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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華語教師應具備的基本條件

1.專業語言知識及技能
2.教學經驗及課堂教學技巧
3.班級經營及技巧
4.課堂管理常規
5.課程設計及教材編寫
6.職業道德



1.專業語言知識及技能
華語教師從事華語教學前，必須具備一定的華語專業知識和文化知識，包括語言學知識、

語言教學法、文化知識及標準的口音

語言基本規律的掌握是華語教師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必備條件。

華語語言學的內容包括語音、語法、詞彙、語義、語用等部分；語言教學法包括第二語

言習得理論、各語言教學的理論基礎；文化知識則包括漢文化各層面的特色及由來；口

音部分以標準的發音及口齒清晰、語速正常為主。

華語教師必須先知道正確的華語口音及發音部位，語速應自然，不應過快或過慢

專業的華語教師必須要有紮實的語言基礎知識，並有研究及分析漢語各部份的能力。



2.教學經驗及課堂教學技巧
經驗的累積對於教學有絕對的幫助，且能根據先前的教學經驗預測學生

可能會出現的問題，以減少教學時間上的浪費。

教學經驗的累積也能幫助華語教師在課堂上的掌握及課時上的安排，並

能因應臨時出現的狀況做即時的調整。

華語教師可從幾個項目來檢視是否達到教學任務，如教學計畫是否完善

達成、學生是否真正理解並運用所學內容、學生是否能根據所學實際與

華語母語者溝通等。



負責任的華語教師應能從每次的教學中獲得寶貴的經驗，並將

之儲存於自己的經驗庫中。

由於每個學生的學習狀況或心理狀態不同，無法期待每個學生

在每一堂課都能達到教師所要求的部分，因此可能出現教師備

了課但學生卻沒準備的窘境。面對這樣突如其來的問題，華語

教師必須具備臨機應變的能力，及時修改課程。



3.班級經營策略及技巧
(一)認識新學生:認識學生、記住學生的名字、充分了解學生的學習背景、興趣

愛好、個性及需要等。

(二)課前寒暄及開頭:問候、分享、社會新聞討論。

(三)事先利用時間擬定教學計畫，並做好萬全的準備，包括對教材內容的熟悉、

教具的準備、教學流程的順暢、設計教學活動等。

(四)師生共同訂定合理的上課規定，並確實執行。開學時應明訂規定，訂立規定

時可與學生共同討論後制定，後以書面文字讓學生了解。



(五)教師應採開放民主式教學，應以學生為本位，從學生的需求出發去考量教學重點。

(六)教師應具備一些威嚴，但切記過度權威。

(七)善用教師對學生的期望，啟發學生的潛能。

(八)注意每個學生的差異性，因材施教，並依據每個學生的學習困難點提供學生幫助，

啟發學生的潛能。

(九)強化班級組織，善用同儕的力量，並公平分攤責任及分工合作。

(十)利用分組合作的方式共同完成一項任務。



◦ (十一)教師應視情況隨時更改或調整教學方式，以避免學生出現學習空檔。

如進行問答活動、穿插小笑話、分享生活經驗等。

◦ (十二)教師的教學步驟要緊湊，不能支離破碎、斷斷續續。另外，講課時

的語調也應鏗鏘有力、抑揚頓挫，避免學生分心。

◦ (十三)善用多媒體進行教學，如新聞、電影、短片等，不但能提高學生的

學習動機，更能以多媒體的內容進行討論

◦ (十四)當學生出現學習動機低落時，教師可藉由自己或他人的例子來鼓勵

學生，幫助學生度過低潮期。

◦ (十五)良好的課堂氣氛應有明確目標、相互激勵、倫理規範、相加成長、

溫馨和諧、活潑開朗、互惠尊重、彼此關懷等特質。



4.教室常規管理

(一)教室常規管理可由教師一人所訂，或由師生共同約定，使學生建立一套固

定的學習模式。

(二)訂班級常規必須符合（１）明確（２）合理（３）可以執行等三個標準。

(三)學期一開始就應訂立常規，但應避免一次規定太多規則，一般而言以五條

為宜，等學生習慣後再逐漸增加。

(四)常規內容必須以書面明示，不宜僅以口頭約定，書面文字亦不得含糊不清。



(五)有效的常規是：（１）描述清楚（２）正面措詞（３）簡短扼要（４）

數目不多。

(六)塑造良好的班級氣氛，班級成員間要相互尊重及鼓勵，並有表達意見的

機會。

(七)常規必須符合師生的需要，且具有彈性。

(八)常規的描述盡量使用正面詞彙，避免負面描述。

(九)學生雖為成人，但仍應徹底執行教室常規，以維持教學品質。



5.課程設計及教材編寫

課程設計方面包含課前設計及課後修改兩部分。

課前設計應先分析學習者的背景及特點、學習者欲學習的時間長短、

欲達到的教學目標、學生的需求、教學重心及教學地點（如國內或國

外），並以此確定教學目標、教學內容以及教學步驟。



在課後修改方面，短期部分為華語教師應在每堂課後做自我檢討，

根據該堂課所出現的問題做修正。長期部分則應檢討該期課程的安

排是否適合學生、學生是否能在一定的時間內習得應有的華語能力

及達到應有的水平等，並以此做為下一次教學的參考。

在實際教學上，沒有一本教材是完全適用於某個或某些華語學習者

的。因此許多教師在必要的時候能須由自己做教材的編寫，包含正

規課程的教材編寫，以及隨堂的補充資料編寫。或是以現有教材為

基本加以修改。



6.職業道德
必須具有教學熱忱。若無教學熱忱，就無法持之以恆，也無法專心在教學上，教學效

果也不好。

華語教師也要有耐心，面對學生層出不窮的問題或是一錯再錯的部分，華語教師都應

該有誨人不倦的精神，盡力幫助學習者

華語教師在教學實對學生要求要嚴格而非嚴厲，對不同學習狀態的學生不能有偏見，

學習狀況不好的學生並非能力不足，而可能是因為其他心理或外在因素而影響學習效果

多鼓勵、少批評，提高學習者的學習興趣和信心



二、華語課堂教學原則及教學方法

1. 師生之間的教與學之關係

2. 語言理論與教學實踐的關係

3. 教師的講課及學生的練習方面

4. 語言教學與文化知識之間的關係

5. 課堂用語方面

6. 個別班及團體班的教學方法及原則

7. 教師教學風格、應變能力及個人魅力



1. 師生之間的教與學之關係

許多華語教師在外語習得的經驗中，多數是經歷過以教師為中心

的語言教學法，但當自己成為華語教師後，以教師為中心的語言

教學法是否仍適用，則有待多方討論。

目前語言學界取得的共識是以學生為中心，即以學生的需求做為

教學中心，做為教學計畫、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的參考，而不再

是以教師為主的講課式方式進行。



1-1建立和諧的師生關係
(一)教師扮演的角色：引導者、傾聽者、表達者、協助者、討論者、

評鑑者、回應者、責任承擔者

(二)師生間的溝通技巧:

1.贏得學生的信服和接納

2.建立良好的溝通效能--溝通關係分兩種，一種是因尊敬或喜歡教師

而連結，一種是因行政或規定的隸屬關係

3.專心傾聽學生的需要--要有回應、能抓住學生提出的問題核心、要

以理性的態度提出適當的反應



4.有效的引導--教師要以鼓勵性和啟示性的語句協助學生做進一步的

表達，且必須注意

(1)以學生現有已知的詞彙做溝通

(2)多使用鼓勵性詞語，避免批評或責備的語氣

(3)以簡短的詞語或是適當的肢體動作來表示

5.理性的影響--接納學生不同的觀念，不予以批評；教師的語義要明

確，表達要清楚，避免造成誤會；即使彼此之間有爭論也不應語帶諷

刺或羞辱

6.態度的改變—允許學生質疑，可提供學生相關資料作補充；安排情

境活動來調整認知；給予學生正向模仿的機會



2.語言理論與教學實踐的關係

語言知識能力對於華語教師而言是必不可缺的，但是理論畢竟是“死＂的，若無法將

之應用在實際的語言教學中，那將只是紙上談兵而已

但若無理論做為基礎，那麼華語教學就幾乎等同於孩童習得母語一般，不但找不到語

言規律，學習華語的時間也勢必拉長，其效果當然也事倍功半

華語教師必須具備基本的語言知識理論及教學方法，也就是華語教師必須先經過一定

的語言知識訓練，待有語言理論基礎後再將之與教學做結合



3.教師的講課及學生的練習方面

現在的華語教學主張以學生為中心，但是“教學＂就是教師必須先“教＂，然後學生才

能“學＂，因此課堂上的講授及練習兩部分必須妥善安排

教學內容首先由教師所展示及講解，待確定學生了解後再進行練習，以確認學生是否真

正習得該教學內容

透過操練是確定學生對語言知識了解的最佳方法之一，讓學生將“死＂的語言知識變成

“活＂的運用

華語教學必須貫徹「精講多練」的原則



4.語言教學與文化知識之間的關係
學習第二語言的同時也必須學習該語言的文化，如果刻意將兩

者做區分，則容易使華語學習者在語言的使用上出現錯誤

在華語教學中，必須輔以文化知識做解釋，告訴華語學習者華

語的特點



5.課堂用語方面
面對初級或零起點的基礎學生而言，在學生母語及目的語之間應如何選用，也是目前

討論的重點之一

支持以學生母語做教學的華語教師認為，採用學生的母語做教學，可幫助學生在最短

的時間內了解最多的語言知識，也能夠減少因以目的語做解釋而浪費的時間

支持以目的語做為課堂用語的華語教師則認為語言的學習就是應讓學習者沉浸在華語

環境中，用目的語作語言知識的解釋雖然會增加學習時間，但是所獲得的語言成效將遠

超過以學生母語作為課堂用語的教學方法

究竟應以學生母語做教學，還是以目的語華語做為課室用語，其實仍可依情況做適當

的調整及安排



教師語言
教師語言易犯的問題:

1.語音方面:發音不正確、發音誇張、語速過慢、停頓太多，說話時間長

2.詞彙方面:只使用基本詞彙或簡化詞彙，未強化學生新學的詞彙

3.語法方面:常用簡單的短句，少用長句或複合句

4.贅詞或贅句:話語重複和解釋過多、講解時會夾雜華語及學生的母語，

造成學生困擾

陳
雅
芳



教師應注意的問題:

1.在語音、詞彙、漢字、語法等方面避免錯誤的存在，皆應準確且規範

2.教師語言應精簡，包括朗讀、講解、指令和對話，應增加學生說話的時間及互動

3.除了語音操練或新詞語教學以外，語速都應接近正常或正常，讓學習者習慣正常語

速，且應避免誇張的語氣

4.上課用詞應多使用學習者已學過的，隨著程度提高而增加難度

5.有意識覆現已學過的句型和詞彙，以幫助學習者鞏固新知識

6.應盡量使用華語與學習者溝通，避免華語與學生目的語的混雜使用

7.避免個人的口頭禪、重複學生答案、停頓等不良的語言習慣

陳
雅
芳



教師提問
1.多採用問答的方式，教師的問題應精簡，學生的回答應多樣化

2.教師的提問要能幫助學生培養語言交際能力

3.提問的類型包括:

(1)機械式重複型(重複、替換)

(2)明知故問型(你叫什麼名字?) 對語言操練時使用(初級、初中級)

(3)封閉型(yes/no的問題)

(4)開放型(讓學生自由表達思想)-有利於培養學生的交際能力及成段表達能力(中級)

陳
雅
芳



4.教師提問時應面向全班，不可單獨偏愛某生

5.先提出問題再指示學生回答，以集中全班學生的注意力

6.適當增加等待的時間

7.對答案的回饋:

(1)肯定的回饋比否定的回饋更有作用

(2)回饋應有具體的評價

(3)否定回饋不要重複學生的錯誤(避免強化)，應指導或引導學生自己修改

(4)應留給學生提問的時間，並恰當處理學生的問題

陳
雅
芳



6.個別班及團體班的教學方法及原則

一對一的個別班對於學生來說是幫助最大，也是效率最高的教學方法。在課堂中，由於只

有學生與教師兩人，學生可以不用顧慮其他人而提出自己的問題，教師在教學時也能專心針

對該名學生的學習問題及困難做解決，並依照學生的需求調整授課的內容或進度

如何能在短短的一兩堂課中，讓所有人都練習到語法知識，是團體班的華語教師須考慮的

一般而言，團體班無法如個別班一樣注意到個別學生的問題，課堂上的操練也無法讓每個

學生各自開口練習，因此多數的團體班教學方法是採取先講授課程，然後以分組等方式練習

採取團體班與個別班同時進行的方式，即團體班由一位主要的資深華語教師授課，並安排

幾名華語教學助理做分組或個別的課後輔導



Grasha提出五種類型的教學風格

1. 專家型—具備專知識與與技術，透過專業技能的展現與挑戰學生的能力，維

持一個專家的角色。此類教師具備資訊、知識與技能，但可能因過度展現知

識嚇到沒有經驗的學生，使學生不易產生解答問題的思考過程。

2. 正式權威型－會使用正面與負面的回饋，為學生設立學習目標、期望與行為

的規則，提供學生結構化的學習內容。但是管理學生趨向嚴格、標準化及較

無彈性

7-1.教師教學風格



3. 個人楷模型—教師相信個人的典範是最好的教學，鼓勵學生經由觀察與

模仿教師來學習。但有些老師會認為自己是最好的模式，致使學生若無法

配合教師期待或標準就會被視為不足

4. 學習促動型—強調師生互動，經常透過問問題、提供選擇，給予學生不

同的建議與鼓勵，幫助學生發展獨立行動、計畫及負責任的能力。但若無

法給予明確的指導，學生將無所適從

5. 授權型—重視學生發展自主的能力，學生通常獨立運作計畫，教師只是

扮演資源提供者。但可能在學生獨立作業時的準備出現判斷錯誤的情況，

而有些學生在教師給予自主權時會感到焦慮



其他學者提出的教學風格

一、理智型--教師講課深入淺出，條理清楚，用思維的邏輯力量吸引學生的注

意力，用理智控制課堂教學過程。雖然有的教師在課堂上不苟言笑，但內心卻充

滿對知識的透徹理解和對人的理智能力發展的執著追求。

二、自然型--教師講課親切自然，沒有矯揉造作，也不刻意渲染，而是娓娓道來，

細細誘導，師生在一種平等、協作、和諧的氣氛下，進行默默的雙向交流。



三、情感型--教師講課情緒飽滿。講到激動處，往往情緒高漲，慷慨激昂，使學生產

生強烈的情感共鳴。

四、幽默型--教師講課生動形象，機智詼諧。使用生動形象的比喻、恰如其分的幽默，

引起學生會心的微笑。學生在輕鬆愉快的笑聲中獲得人生的啟迪，變機械模仿為心領神

會，主動思考。

五、技巧型--教師精於教學的技巧，充滿機智，各種教學方法技巧可信手拈來，運用自

如，恰到好處。整個課堂結構組織嚴密，有條不紊。講解、分析、論證思路清晰；提問、

討論、練習，體現出教師對學生的透徹了解，對教學方法的合理運用和對教材知識和難

點都能準確把握。



7-2. 教師遇突發狀況之應變能力
(一)冷靜觀察:突發事件發生後，教師要不慌不忙，保持思維清晰，冷靜面

對問題，仔細觀察，並先釐清事情的前因後果後再做處理

(二)準確判斷:在冷靜不慌張的情況下立即做突發狀況發生原因的判斷

(三)果斷處理:確認狀況發生的原因之後應立即處理，若教師無法獨自處理，

則應向學校反應

(四)暫時停頓或迴避:若出現嚴重影響教學之突發狀況，教師應暫停教學，

先行處理

(五)累積或吸取突發狀況的經驗:從自身接觸或其他老師所遇到的突發狀況

做經驗的累積及整理，以利未來遇到相似問題時可立即解決



7-3.教師魅力

(一)外表儀容

教師給學生的第一印象可能影響學生的評價，而這與教師的外表儀容有關。教
師的外表以整潔端莊為基本，雖不須西裝筆挺，但應避免隨便的打扮。乾淨清爽
的外表不但令教師本身心情愉快，也會間接將愉快的感覺傳遞給學生，營造更佳
的學習氣氛。

(二)個人特質

一般而言，學生認為有魅力的老師可能具備的一些特質如：自信、穩重、幽默、
熱心或溫柔等，但是不同的老師具備不同的人格特質，而只要將自己吸引人的個
人特質展現出來，即可發揮個人的魅力。但要注意不要刻意營造及做作，如此可
能會產生學生的反感。此外，適度的幽默感也可打破師生之間的距離，避免給學
生嚴肅及威嚴的刻板印象，以增進學生的學習效果。



（三）情緒方面

教師的情緒方面，可分為個人修養與情緒表達。個人修養是情緒的穩定性，教

師情緒的穩定性則在遇到突發狀況中最容易表現出來。如發生突發狀況時，教師

能以冷靜的態度就事論事，適度處理混亂景象。而情緒表達指的是教師並非需要

壓抑自己的情緒，而是能夠適時且適當的表達自己的情緒，過度的壓抑情緒最後

突然爆發，將傷害師生之間彼此的關係。

（四） 社交方面

教師除了面對學生以外，與同事及上司之間的關係及溝通也是相當重要的。若能

與其他教師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或做教學上交流，可以形成互助合作的力量。



(五)肢體語言包括:

1.目光注視—善用眼神的接觸才能營造良好的課室氣氛。目光的注視能使

學生有被尊重的感覺，但要公平掃視每位學生，並從學生臉上的表情來了

解學習情形。上課時，教師目光要散發活力與愉快的神情。此外，也可透

過眼神傳遞讚賞或制止的訊息。因此教師應充分備課，減少看課本的時間，

多注意學生。

2.拉近距離—「講桌」常常是隔離師生之間距離的「障礙」。座位離教師

越遠的學生越容易分心或不注意，因此教師可於教室中適度走動，一來可

避免學生分心的情況，二來可拉近師生之間的距離。



3.身體姿態—教師的一舉一動都會反應出教師的情緒，進而影響學生。

(如托腮、斜坐、抱胸…等)

4.臉部表情—教師能透過臉部表情傳達訊息，包括肯定、讚美、誇獎、

同意、反對、質疑…等。但要避免對學生表達嫌惡及失望的表情。另外，

時時帶著微笑也會讓學生更感放鬆。

5.手勢—教師藉由手勢來吸引學生的注意力，或使用手勢來表達獎勵或

制止行為。手勢要自然、不誇大、不做作，且多變化，但不要過於頻繁，

以免造成學生眼花撩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