的語言和文化，但是實際上能了解學生的管道與資源並不多，媒體成了最主要的

方式。 

柒、拉美學生感到被排拒在臺灣社會之外 

一、文化差異與刻版印象使拉美學生感到不受臺灣人歡迎 

在公車上和陌生人打招呼，朋友間有肢體接觸，聚在一起時大聲聊天對拉美

學生是很平常的相處方式，但是卻讓他們常被臺灣人側目；有些臺灣人對拉美學

生存在吵鬧、異性關係複雜的想法，使他們覺得不受到臺灣人的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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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建議 

臺灣政府以推廣華語做為外交軟實力，進而增進友邦人民對我國語言文化之

認識，建立雙方友好之關係，然而本研究發現拉美學生在臺學習適應困難問題之

廣泛，有待各相關單位共同解決，以下根據本論文研究成果提出研究建議： 

壹、提供華語中心與教學者相關建議 

一、分班時使班上學生呈現多文化背景 

藉由多文化背景使學生得以看見不同學生的學習風格，以互相學習，並避免

養成依賴同儕的學習習慣。 

二、華語中心舉辦跨語言及文化研習 

教師所能了解拉美學生的管道相當有限，多半來自個人教學經驗及同事。華

語中心可以整合學生及老師的經驗在語言及教學研習之外舉辦跨語言及文化研

習，提昇教師的跨文化能力。 

三、教師不必會每個學生的語言，但要懂得運用同儕的力量 

教師的能力有限，學生的語言無限，適當使用同儕的力量可以使教學事半功

倍，師生關係更好。 

貮、提供政府單位制定相關政策的參考意見 

一、從源頭處嚴格篩選獎學金生的來臺動機 

就案例一的例子，被強迫來臺的學生學習動機低落，整體學習表現不佳，真

正有心來臺學習的學生卻無法得到機會，而這些有心來臺學習的學生更珍惜獎學

金的機會，對臺灣政府抱持感激，對外交才真正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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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遊學團取代一年期獎學金制 

由於獎學金生的來臺動機不易查驗，加上一年期華語獎學金因來臺期限不長，

學生抱持來玩一年就回家的心理，在施行上易淪為酬庸性質。如以整體效益來看，

以短期遊學團取代一年期獎學金，將機會分散給多人而不是投資在一個不能了解

其真正學習動機的學生身上，不僅減少政府經費支出，使更多人有機會認識臺灣，

獎學金生來臺時間短，不致產生本研究中學習適應的問題，發揮外交上的效益。 

參、提供來臺拉美學生相關的建議  

一、來臺前宜考量本身英語能力 

臺灣的整體環境不論生活上或是學習上都以中英文為主，英語能力不好的學

生會比較辛苦，難以和外在環境產生連結，生活需依賴他人，在心理上會產生很

大的負擔，但不表示不會英語就學不會華語。 

二、不具金髮、碧眼、白皮膚特徵的學生在交友上比較困難 

臺灣人對外國人的想像會左右拉美學生交友的難度，但是並不表示不具這些

特徵的學生交不到朋友，而是這些學生必須比別人更主動去積極嘗試，而且不要

害怕被拒絕。 

第三節、研究限制與反思 

本研究希望能透過書寫拉美學生在臺灣學習華語的歷程，讓更多人了解他們

的故事，使拉美學生在學習華語的過程中，除了得到知識的增進，獲得學習的幫

助，更能夠感受到被認同與理解，也期待政府將華語做為外交的軟實力，提供獎

學金使拉美學生來臺學習華語，在過程中這些學生能夠真正認識臺灣，建立起互

信的友誼。以下針對研究過程中的限制及未來相關研究方向、研究過程中的發想

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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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限制 

本研究受限於研究範圍、時間、空間、語言、性別及研究者能力，無法針對

所有拉美學生深入研究與分析，因此，本研究之結論仍要考慮個別學生之差異，

無法推論至所有拉美學生，茲將本研究限制羅列如下： 

一、研究範圍的限制 

在臺拉美學生分散各地，研究者以自身能力無法至全臺各華語中心，僅能選

擇多數學生來源為獎學金生的政大華語中心為研究場域，研究對象在此一場域的

學習適應行為可能因生活圈、校風而與他校不同。 

二、研究對象的限制 

研究者己身之力無法針對拉美各國學生一一訪談，只能以三名瓜地馬拉學生

為長期觀察追蹤對象，時間為期一年。雖然其中一名學生僅協助完成前導研究，

但在其身上所觀察到的現象值得討論，故未將其剔除。而三名研究對象的關係為

室友，有時不願對研究者說出對其他研究對象的負面看法，或是因自尊心強，對

於聽不懂的問題不願承認聽不懂，而一概回答「對啊!」，這時研究者就必須從別

的管道去印證。 

三、語言的限制 

由於三名研究對象是華語的學習者，使用詞彚不像母語人士一般精確，有時

受限於有限的詞彚，無法明確表達自己的想法，比方說，當研究者詢問受訪對象

為什麼想學中文，他們的回答一律是「學中文很有意思」，這樣的回答與研究者

的觀察大相逕庭；有時因生理因素，如肚子餓、疲累而有語意不詳的情形產生，

此時研究者會將問題記錄下來，待研究對象語言能力增進，或是生理恢復正常後

再作詳細的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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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者本身的限制 

研究者在初期經常受到研究對象的邀約，但考慮到必須保持研究的客觀性，

以及彼此性別差異可能會使研究對象誤會，模糊了研究的焦點，故無法參與研究

對象在校園以外的日常活動，只在訪談中詢問。 

五、研究方法的限制 

研究者曾詢問是否能進入教學場域觀察研究對象上課具體情形，但任課教師

以會對學生造成月暈效應拒絕。故研究者只能改以訪談老師、同學的方式取代課

堂觀察。而有些受訪者因時間因素無法配合，改以書面方式回答研究者。也曾有

一名受訪者面對錄音機十分不自在，研究者只好收起錄音機，改以紙筆記錄。 

貮、未來研究方向之建議 

一、研究對象增加人數及國別數 

本研究以三名瓜地馬拉個案為例，若能加入更多個案以及更多拉美國家的學

生作為研究對象，將能更全面檢視拉美學生的學習適應問題，歸納出共同的特點，

建立學習輔導機制，幫助他們適應在臺灣的生活。 

二、研究方法以質化及量化並行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中的訪談法整理並分析拉美學生在臺灣適應之歷程，未來

研究者可在本研究之基礎上針對特定現象以問卷方式擴大樣本蒐集範圍，突顯出

拉美學生的共性與殊性，並進行更細部的討論。 

三、可針對本研究個別主題更進一步深入探討 

本研究從學習環境、學習動機、學習環境等三方面綜合探討拉美學生的學習

適應，並歸納出學習適應的相關問題，未來研究者可針對個別主題，如單就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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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對拉美學生的影響，或是訪談群體中單一群體，如教師對拉美學生的看法再

進一步探討，有助於呈現拉美學生不同的學習適應樣貌。 

參、研究者反思 

研究者非常感謝個案及其他研究參與者無條件接受訪談，尤於本研究參與人

員不多，研究參與者可推知其他受訪者身份，對於此點，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反

覆思考，本研究的目的不是為了對特定人員提出批評，研究者並不想因為訪談內

容造成任何參與者心理上的不舒服，而是希望能為拉美學生在華語學習適應方面

找到協助他們的方向。在寫作過程中，如何以客觀方式呈現所有受訪者的意見，

是研究者著重的部分。研究者無法避免存在主觀的態度和想法，只能盡力做到主

觀中的客觀。 

另外，本研究附表中沒有任何同意書的簽署，研究者認為本身與個案之間的

關係建立在彼此的信賴基礎上，研究者並未要求個案簽署任何同意書，僅以口頭

方式向個案說明，並承諾遵守研究倫理，在當時的情況下，研究者認為雙方來自

不同文化背景，語言也不通，簽署任何文件都會破壞剛建立的信任關係，造成對

方的不安。在如此特別的個案研究中，同意書的簽署是否一定必要，也是研究者

在過程中不斷思考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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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獎學金申請審查表 

駐外館處初審評估表        駐外館處推薦順序________ 

申請人基本資料(Personal data) 

外文姓名 
 

Given names                   Surname 

最高學歷  性別 Sex 
□ Male       

□ Female 

推薦申請人之 

外國機構或人員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Day/Month/Year 

1. 申請人之報名書件之內容是否符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申請人之英文程度如何？（請從嚴填報俾利評分） 

聽：□優 □佳 □普通 □尚可 □少許    說：□優 □佳 □普通 □尚可 □少許 

讀：□優 □佳 □普通 □尚可 □少許    寫：□優 □佳 □普通 □尚可 □少許 

3. 該名申請人之學業程度是否足以來臺求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申請人未來發展潛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申請人倘申獲本項計畫後對貴單位之業務推動(如推動雙邊關係)有無幫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初審綜合評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駐館名稱：＿＿＿＿＿＿＿＿＿＿＿＿  日期：＿＿＿＿＿＿＿＿＿＿＿＿＿＿ 

本部複審結果 

評估項目 說明 

申請人之專業能力  

申請人之發展潛力  

其 他  

複 審 結 果 □核錄      □不核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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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個案訪談大網 

一、學生自述 

1. 你覺得學習中文困難的地方在那? 

2. 你覺得你的中文好嗎? 

3. 你為什麼想到台灣學中文? 

4. 你覺得獎學生金該做些什麼? 

5. 你曾擔心過領不到獎學金嗎? 

二、語言學習困難 

1. 當你發現老師用中文和英文時，你的感覺是? 

2. 當你的老師發現你不會英文時，他的反應是? 

3. 不會英文學中文很困難嗎? 

4. 你平時和誰練習說中文? 

5. 同學說的中文你聽得懂嗎?你說的中文同學聽得懂嗎? 

6. 你會主動請同學幫你翻釋嗎? 

7. 你不會的時候你都請誰幫忙? 

8. 你覺得應該如何學習中文? 

9. 你會用什麼樣的輔助學習工具? 

10. 你的老師介紹什麼樣的輔助學習工具? 

三、老師和同學相處 

1. 你幫助過你的同學嗎?他的反應是? 

2. 你的同學幫助過你嗎?你的想法是? 

3. 老師對你的態度和其他懂英文的同學的態度一樣嗎? 

4. 老師強調過拼音嗎?(老師知道字母一樣但唸法不同嗎?) 

5. 你和你的同學相處得如何?平常有很多互動機會嗎? 

6. 當你的同學發現你不會英文時，他們的反應是? 

7. 說說看你對其他國家的認識? 

四、文化適應 

1. 不會英文在台灣生活很難嗎? 

2. 你如何解決不會英文的這件事? 

3. 你可以說說看台灣的文化嗎? 

4. 你可以說說看你的國家的文化嗎? 

5. 在你的國家，什麼樣的學生是認真的學生? 

6. 在你的國家，讀書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嗎? 

7. 你的老師了解你的文化嗎? 

8. 你的老師如何幫你適應台灣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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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你的老師向你介紹過台灣的文化嗎?有的話，請說說看是那些方面? 

10. 你有台灣朋友嗎? 

11. 你覺得交台灣朋友容易嗎? 

12. 在日常生活中，你會試著和別人說中文嗎? 

13. 你對台灣人的看法是什麼? 

14. 在你的國家，朋友很重要嗎? 

15. 說說看你會為朋友做些什麼? 朋友會為你做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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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教師訪談大綱 

一、跟學生本身有關 

1. 請您談談_______現在的學習狀況及學習態度。 

2. 請問您覺得_______的學習困難有那些?可能是什麼因素造成的? 

3. 您覺得影響_______學習的動機可能為何? 

4. 請問您上完一整課的流程中，那個流程您覺得_______最容易出現學習困難?

您如何發現的? 

5. 當_______出現學習困難時，您採取的方式是?_______的對應方式是? 

6. 當_______犯錯時，他的反應是?同學的反應是?您的反應是? 

7. 您覺得_______有好的學習習慣嗎? _______的學習方法呢? 

8. 您覺得獎學生的義務是什麼?_______做到了嗎? 

9. 您會考慮到獎學生的身份而對_______放寬標準嗎? 

二、語言教學 

1. 您怎麼發現_______不懂英語的? 

2. 您了解西班牙語的語言結構嗎? 您知道字母一樣但唸法不同嗎? 

3. 當您發現_______無法用英語溝通時，您的想法和心情是? 

4. 您覺得作為老師，有必要了解學生的語言嗎? 

5. 不懂英文是學中文的阻礙，您同意嗎? 

6. 如何有學生這樣跟您說，您會如何回答? 

7. 在教學時，您會因為_______不懂英文採取什麼樣的調整方式?(作業/活動/

同儕) 

8. 您會建議學生使用什麼樣的輔助學習工具呢? 

三、班級經營 

1. 您會請同學們幫忙翻譯嗎?用什麼方式請同學們幫忙?同學們樂意嗎?您如何

表達對他們的感謝? 

2. 當您不清楚同學們是在聊天還是在互相幫助時，您如何處理? 

3. 同學們如何看_______不懂英文的這件事? 

4. 當_______幫_______翻譯時，其他同學的反應是? 

5. 其他同學對_______的看法是? 

6. 同學們之間彼此的互動會受語言影響嗎? 

四、跨文化教學 

1. 根據您過去的教學經驗，能不能說一說拉丁美洲學生的整體學習情況? 

2. 您對拉丁美洲學生的印象是什麼? 

3. 您對拉美文化的了解有那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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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不能說一說您覺得認真的學生有那些特徵?標準? 

5. 這些拉丁美洲學生符合這些特徵嗎? 標準? 

6. 拉丁美洲學生的認真標準呢?他們自己覺得自己認真嗎? 

7. 您對拉丁美洲學生的標準和其他學生一樣嗎? 

8. 您如何幫助學生適應在台灣的生活? 

9. 學生向您反應過那些問題? 

10. 您覺得拉丁美洲學生適應在台灣的生活嗎? 

11. 您在課堂中會向學生介紹台灣的文化嗎?(歌曲) 

12. 您會鼓勵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多使用中文嗎?(和台灣人交朋友) 

13. 學生們覺得和台灣人交朋友難嗎? 

14. 您會建議或提供和台灣人交友的平台嗎? 

15. 您認為，老師應不應該增進本身跨文化的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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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個案同學及朋友訪談大綱 

1. 你為什麼想到台灣學中文? 

2. 學中文那裡難? 

3. 中文和西班牙文那裡不一樣? 

4. 你的老師懂西文嗎?你的同學呢? 

5. 你和你的同學會用中文聊天嗎? 

6. 你會主動為你的同學翻譯嗎? 

7. 你的老師會請你幫忙翻譯嗎? 

8. 你為什麼願意幫忙?什麼樣的人你不想幫他? 

9. 你的老師曾經誤會你們在聊天嗎?你的感覺呢? 

10. 你學中文的方法和學英文一樣嗎? 

11. 你覺得，會英文才能學會中文這句話是對的嗎? 

12. 你同意，多練習說，中文才能進步嗎? 

13. 你和誰練習說話? 

14. 你每天花多少時間練習? 

15. 你有台灣的朋友嗎? 

16. 在台灣，交朋友很難嗎? 

17. 你能說說看台灣的文化嗎?拉丁美洲的文化呢? 

18. 你能說說看有什麼不一樣嗎? 

19. 在拉丁美洲文化中，朋友怎麼相處? 

20. 你有獎學金嗎? 

21. 你覺得獎學金生應該做些什麼?你做到了嗎? 

22. 你覺得，台灣政府為什麼要給你們獎學金? 

23. 上課時，案例的表現? 

24. 你對案例的看法?他是個怎麼樣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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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案例一訪談觀察總表 

附註 第一期：9/5~11/24 第二期：12/5~2/24 第三期：3/5~5/25 第四期：6/4~8/24 

編號 日期 觀察與訪談內容 

觀&訪 SC101 2011/09/27 學習環境-「因為我不會英文，所以我學不會中文」。 

第一次見面時，SC1 帶了一位他的朋友來，他的朋友

告訴研究者，因為他不會說英語需要有人幫忙翻譯，透

過他朋友的翻譯，他表示「我不會英文，所以我學不會

中文」。臉上顯得非常急迫，這對他似乎是很嚴重的問題。 

學習環境-研究者只會英文，無法解釋「?≠嗎」 

研究者第一次和 SC1 見面，在 SC1 的朋友離開後，

研究者和 SC1 一起寫作業，研究者發現很多時候都是研

究者在自說自話，他不了解研究者在說什麼，寫作業的

時候也是，他以為?在中文念做嗎，每當要寫?的時候，他

都抬頭看研究者說「嗎」，意思是要寫「嗎」嗎？這讓

研究者啞口無言，試著向他解釋老半天，他還是以為嗎

是問號的意思，研究者無奈地隨他去了。寫完作業後，

他很開心地離開了。 

觀&訪 SC102 2011/09/28 學習環境-研究者使用中西字卡 

有了上次的經驗，研究者上網查了一些簡單的西班

牙語，比如你、研究者、他、聽、說、寫等等單詞，再

將這些詞寫到字卡上，一面中文，一面西文，想藉此幫

助他。沒想到這次他沒有再出現同樣的問題，對研究者

拿出的字卡看了看、笑了笑。 

學習環境-研究者畫圖、把字寫得很大 

研究者察覺到我們之間有語言溝通的障礙，所以想也

許可以畫圖來溝通，但是研究者畫的圖他看不懂是什麼

意思，反而拿出了一大疊的講義，上頭有一大堆的圖，

他指了指一張兩個人疊在一起下面寫著做愛的圖，似乎

想看看研究者的反應，研究者沒被嚇到，只跟他說要小

心。他聽不懂這句語，又笑笑地不知說些什麼轉到下件

事。依舊是研究者寫，他抄。但研究者發現課本上的字

對他好像太小了，他看不清楚，常常寫錯或缺筆劃，於

是研究者把字寫得特別大，方便他抄寫。 

學習環境-講義很多，但 SC1 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研究者看到他有很多講義，於是指指講義問他，他

都知道嗎? 他看了看，搖了搖頭，表示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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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訪 SC103 2011/10/04 學習風格- 喜歡畫畫、喜歡教人 

也許是上一次的中西字卡觸動了他，或者也許他以

為研究者教他中文的交換條件他要教研究者西班牙文，

他在紙上畫了西班牙文的字母旁邊有很可愛小小的圖，

他還教了研究者簡單的問候語，並且一再和研究者練

習，他喜歡用筆指著研究者叫研究者回答，研究者覺得

這不太禮貌，但研究者不知道怎麼表達，也就算了。 

觀&訪 SC104 2011/10/06 學習風格-很容易分心 

他很經常停下來削鉛筆，他有一支研究者沒看過的

鉛筆，有時寫一寫會不尖或是斷掉，他就會拿出小刀來

削，有時削一削又斷掉，可以花上好久的時間。研究者

就在一旁等著，研究者的任務在這兩小時內陪他練習華

語，如果他不把握時間，對研究者是沒有任何影響的。

有時他停下來指指窗外的景色，很有興致地開始教研究

者雨怎麼說，雲怎麼說，研究者不排斥，如果這可以讓

他在學習之餘有些放鬆的時間，但時間一長心裡不禁覺

得他不會善用時間。 

觀&訪 SC105 2011/10/11 學習環境-朋友 

今天他的朋友走過，看到他跟研究者坐在一起，好

像問了他在幹嘛，他好像說因為學得不好所以要和研究

者一起額外練習，因為這樣，他好像被他的朋友笑了，

他揮揮手把他的朋友趕走。但走了一個又經過一個，每

個人都要來問一下他在做什麼，順便跟研究者打個招

呼，他們真的很喜歡認識新朋友，聽到研究者用彆腳的

西班牙文跟他們打招呼，每個人都很開心。有些人會說

英文，研究者跟他們說英文的時候他就在旁聽著，因為

他不懂，所以研究者也無法跟他解釋研究者們聊了些什

麼。 

今天研究者教他漢拼的發音，他指了指他的朋友，

問研究者他的朋友可不可以一起聽，研究者說可以呀。 

社會環境-支持 

這天他和平常不一樣，平常他總是笑口常開，但今

天他看起來很累。他指了指眼下的黑影，用電腦翻譯告

訴研究者他們國家的大使來到臺灣，舉辦舞會請他們參

加。這是研究者第一次看他這麼快樂地告訴研究者他做

了學中文以外的事，他還給了研究者一個小小的來自瓜

地馬拉的紀念品。 

觀&訪 SC106 2011/10/13 學習動機-外在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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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天寫完功課，他很興奮地拿出手機，出示其中幾

張照片給研究者看，研究者看到了之後馬上心想，這不

會是期中考考卷吧!研究者指了指照片問他，你拍的嗎? 

他忙搖搖手表示不是，是其他人拍的傳給他。他用電腦

翻譯表示，沒有 80 分他拿不到獎學金，還會被送回瓜地

馬拉。研究者知道這對他是很嚴重的事，但研究者也不

想因此告訴他答案協助他作弊，於是研究者叫他寄給研

究者，之後研究者仿照題型設計複習的練習。 

觀&訪 SC107 2011/10/18 學習環境-朋友 

上一次他拿考卷希望研究者告訴他答案，但這一次

研究者並沒有這麼做，研究者拿出為他用 PPT 做的複習，

他並沒有露出任不悅的表情，和研究者在一起練習時表

現得非常好，研究者覺得這樣考試應該沒有任何問題。 

結束後他似乎有些話要告訴研究者，他呼喊他的朋

友過來，但是他的朋友不理他，那個朋友研究者也見過，

他叫了幾次，朋友回了他幾句還是不願意過來為研究者

們翻譯，他露出尷尬的表情，嘴裡叨唸著什麼，似乎是

要和研究者說不好意思。 

觀&訪 SC108 2011/10/20 學習風格-遲到 

這天研究者等了他很久，等了 40 分鐘後，他才請別

人打電話給研究者，告訴研究者他生病了，今天不能來。

電話另一頭研究者還可以聽到他說話的聲音，好像是在

交代朋友，跟她說研究者今天不能去。 

觀&訪 SC109 2011/10/27 學習風格-對喜歡的作業很投入，得到成就感 

他的期中考沒考好，老師拿了一份考卷讓他再寫一

次，我們完成後，他又很開心地拿出另一項作業，是要

介紹他們去世貿參觀展覽看到的一項商品。他很開心地

說「我喜歡摩托車」。這是一台能夠變形成機器人的摩托

車，透過電腦翻譯，他詳細告訴研究者這個商品是什麼

材質、多高、多重等訊息。研究者問他怎麼知道，他說，

賣這項商品的人會說西班牙文，很多臺灣的東西也賣到

他的國家，他的電腦也是臺灣的品牌。寫完以後，我們

用學校的電腦把他打成一篇附有圖片的文章印出來(他的

電腦沒有中文輸入法)，他很高興，研究者覺得這是他第

一次這麼有成就感，後來研究者看到他的作業被貼在佈

告欄上讓大家欣賞。 

觀&訪 SC110 2011/11/01 社會環境-食物 

這天研究者看到他去 7-11 買東西回來，研究者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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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你覺得臺灣的食物怎麼樣? 他皺眉說「臺灣的食物

不好吃，7-11 的食物還可以」。 

觀&訪 SC111 2011/11/03 社會環境-人 

研究者問他，你有很多臺灣的朋友嗎? 他說：「臺灣

人怕我」，並用手指了指皮膚，表示因為皮膚顏色不同所

以臺灣人不喜歡跟他做朋友。  

觀&訪 SC112 2011/11/07 學習環境-電腦不能聽課本的 CD 

這一天他給研究者看一個名字也叫 Mama 的西班牙

樂團在 Youtube 上的表演，他覺得這個樂團和中文的媽媽

音一樣，他很高興地跟研究者分享，研究者很開心他找

到一點學習中文有趣的地方。研究者問他，你聽課本的

CD 嗎? 他拿他的小電腦給研究者看，沒有讀取 CD 的磁

碟機。於是研究者複製了課文的 MP3 裝在隨身碟裡，再

讓他複製到他的電腦。 

觀&訪 SC113 2011/11/10 學習風格-學習不專心，即使照抄也會抄錯 

    研究者常常幫他把字寫得很大，但上一行才出現過

的字，到了下一行又出現，他好像又不認得了，當他寫

錯會表示錯了，敲敲頭，唸個幾句，好像在說哎呀，怎

麼又忘了，但不會不好意思。 

觀&訪 SC114 2011/11/15 學習風格-複習華語只有 1 小時 

研究者用電腦翻譯問他，你每天回家學中文多久? 他

用電腦回答研究者一個小時。研究者馬上用向他學的西

班牙文說他 No buno 取笑他不好，他笑了笑。 

觀&訪 SC115 2011/11/17 學習風格-想學實用的東西 

研究者告訴他，他的同班同學 SC3 學得很好，他說

「他不好」，因為他覺得「practice makes perfect」 背的東

西沒有用，要實際的練習，於是研究者問他目前會說那

些中文，他說「你好，我從瓜地馬拉來」「我要去…」、「你

很漂亮」、「台灣的女人很好」對他來說，這些就是所謂

實用的句子，當研究者問他誰教他的，他表示是聽來的。

於是研究者鼓勵他要多說，但他說自己很害羞，而且沒

有人要和他說話，他比了比皮膚，他覺得因為他是拉丁

美洲人「latino」。 

觀&訪 SC16 2011/11/22 學習動機-我的政府叫我來 

這是他第一次在輔導過程中請求暫停，用 Skype 和

家人說話。他還為他的家人畫了畫，畫得很像真人，他

告訴研究者，他很想他的家人。研究者問他你為什麼要

學中文，他改變以往總是說「學中文很有意思」，他說，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81 

「我不想來，我的政府叫我來。」研究者問他，可以說

我不要來嗎? 他說他說了，還是要來。研究者問他，不來

可以嗎? 他沒說什麼，臉色凝重。 

觀&訪 SC117 2011/11/24 學習動機-Espanol es Espanol, Chino es Chino 

研究者用電腦問他，你的中文為什麼學不好?他用電

腦問研究者，你學西班牙文多久? 研究者想了想不太懂又

問了他一次，他又用電腦說了一次，研究者猜想，他的

意思大概是說，你的西班牙文也不好，你要花多久時間

把西班牙文學好? 研究者才學中文沒有多久，你就來說研

究者的中文不好。他說西班牙文有一句話，Espanol es 

Espanol, Chino es Chino 意思就是中文很難。 

觀&訪 SC118 2011/12/05 社會環境-對外界好奇，卻很少機會接觸 

研究者和 SC1 接觸的過程中，發覺他的生活其實很

千篇一律，上課然後回家，沒有什麼課外活動，也沒有

什麼臺灣的朋友，和外界的接觸很少。起初，他常常邀

請研究者到他家作客，久了就不會了。他也常常顯示對

外界事物的好奇，但研究者本身也有課業等事務，無法

帶著他去玩。這一次放春假，他和他的朋友在墾丁騎機

車感到很快樂，見面時笑容滿面。 

觀&訪 SC119 2011/12/06 學習動機-沒有作業需要幫忙，表示不需要見面 

觀&訪 SC120 2011/12/20 學習風格-重讀還是記不住 

作業的內容是《視華》學生練習簿上的標示聲調，

儘管這是 SC1 第二次寫這本作業，但是他還是無法認出

中文字，更無法為字標音。由研究者一個字一個字唸給

他聽，遇到他不會念的字，他會在底下標漢拼，研究者

不提示錯誤，只是在他標錯的時候重覆多念幾遍，他有

時要把四聲都猜完才能標出正確的聲調。每完成一題，

研究者請他念一次，很多音他還是無法正確發出，也標

錯漢拼。 

學習環境-兩位老師的教學方式 

研究者請 SC1 說說看兩位老師的教學方式，SC1 覺

得 SC1C3T1 老師教得太快，作業太多，雖然她會說西班

牙文，但是說得不好。「她的西班牙和我的中文一樣不很

好」。SC1T2 老師教得比較慢，除了《視華》的作業簿沒

有其他的作業，而且她會用英文解釋過後，再由同班的

同學翻譯給其他人聽。「現在我比較懂」。但是 SC1C3T1

老師並沒有給這樣的翻譯理解時間。 

學習環境-對重讀的想法/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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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研究者問到他會因重讀而難過嗎?他表示不會。

「我可以再學一次」他這樣表示。「現在我覺得很容易」。

他每天花在學習中文的時間大約是一小時，兩小時和父

母聊天，一小時上臉書。重讀並沒有對他造成任何心理

的負擔，不過如果下一次再重讀，他就會被送回瓜地馬

拉。 

社會環境-中文名字 

在前幾次的訪談中，他一再詢問研究者他的中文名

字有什麼意義。研究者告訴他，只是聲音，沒有特殊的

意思。所以他很失望。今天他再提起，於是研究者建議

他，名字可以再取過，就像研究者們有中文名字，英文

名字一樣，於是他很開心的開始想。他想的第一個象徵

是「瑪雅人的心臟」，但研究者告訴他，合在一起「雅心」

是女生用的名字；於是他想了第二個對他來說有意義的

內容「Hope my family」所以研究者提議叫「望家」，加

上他原來的名字的聲音，所以叫「何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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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案例二觀察訪談紀錄表 

案例二、觀察訪談紀錄表一 

編號 觀&訪 SC201 日期 20120110 地點 國際三樓 記錄方式 錄音轉

逐字稿 

研究者：Is that a rule that you need to study a year Chinese then you can go the college or ? 

SC2：I came under Taiwan scholarship and we need to study Chinese, part of knowing 

Chinese culture that I can go to a program only English.  

研究者：So you have the Taiwan scholarship, can you tell me how’s going now? 

SC2：So far, it’s O.K., I can make great grades that I know I need to practice my Chinese 

learning, identify the character and read them. I have difficulty built sentences. 

研究者：So, in your country, how can you apply the scholarship?  

SC2：Through the Taiwan embassy. 

研究者：I know there are two way that you come to Taiwan,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you and your friends?  

SC2：I have to apply there’s a government body, that manages all these study opportunities 

for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central body handles the opportunities so I make my papers, my 

whole academic background, and intend purpose, and different requirements depending on 

the scholarships. And they evaluate those papers, and they do a pre-selection of the 

candidates to interview them, so this is the third year that I apply before getting the 

scholarship. I applied two years before this one, this year I was a little bit more careful with 

my documentation how to present it. And after they selected the…..make the interview with 

the representative from the foreigner ministry I represent from this central organization, and 

the representative from the Taiwanese embassy, and after that they tell us that we might be 

selected or we might not be selected, we became part of waiting it, so they tell me I was part 

of the first group selected.  

研究者：So you and SC1 and SC3 have the same scholarship? 

SC2：No, I have Taiwan scholarship, give me the opportunity to study Chinese one year and 

then either four years for under graduated degree two years for masters one year for doctor. 

Theirs’ are Huayu, just to learn Chinese. They don’t even require English proficiency.  

研究者：Why? 

SC2：不知道。我覺得 the government is interested in having allies with them, the local 

government, so they offer the opportunity, so that people in key government offices maybe 

helpful to Taiwanese citizens when they come to Guatemala.  

研究者：So all of them all are government officials? 

SC2：For government off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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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What kind of offices? So they have specific purpose for learning Chinese or not? 

SC2：Yes and No, because that will be the purpose behind those kind of opportunities, 

however, I don’t think they did mention the responsibility or They don’t very clear their job 

afterwards. They came because the opportunity. The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is kind of 

cooperation. Because I don’t think they clean them, they just O.K.you want to go, go. No 

evaluations. No language efficiency. They tell them learn both languages. They will teach 

them both languages. 

研究者：But we didn’t teach them both. 

SC2：Right. That’s what their immediate… their immediate supervisors told them, all the 

supervisors do not understand of this opportunity. 

研究者：O.K. They do not understand. I found your English is very well, can you tell me how 

you learn English in your country? 

SC2：I studied when I was 6 years old. I went to bilingual school. Half of the day, full 

Spanish, the other half full English. The came courses, math, mathematics, both languages. 

Grammar of two languages. To my 6 year, the rest of my time I went to American school.  

研究者：Do you think there’s different teaching way teaching Chinese and English? 

SC2：Yeah, because for one part, the learning process, learn language is similar, you have to 

break the barrier of thinking in your native talk, once you break that barrier, you have to 

build up vocabulary, and it’s similar.  

研究者：So talk about your teacher now, what kind of way she use to teach Chinese? 

SC2：Em~ at the beginning is the translation. She spoke with Chinese and evaluated whether 

we were understanding, then she mention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 She gave us models, 

motivated us time to build the bound of models so repeat the sentences for several time of 

different words. The second term professor speaks only Chinese. They hav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both. The first one helps built the basic of Chinese because there’s only 

listen to Chinese I don’t think I would have understood as much as I understand right now. 

The second type of learning is only Chinese speaking Chinese that hasn’t proven my listen 

ability to listen to Chinese. Because my brain didn’t used to the tone and the rhythm of 

Chinese standards. However, sometime the concept is difficult to explain, and not always the 

concept makes meanings after she explains in Chinese. So I think it needs to be mixed in 

both. And depending of the level, increase the amount of Chinese, that’s a lot of increase of 

languages.  

研究者：The way your teacher teaches you is that different when you learn English? 

SC2：My English learning is very structure. There were exercises and grammatical examples 

and vocabulary building. Chinese teaching right now, that is a mixture different. Chinese 

teaching method right now might be a mixture of different experiences. 

研究者：How about your classmates, when they don’t understand what is teaching, what do 

you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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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2：What do I do? Some of them I might try to help them, but usually I don’t offer my help 

if they don’t ask me, cause I don’t want to keep their impression that I consider them not 

capable of learning. 

研究者：In your classroom, how many countries students do you have? 

SC2：There are 6 different countries. 

研究者：So the teacher only use Chinese, if they don’t understand you can use English to ask 

her or? 

SC2：Yeah, we can. Although she used to be emphasizes to ask the question in Chinese. And 

if we don’t know the words to through the word in English within the Chinese sentence so us 

to became practicing the used to speaking Chinese.  

研究者：So will translate Chinese to English or Spanish?  

SC2：No, usually to English. Although there are 2 classmates that’s keep asking, their 

English proficiency is not too high, so when they don’t understand something, they speak a 

model then they gave us, and one of them may come up with an English word to ask a 

question.  

研究者：So do you think, if your English proficiency is not enough, it will cause some 

problem when you learn Chinese? 

SC2：Definitely, cause here teacher only use English I think you don’t come with enough 

English vocabulary, it will be very hard for you to learn from a English based book.  

研究者：Do you think that is right you have to have enough English ability before you learn 

Chinese? 

SC2：No. I think it will be too disadvantage sometimes. Although English is a widely spoken 

language. There’s problem of thinking in English when you building the structures because 

you are learning from an English written book Chinese. On the other hand if you come with 

no English can very fit learn Chinese you tend to build the term Chinese structure, however, 

there’s a problem, there’s so many languages, you have to have professors knowing different 

languages, so that will be very difficult.  

研究者：Can you tell me what kind of learning difficulties do you have right now. 

SC2：The Tones. The tones are very difficult. Right now I have difficulty of listen to the tones.  

研究者：What kind of level you want to achieve? 

SC2：I want to fully understand. Not just to be communicate. But to be able to prepare 

technical documentations of Chinese.  

研究者：So you want to achieve academic level? 

SC2：Yeah, cause I know in the future, that will be open minded opportunities to whole world 

just because of the language.  

研究者：So that’s for the job? 

SC2：For the job and as a person goal. Because I know it’s a very difficult language so it 

will be very satisfied to know that I achieve learning the language first usually it’s quit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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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self-satisfied.  

研究者：When you remember a new word, new phrase, you use in English or Spanish? You 

translate into English or Spanish? 

SC2：Em, in English. Through English. In some way Chinese is similar, because you don’t 

have to use many propositions, or articles, or other grammatical s, you just use the main 

grammatical accents. Maybe because of that, the tasks so I learn Chinese through English 

more. 

研究者：You live near here? 

SC2：I live with SC1. 

研究者：I am wondering how he get to school? 

SC2：He gets bus.  

研究者：Who find the house for you? 

SC2：Real-estate agent. It’s a friend he has stayed here for 5 or 8 , so he question charge we 

can afford for whole group. 

研究者：So you separate people into different group? 

SC2：Yeah, some nearby, some those take bus. 

研究者：So you know each other when you come to Taiwan? 

SC2：No, before we just met once. And that’s it. We become friends here.  

研究者：So you like to be together.  

SC2：Sometimes we go out, sometimes we some weekend get together, or just meet at 

somebody’s house. 

研究者和 SC2 道別時聊到 SC1，SC2 說請不要叫我幫你和 SC1 翻譯。研究者覺得 SC2

是一個個性很和善的人，如果他不願意幫忙，一定有他的原因，研究者不應勉強他，

原本想透過他建立和 SC1 溝通橋樑的想法也只作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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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案例三觀察訪談紀錄表 

案例三、觀察訪談紀錄表一 

編號 觀&訪 SC301 日期 20120202 地點 國際三樓 記錄方式 錄音轉

逐字稿 

研究者：你們新年有一起吃飯嗎? 

SC3：我們做瓜地馬拉飯。 

研究者：所以你吃的不是臺灣飯。 

SC3：我們喜歡，可是我的朋友喜歡做瓜地馬拉菜。 

研究者：誰做?是 SC2 嗎? 

SC3：一點兒。 

研究者：所以你們四個人一起吃飯。 

SC3：對啊。 

研究者：你喜歡臺灣菜嗎? 

SC3：對啊。可是我不喜歡臭豆腐。我還沒吃過臭豆腐。 

研究者：你喜歡他的味道嗎? 

SC3：對啊，我的朋友告訴我臭豆腐很好。 

研究者：除了做作業，你希望我可以幫你什麼? 

SC3：你幫我寫作業還有教我寫中國字、拼音還有你幫我練習中文，說話還有聽，

可是因為我覺得中文很難，寫還有聽，一點兒難說。我要練習很多，我要常常練

習說話。(邊說話邊用手指敲擊桌面發出扣扣扣的聲音)那麼，謝謝你幫我一個忙

學中文。 

研究者：中文哪裡難?什麼地方難?中文寫字難，說難，還是都很難。 

SC3：都很難。可是中文有很多是什麼，我是，四個，十個，有很多這個。 

研究者：這個叫做聲調。中文有五個聲調。可是你都知道，你都寫對了。 

SC3：所以我覺得都很難。 

研究者：你為什麼想學中文? 

SC3：因為在瓜地馬拉，我做事。 

研究者：你在哪裡做事? 

SC3：在瓜地馬拉，住在 Sacaba,安地瓜你知道，在中部，因為他同學他們對我說

你要離開臺灣嗎?我有一個簿，明天我要帶一個給你看看。 

研究者：所以你為什麼想學中文? 

SC3：(我想學中文)因為很有意思，還有在瓜地馬拉我有很多事，因為現在有很

多外國人學中文。對啊。 

研究者：瓜地馬拉人嗎? 

SC3：有，瓜地馬拉有中國人，很多很多。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88 

研究者：所以他們說中文。你會跟他們說中文嗎? 

SC3：還沒。我回去的時候我要說中文。 

研究者：你的工作跟說中文有關係嗎? 

SC3：對啊，(我的工作跟說中文)有關係。 

研究者：你幾歲?你多大了? 

SC3：我二十歲，你呢? 

研究者：我二十五了。 

SC3：我住在萬芳醫院附近，我覺得離政大很遠，我平常騎腳踏車來。下雨的時

候我不能騎腳踏車來。 

研究者：為什麼你們都騎腳踏車? 

SC3：因為我喜歡騎腳踏車。 

研究者：你不搭公車? 

SC3：不搭。 

研究者：你不喜歡搭公車。 

SC3：可以，可是每天等公車裡有很多人的時候我不喜歡。 

研究者：公車裡常常有很多人，為什麼? 

SC3：我覺得臺灣人有很多人。 

研究者：瓜地馬拉沒有很多人嗎? 

SC3：沒有，沒有。 

研究者：瓜地馬拉的公車沒有很多人嗎? 

SC3：在瓜地馬拉城市，只城市有很多人，可是公車沒有很多人。 

研究者：為什麼大家不坐公車? 

SC3：在城市，都有汽車。可是在瓜地馬拉，沒有很多摩托車，可是在臺北很多

摩托車。  

研究者：你吃過哪些臺灣的食物? 

SC3：麵，炒麵，吃炒飯，雞肉。 

研究者：到山下去吃，你跟老闆說我要這個這個。 

SC3：我到飯館兒吃飯可是飯館兒裡有我不會點菜，因為菜單不懂，不知道菜是

中文。 

研究者：你怎麼點菜? 

SC3：我要這個、這個。 

研究者：老闆就知道了。你自己去還是跟朋友一起去? 

SC3：一起去。 

研究者：每天都跟朋友一起去嗎? 

SC3：每天，我跟朋友一起吃飯。 

研究者：你自己一個人的時候你吃什麼? 

SC3：我忘了。 

研究者：你沒有自己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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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3：沒有，我不喜歡去一個人吃飯。 

研究者：你覺得臺灣危險，可怕? 

SC3：不可怕。 

研究者：你為什麼不喜歡一個人? 

SC3：因為在瓜地馬拉，很怕。 

研究者：在瓜地馬拉很怕? 

SC3：很怕。 

研究者：在臺灣不怕? 

SC3：不怕。 

研究者：在瓜地馬拉很怕，在臺灣不怕，為什麼? 

SC3：因為，可是，所以我不會說中文，我要學可是我不會什麼說中文。 

研究者：所以你要學中文。 

SC3：在瓜地馬拉我每天去跟朋友一起吃飯，所以在臺北的時候我喜歡跟朋友一

起吃飯。 

研究者：我喜歡一個人吃飯。 

SC3：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朋友嗎? 

研究者：我喜歡一個人慢慢吃。 

SC3：我不喜歡一個人吃飯。 

研究者：M 在吃飯，他沒有等你，他在吃麥當勞。 

SC3：我喜歡吃麥當勞。 

研究者：我常常吃麥當勞。 

SC3：我也常常吃麥當勞。 

研究者：為什麼你常常吃麥當勞? 

SC3：因為我要吃那個飯館兒，吃很多飯。我不知道為什麼臺灣人怕外國人? 

研究者：你是說當朋友嗎? 

SC3：我常坐公車的時候臺灣人不喜歡坐跟外國人。 

研究者：因為臺灣人會害羞、不好意思，因為不常跟外國人。 

SC3：我不知道為什麼臺灣人不喜歡跟外國人練習中文說話? 

研究者：因為他不知道你會說中文。他怕你跟他說你的語言。 

SC3：我不知道說中文的時候，我忘了，所以我不會說中文跟中國人。 

研究者：你跟誰說過中文? 

SC3：只有老師。 

研究者：除了老師以外的臺灣人呢? 

SC3：臺灣人沒有，現在只有你。我跟 SC1, SC2 一樣好嗎? 

研究者：什麼? 

SC3：說中文，寫中文，寫中國字? 

研究者：你的中文說得最好。 

SC3：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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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SC2 的中國字寫得最好。SC1 他不練習，你知道為什麼嗎? 

SC3：我不知道。 

研究者：那他在家裡做什麼? 

SC3：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喜歡學中文，可是他很聰明。 

研究者：他不喜歡。 

SC3：他不喜歡。 

研究者：我不知道為什麼他不喜歡學中文。 

SC3：呵呵呵呵。可是學中文很有意思。 

研究者：你說話的時候，你是用中文去想再說出來還是你先想西班牙文再說出來? 

SC3：我先中文想，我還沒懂很多字，所以我不懂我不會說。 

研究者：你看課本學中文? 

SC3：我看很多中文。 

研究者：比如說? 

SC3：中文書，還有練習中文字，可是很難寫字。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91 

附錄八、案例一第二期教師訪談逐字稿節選 

SC1T2 逐字稿 

時間 20120807 地點 國際大樓

402 教室 

訪談對象 SC1T2 記錄方式 錄音轉

逐字稿 

研究者：你好，第一個問題就是要請教老師，請老師談一談，SC1 他的學習狀況

和學習態度。 

SC1T2：學習態度在課堂上還不錯，但是從考試或者是其他的非筆試測驗可以發

現，其實他回去花的時間不太多。 

研究者：那他上課的時候專心嗎？ 

SC1T2：有的時候會不太專心，大部分的時候還好。 

研究者：還好，他會使用手機或者是東看西看之類的嗎，還是跟同學聊天？ 

SC1T2：偶爾會用手機，偶爾也會跟同學說一些，可是我覺得他不專心的時間其

實不太多。我覺得可能就是他回去沒有下很多工夫去學。 

研究者：那請問您覺得 SC1 他的學習困難有哪些，可能是什麼因素造成的？ 

SC1T2：因為他不懂英文，所以他必須把所有的教材全翻成西班牙文，然後再來

學，我覺得這樣對他來說的困難就會比一般同學加倍，我覺得這個是他學中文，

因為在這裡其實這也是我們教材沒有供西班牙文，然後受到的限制。 

研究者：那老師您覺得影響 SC1 學習的動機可能是什麼？ 

SC1T2：我覺得他只在乎拿得到拿不到獎學金，其實可能並沒有真正想要把中文

學好。 

研究者：所以他的缺席數會控制。 

SC1T2：會，他會控制。 

研究者：就是很聰明的會計算說不要超過 14個小時，我這禮拜可以休個假之類

的嗎？ 

SC1T2：在我的那一期他的出席率還好，因為後來有的時候會碰到他，他其實也

對能不能有獎學金還蠻在乎。他的在乎只是覺得沒有，為什麼沒有。但是他並不

會加強他的學習動機，我應該用功才會有。 

研究者：老師您上一整課的流程是什麼，在過程當中哪一個部分它比較容易出現

不懂。有些老師上課是很自式的，比如說生詞，生詞完了以後文法，文法完了以

後小組活動。通常您上一整課的流程是什麼？ 

SC1T2：通常也會先從生詞開始，以前跟你討論過，我會讓他們拿 A4 的紙去做

英文拼音、中文，我會讓他們寫西班牙語，至少確定他至少要知道那個是什麼意

思。其實對非漢字圈的學生我覺得他最困難的是他不太能夠跟人家對話，如果考

生詞或者是句型的拼寫，他可以把它組句下來。就像畫畫一樣，他也許根本搞不

太清楚，可是他還會硬把它拼湊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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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覺得他的學習困難就是他很少跟會說華語的人練習，我覺得這是他最大

的問題。他們有一團人總是在一起，他們的親友團總是說西班牙語。我覺得那個

其實對他的影響是阻礙。 

研究者：是比較大。 

SC1T2：對。 

研究者：那老師你會鼓勵他們說，哎，你們去找臺灣的朋友練習說中文吧。 

SC1T2：鼓勵呀，可是我覺得他們自己本國人的吸引力更大，所以他們自己在一

起他覺得比較輕鬆愉快。我覺得 SC1 他也並沒有要去念書的動機在這裡，他純

粹就是我只要碰過去拿到獎學金就好了。那個怎麼說呢？就是學校一開始在接受

這樣獎學金生的時候其實就應該考慮清楚，他會遇到這樣的困難，對。 

研究者：對，因為很多獎學金生都會有這樣不是很強烈的動機。 

SC1T2：對，或者是說他不會英文，後來有一些不是他那邊（06：02），也不會

用電腦。那我覺得在學習上他們的先備一些知識跟他能夠得到的資源就少很多。 

研究者：SC1 會用電腦吧。 

SC1T2：他會。 

研究者：他花很多時間在那上面。 

SC1T2：對。 

研究者：那問老師第五個問題，當 SC1 出現學習問題的時候，你採取什麼樣的

方式，他又去怎麼樣解決他的學習困難。 

SC1T2：我只能希望他儘量的練習，如果他的出發點就是通過考試，我就會鼓勵

他考。那至少你也把一些基本的東西要練練，至少要通過某些東西你才能夠過關。

如果我跟班上說好，明天這個一模一樣的考一次，明天就是這個一模一樣，我覺

得他們的興趣就很大，他們的動機就很長，他們常常會問這個考試考不考，如果

他聽到不考，他覺得就會鬆懈。 

研究者：我覺得他好像國中生啊，考不考我才要念，不考不關我的事。 

SC1T2：對。 

研究者：可是他平常用不到嗎？ 

SC1T2：我覺得因為都跟西班牙語系的那些朋友在一起，我覺得除了在課堂上，

其他時間我真的很懷疑他有什麼時候是跟人家對話是用中文的。 

研究者：對，不要跟老師講。那當 SC1 犯錯的時候，他說錯的時候他的反應是

怎麼樣，他會不好意思縮一團嗎？ 

SC1T2：不會，不會，很有自信繼續。 

研究者：繼續下去。 

SC1T2：對。 

研究者：那同學們聽到他說錯了，會說哎呀你說錯了，笑他還是說沒有關係。 

SC1T2：有時候也會笑啊，可是他們因為太熟了，所以他也不在乎，他們也會彼

此去取笑。而且他那個取笑，我覺得他們彼此之間哪個取笑是一種打鬧，根本也

沒關係。我的反應啊，我覺得好啊，他還蠻有自信的這樣對他反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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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我知道他們同班的人，第一期同班，第二期同班，第三期同班，第四期

好像也同班，是為什麼？因為分班不是要經過老師們重新拆散或者是說分期測驗

嗎，為什麼他們可以好像永遠都在一起？ 

SC1T2：那個我覺得不光是老師可以，可能也要看學校在排課的時候。因為這次

的排課也不是老師可以完全決定。其實這個問題在前兩個學期好像也討論過，就

說是要把島國的或者是一些非英語系國家的，讓他們在一起。因為把他一打散到

其他班的時候，其實可能問題更大。他們在一起，就像如果最簡單從生詞開始教，

他的同學會英文的可以幫他用西班牙語，但是他們在班上用西班牙語，我就讓他

們講，因為我覺得總好過他完全不知道在幹嘛，我覺得寧可放慢腳步，然後讓他

真的瞭解那些東西，我覺得那樣子至少可以學到一點。 

研究者：因為我知道他們通常有三天的時間可以決定說我要去哪個班級，他們又

會說你在這一班好，我要永遠跟你在一起，像那個 SC1C1 永遠都跟他在一起，

是很特殊的。 

SC1T2：覺得這一班好像是比較，以前好像沒有這種情況，就是從第一期到第四

期都在一起，所以我也蠻訝異的。其實當初分班的時候我建議是不同班的，但是

到最後他們又會全部回來。我不曉得是不是老師在教，老師教一教，老師有老師

的考慮，如果把 SC1 放到一個全部的人都會英語，然後通通不會西班牙語，我

覺得他會死吧。 

研究者：他還活在他的世界裡。 

SC1T2：對，我覺得這樣對他來說反而不好。而且最糟糕的是，那個時候我曾經

說，我覺得其實這個是一個很不容易的問題，就是會說華語的，不見得會教華語，

會說英文的不見得會用英文教華語，會說西班牙語的也不見得會用西班牙語教華

語。所以我覺得就算他的老師會說西班牙語，但是他能不能用西班牙語教華語，

然後教到他懂，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我覺得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有的時候不單純是說他的動機或者是老師的教法，我覺得就是他先天

的條件跟別人差的太多的時候，我覺得這是很辛苦的事情。 

我常常就會想如果今天我要學一個，假設我不會德文，但是我拿到的教材是法文

版的要教德文的教材。如果我在班上沒有人會講法語，也沒有人會講英文，對我

來說我要怎麼學，如果老師有他固定的進度，我覺得我就不應該在那個班。 

研究者：壓力很大。 

SC1T2：我覺得讓他們進到這樣的班，其實就是我們跟他的挑戰，要讓他學好真

的不容易。當然我也知道其他人他也完全不懂英文，可是他也會學的比他好一些，

但是那也只是好一些。你說要讓他真正學到就是他對英文很順的那些學生，我覺

得也還是挑戰。所以我覺得那個是一個一開始的立足點就不一樣。 

研究者：對，因為我知道有兩派學者嘛，一派就說我要全中文，一派就說沒有關

係，用他的母語或其他語言。其他老師我也問過了，其他老師就是很堅持，他來

這裡就是要學中文，有些老師覺得說沒有關係，那他初期不懂，我們可以稍微讓

他先起步，慢慢再上來。所以老師們的做法也會差很多，然後遇到的都是願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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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改變的老師。SC1 的老師都比較願意改變自己的教學方式，沒有真的很嚴格的

去採取那種，我就是全中文，你就是要配合我的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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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案例一第一期同學訪談逐字稿 

SC1C1逐字稿 

時間 20120816 地點 藝文中心 訪談對象 SC1C1 記錄方式 錄音轉

逐字稿 

研究者：我想問你為什麼想要到臺灣來學中文? 

SC1C1：我來臺灣一年以前學中文。Why, Because 研究者的國家給我獎學金。 

研究者：你幫政府工作嗎?Do you work in the government? 

SC1C1：沒有。 

研究者：所以你的國家給你獎學金。 

SC1C1：我在瓜地馬拉學 architecture (建築)，所以他們給我，我來臺灣。 

研究者：那你覺得學中文哪裡困難? What’s the difficulty when you learn Chinese? 

SC1C1：寫還有聽，因為我的中文跟我的西班牙文不一樣，所以我很難。 

研究者：你可以說說看哪裡不一樣嗎? What’s the difference? 

SC1C1：grammar(文法)，還有說，跟字都不一樣。 

研究者：那你的老師(teacher)她懂西班牙文嗎? Can your teacher speak Spanish? 

SC1C1：一個老師說一點兒西班牙文。 

研究者：SC1T1 嗎?  

SC1C1：對。 

研究者：她說一點兒，那你的同學說西班牙文嗎? 

SC1C1：我的同學七個，所以六個說西班牙文。 

研究者：那你和你的同學會用中文聊天嗎? 

SC1C1：我們說一點兒西班牙文一點兒中文。 

研究者：那上課的時候啊，我聽你的老師說，你上課的時候你會幫 SC1 翻譯，

you are translator, English to Spanish to SC1，why? 

SC1C1：因為他不懂英文，所以我們幫他。可是他很少，現在他不問我。 

研究者：Why，為什麼? 

SC1C1：因為他… 

研究者：他喜歡學中文嗎? 

SC1C1：我覺得他不喜歡，我覺得他不喜歡學中文，因為他覺得中文很難，所以

他常常說我聽不懂英文，我聽不懂中文，我聽不懂… 

研究者：所以他現在不會問你，因為要回家了。 

SC1C1：對。 

研究者： 你的老師會請你說，這個我們請 SC1C1 幫我們翻譯成西班文嗎?你的

老師會請你幫忙嗎?Your teacher will ask you to say please translate the… 

SC1C1：SC1T1 還有 SC1T2 老師還有 SC1T3 老師不會，SC1T4 老師會，他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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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學常常說你說 SC1，老師不懂我們應該幫 SC1，所以現在不幫他，因為他…

I don’t know he don’t 所以我們很麻煩，他不懂，不管所以我們現在 the book he 

don’t under all is very 麻煩。 

研究者：他很麻煩，Why do you like to help him? 

SC1C1：我覺得他 I don’t know how to help him because in the two term I try a lot he 

is very difficult person, he angry when all other they 我們 he is not ，so I think he is 

not to help him, he one person 他常常問問問，I think he miss his family, he need 所

以 because not he I think he miss people from his family, he learn more.  

研究者：你覺得是 Is his personality or he doesn’t know the right way to learn? 

SC1C1：I think his personality.  

研究者：He doesn’t want to learn or he refuses to learn because he didn’t want to 

come here? 

SC1C1：I think because he I don’t like come here but now he is obligation to learn 

Chinese, I think he really don’t like to learn, I don’t know. 

研究者：你看到別人不會的時候，比方說你看到 SC1 不會，你會教他? 

SC1C1：我會。 

研究者：有沒有你不想教他的人? 

SC1C1：I think the people don’t have 不喜歡小孩子，因為我覺得 SC1personality

小孩。所以我覺得 before 不喜歡小孩子 know how don’t …  

研究者：SC1 像小孩子。你為什麼想要教他? 

SC1C1：I think… 

研究者：Because you both come from Guatemala? 你們是從瓜地馬拉來的。 

SC1C1：對。我城市他不在城市，所以瓜地馬拉人很多不一樣的人，所以我覺得

他的城市他很…all people he come is more big or lot so he in I think in his , his 

family he is very different because SC1is the , he family is the little boy, the only son 

so … I think he never 旅行 so I think he don’t his personality don’t understand what 

time to think how to … is more 不客氣的人。 

研究者：他住的地方，那裡的人跟住在城市裡的人不一樣，所以他住的地方，他

的學校會教他英文嗎? 

SC1C1：我的 country all English is not good. 學校不學英文，所以我 thinkSC1 學

校不學英文。 

研究者：所以他不會說英文。你會說英文 

SC1C1：我的英文不好，我不喜歡說英文。 

研究者：你喜歡說中文嗎? 

SC1C1：我喜歡說中文。 

研究者：那我們多說中文。那你幫 SC1 的時候，你的老師覺得你們在聊天嗎?說

一些跟上課沒有關係的事情。 

SC1C1：老師 SC1T1 還有 SC1T2 老師還有 SC1T4 老師沒問題，SC1T3 老師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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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ry)生氣。因為她聽不懂我們，所以她常常，她覺得我們 chatting or talking. 

研究者：那你會覺得不高興嗎?你會覺得我幫 SC1，結果老師對我生氣。你會不

開心嗎?覺得難過?你會難過嗎? 

SC1C1：對，我會。 

研究者：你覺得學中文和英文一樣嗎? 

SC1C1：不一樣。 

研究者：哪裡不一樣。 

SC1C1：英文的生詞還有有時候不一樣，很難。英文還有中文文法不一樣。都不

一樣。我覺得英文很，和西班文牙一點兒像。 

研究者：你覺得學中文的方法，怎麼樣可以把中文學好?How to learn Chinese well? 

SC1C1：我覺得說和很多臺灣人，跟很多臺灣人說話。可以寫字。 

研究者：你每天練習中文幾個小時? 

SC1C1：我學中文五個小時，上課 3 小時，回家 2 小時。 

研究者：你和誰練習說中文? 

SC1C1：我練習沒有人。 

研究者：你有臺灣的朋友嗎? 

SC1C1：沒有。 

研究者：你覺得交臺灣的朋友很難嗎? 

SC1C1：我覺得還有臺灣朋友很 shy(害羞)， 

研究者：你的老師會說你下課以後應該去認識臺灣朋友嗎? 

SC1C1：對，因為我們認識臺灣朋友。 

研究者：你可以說說看你在臺灣這麼久了，你在臺灣一年了，你覺得臺灣有什麼

地方和瓜地馬拉不一樣? 

SC1C1：大樓不一樣，還有瓜地馬拉有很多的你可以看的 mountain(山)，不像。

樹不一樣，還有沒有很多摩托車。 

研究者：那臺灣人跟瓜地馬拉人你覺得哪裡不一樣? 

SC1C1：我覺得臺灣人比瓜地馬拉人客氣，還有他們常常幫我，還有瓜地馬拉人

比臺灣人還不害羞。 

研究者：那我想問你，在瓜地馬拉朋友和朋友之間，你們會在一起做些什麼事情? 

SC1C1：我跟瓜地馬拉朋友常常吃飯，看電影還有常常喝酒。臺灣人不一樣。 

研究者：哪裡不一樣。 

SC1C1：我覺得臺灣人常常吃飯還有唱歌。 

研究者：瓜地馬拉人喜歡唱歌嗎? 

SC1C1：一點點。 

研究者：你覺得一個獎學金的學生，他應該做哪些事情? 

SC1C1：寫表格還有 why you like to 學中文還有… 

研究者：When you come to Taiwan, what kind of thing do you need to do? When you 

go to the class, what kind of thing do you need t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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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1C1：我得學 80 分還有常常上課還有練習中文。 

研究者：那你覺得你做到了嗎?這三件事你做到了嗎? 

SC1C1：80 分上個學期我沒有。 

研究者：怎麼辦? 

SC1C1：我覺得 SC1T3 很難的老師，因為我學 SC1C1 還有 other people，他們問

我我覺得一樣 SC1 T3，老師她常常不 explain，我們啊 

研究者：她說中文還是說英文 

SC1C1：常常中文，中文她不說英文。I need speak English, cause all don’t 

understand explain in 中文，我們啊，I don’t know, very angry.我們不回她，所以她

有 SC1 很麻煩，他不學，我覺得他影響其他同學。 

研究者：所以班上同學喜歡還是不喜歡他? 

SC1C1：我覺得他們不喜歡，跟 SC1 因為他很麻煩。 

研究者：上課的時候 SC1 會看外面嗎?他會做自己的事情不聽老師說話嗎? 

SC1C1：他不 pay attention。他常常用他的手機，還有寫看看。 

研究者：他在玩他的手機是上網還是傳簡訊給別人。 

SC1C1：我覺得他寫給瓜地馬拉朋友。 

研究者：在拉丁美洲，如果一個男生戴項鍊，戴戒指，表示他想要女朋友? 

SC1C1：不。 

研究者：如果有一個女生，他喜歡一個男生，他看眼睛就知道。 

SC1C1：no no it’t not true.因為男生常常 ingore. 

研究者：在瓜地馬拉，如果你說這個人不好，你會被殺掉。 

SC1C1：no no it’t not true. 

研究者：在公車上，你們會聊天嗎? 

SC1C1：我在瓜地馬拉我不搭公車，因為瓜地馬拉公車不好，因為瓜地馬拉有小

偷，所以我不坐公車。 

研究者：你在瓜地馬拉住在哪個城市? 

SC1C1：瓜地馬拉市。 

研究者：那 SC1 呢? 

SC1C1：伊撒瓦魯。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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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政大華語中心觀察記錄 

政大華語中心觀察記錄一 
日期 20120629 地點 國際大樓四樓閱覽室 記錄方式 現場觀察記錄 

在電腦教室裡面都是中南美洲學生，一群人在一起說話，動作、聲音都很大，

但是是在電腦教室中如此，似乎不想影響到在外面閱覽室的人。拉美學生在四樓

走廊上的聲音也很大，動作舉止顯得隨性，走路聲音叭嗒叭嗒的。另外，明本人

也會大聲聊天，但拉美學生似乎要在安心，都是自己人的環境才會放鬆。 

政大華語中心觀察記錄二 
日期 20120702 地點 國際大樓四樓閱覽室 記錄方式 現場觀察記錄 

W 來自多明尼克，他跟研究者說有很多行為不能對女生做，那樣是不禮貌

的。例如拳頭碰拳頭打招呼。在臺灣，不能親女生的臉，在他們的社會，除非第

一次見面或女生不願意，才不會親臉。在臺灣，有很多事情他覺得不禮貌，像是

在公車上男生不讓位給女生，男生應該幫女生拉椅子，付錢、點火……。 

政大華語中心觀察記錄三 
日期 20120703 地點 國際大樓四樓閱覽室 記錄方式 現場觀察記錄 

日本學生比拉美學生更吵，行為更不顧別人眼光，在閱覽區大聲談笑。 

政大華語中心觀察記錄四 
日期 20120703 地點 國際大樓一樓辦公室 記錄方式 現場觀察記錄 

SC2 來辦公室找尋遺失的手機，行政人員請他好好想想手機可能在哪兒，態

度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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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華語中心觀察記錄五 
日期 20120705 地點 國際大樓一樓辦公室 記錄方式 現場觀察記錄 

行政人員 B 對學生態度和緩(說話態度慢、仔細說明講解、發現學生沒有反

應時改成用英文溝通，有時用一點兒日語)只有在學生詢問非辦公室業務時態度

轉變為強硬，直接說這不是我們辦的，請學生去問承辦的人。 

政大華語中心觀察記錄六 
日期 20120706 地點 國際大樓一樓辦公室 記錄方式 現場觀察記錄 

行政人員 A 和研究者聊到，獎學金生一年不如一年，要向外交部反映；要

跟老師說不要用英文或西文教學生，學生應該用中文學中文；SC1 不知道在想什

麼，根本不想學，他的老師害了他，不管學生會不會，都不應該叫別的學生翻譯，

使他養成依賴的習慣，上課時就一直問別的同學；他們都住在一起，沒有練習的

機會；以一個日本人為例，說明不會英文也能學會中文；提醒研究者就算工讀生

也要和學生說中文。 

政大華語中心觀察記錄七 
日期 20120709 地點 國際大樓一樓辦公室 記錄方式 現場觀察記錄 

行政人員 B 對獎學金生缺課感到生氣。外交部設立獎學金鼓勵友邦人民學

習華語，不只是只為了友好，也設了一些實施規則，根據規則，獎學金發放時間，

外交部交由各華語中心決定，但同時也規定，當月缺課超過 12 小時將追回該月

份獎學金，以往多次發生過學生於最後一個月缺課超過 12 小時，學生返國後華

語中心須透過雙方駐外代表向學生追討，雖然最後獎學金都追了回來，但是讓學

生很不愉快，也讓原本增進雙方友好的美意打折。有的學校只要學生，月初就早

早將獎學金發下去了。行政人員 B 開玩笑說，為了納稅人著想，要嚴格一點兒，

根據實施規則將發獎學金的日子從原先的 5 號向後延至 25 號，避免惡意獎學金

生缺課或提前回國追不回獎學金。有些學生來辦公室抱怨通知得太突然，他們己

經計畫好了，應該處罰那些不乖的學生，但行政人員 B 表示，有些學生很乖，

但這個月突然缺課，誰知道乖的學生會不會突然不乖? 行政人員 B 對於獎學金

生的表現，每天上課 3 小時，月領 2 萬 5 到 3 萬，學成這樣不如不要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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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華語中心觀察記錄八 
日期 20120710 地點 國際大樓一樓辦公室 記錄方式 現場觀察記錄 

行政人員 B 說師大華語中心的學生嗆老師，老師的薪水是他付的，但這些

學生都不知道感恩，每個月拿臺灣政府的獎學金付老師的薪水，老師繳的稅給他

們當獎學金，養這種月領 2 萬 5，每天上 3 小時課，中文還學不好的廢物。行政

人員 B 補充說道，華語中心對這些學生嚴格，是因為這種臺灣政府的獎學金沒

有太多人來申請，他們覺得自己很厲害，有些獎學金生很怠惰，自己不努力卻為

了能達到領獎學金的標準在分數上和老師爭執，看在非獎學金生眼中會覺得中華

民國政府亂發獎學金，華語中心不希望造成這種印象，也希望獎學金生能學好一

點兒，回去後對他們的國家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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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學生來說拿不到獎學金，於是行政人員問清每個學生的狀況，在合理的

日期發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