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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博仁大学汉语交际课研究 

 

黄文良 

泰国博仁大学，经贸中文系   arisa.haw@dpu.ac.th 

 

摘要 

    汉语的能力可以具体划分为四种，即听、说、读、写。汉语学习者要想获得较高的

语言技能，必须对这四种能力进行专项训练。这四项能力中的听与说的能力直接与日常

交际相关，在教学过程中着重对学习者的听说技能进行培养，应该是整个教学过程中的

重要内容。笔者的研究对象是非汉语专业的学生，从实际情况来分析，此研究对象还分

为零基础的和有基础的。研究主要分支为学习情况教材使用以及课堂调查研究，以获得

更全面的研究结果为研究价值。因为本研究只针对笔者任教的泰国博仁大学交际中文

课，明显存在研究范围不够广，代表性不够强等问题。但笔者希望可以通过本研究使泰

国的交际中文技能的训练得到重视，可以使泰国博仁大学的中文系教学计划更加完善，

也希望可以为对泰汉语听说课有效地提高汉语学习者的交际中文技能，促进对外汉语教

学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博仁大学；交际中文课；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材选用；课堂研究； 

1. 交际中文课的来历及教学现状 

    泰国博仁大学的汉语专业至今为止已有 14 年的历史。随着年代的演变语言选修课

也有了变化。目前中文除了开设为主修课和副修课，中文还将《交际中文》课程开设为

选修语言课程给全校的大学一年级的学生。目前提供全校学生的语言选修课程有泰语基

础课程和交际中文课程。 

1.1 课程设置 

   《ZH100 交际中文》，科目英文名为 Chinese for communication ，3 学分，学习者没

有汉语基础要求。可是第一次课或者第一周，学习者必须把握好汉语拼音。因为每个班

都有部分学生学过汉语，为了让有学生融合和有机会交流及和老师互动，教师将关于拼

音的几道题放在课程最前面，例如；什么是拼音、为什么要学拼音、学拼音从哪儿开始

等。结束此活动后教师先开始教声母，再教韵母最后才教声调，教声调时主要介绍和对

比泰语和汉语的声调的区别。总结来说，从笔者的课堂考察得知，零基础的学生在第一

次认识到汉语声母时，他们非常惊讶，因为泰语的辅音或声母全部都带 o 音，可是汉语

带的却多种多样。接下来是韵母，半部分的学生感觉跟泰语一样难，因为汉语韵母除了

读音多还有那几个所省写韵母和规则，如 iou,uei,uen 等。可是还有另外半部分的感觉汉

语韵母比泰语韵母好学，因为泰语韵母复杂，除了要记读音以外，还要记文字，又要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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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声母或者辅音变调，像低辅音的声调规则，如果标第二声调要读成第三声调，如果读

第三声调要读成第四声调等。可是学习声调方面大部分的学习者没有任何怀疑，教师讲

完了，他们懂得怎么将韵母和声调来一起拼了，学习难点在于发音时语音出错，特别是

变调。 

1.2 教学时间 

   《ZH100 交际中文》每周 3 个学时，每学期共 15 周， 45 个学时，3 个月左右的时

间为一个学期，第 15 周结束后过一个星期开始进行考试。《ZH100 交际中文》设置在上，

下和小学期。考试内容分为笔试考试和口语考试。 

2. 教材分析 

对于课堂教学参与的主体---教师和学生来说，教材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好的

教材可以引发学习者跨越教材本身的学习，走入社会，与所学语言的国家建立更深层的

联系；相反，不当的教材则会挫伤学生继续学习的愿望。泰国博仁大学《ZH100 交际中

文》使用的课本，英文书名为《345 Spoken Chinese Expressions》，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出版。该教材以汉语普通话为教学的主要内容，内容围绕着生活，在会话和课文部分为

学习者提供了更多的语境和材料。课本附带练习册和光盘，有助学习者提高汉语听说水

平。除此以外，该教材在课文内容，会话技能训练，载体多样性、趣味性以及学时安排

等方面。 其次，该教材每一章词汇量非常丰富。为了找出教材编写是否适合学习对象

为了后期设置更好的工作。 

2.1 词汇方面分析 

   笔者对照词汇等级大纲，查出了教材中词汇的等级。结果如下； 

表一  《ZH100 交际中文》汉语词汇等级大纲统计 

词汇等级                                 

交际中文教材 

 

你、您、好、再见、我、我们、你们、他、他们、这、那、是、

谢谢、学生、老师、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妹妹、弟弟、朋

友、吗、很、忙、学、做、写、听、念、说、身体、汉语、汉字、

课文、生词、作业、电视、音乐、什么、在、学校、商店、办公

室、家、教室、词典、这儿、那儿、那儿（哪里）、买、书、本

子、花儿（花）、画儿（画）、儿子、女儿、现在、休息、上课、

下课、去、不、电影、也、学习、都、对不起、知道、男、女、

同学、录音、有、个、书包、人、椅子、笔、支、几、张、纸、

床、和、哪、请、问、进、坐、种、咖啡、杯、瓶、啤酒、牛奶、

茶、喝、要、小姐、学生、位、食堂、叫、国、外国、早饭、午

饭、午饭、吃、大、小、大学、东西、买、面包、米饭、饺子、

好吃、菜、谁、医院、医生、大夫、找、楼、层、错、人、认识、

少、多、工作、件、衣服、条、颜色、黑、黄、蓝、绿、橙、白、

 

 

 

 

 

 

 

 

甲级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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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红、好看、不错、长、短非常、比较、怎么样、合适、太、

骑、容易、难 nán、些、漂亮、玩儿（玩儿）、方便、公园、累、

火车、飞机、辆、照相、一起、大家、明天、带、回、近、远、

时候、的、斤、苹果、多少、钱、水果、香蕉、橘子、公斤、鸡

蛋、肉、附近、卖、零、毛、分、元、块、一共、 

 

 

乙级词 

爷爷、奶奶、书店、厕所、书包、本、两、地图、桌子、报纸、

性、贵姓、名字、包子、餐厅、便宜、贵、常常、每、天、喜欢、

护士、对、毛衣、上衣、裤子、裙子、大衣、大小、自行车、好

玩儿、梨、 

西瓜、蔬菜、土豆、西红柿、白菜、黄瓜、萝卜、市场、最、人

民币、角 

丙级词 看、把、饮料、饭馆儿（饭馆）、电脑、西医、中医、照相机、

葡萄、价钱 

丁级词 长短、蘑菇 

超纲词 不用谢、不谢、可乐、矿泉水、手机、公交车、出租车、草莓、

桃子、菜花、洋葱、胡萝卜、蔬菜、青椒 

    表中可见，属于甲级词汇共 503 个词，乙级共 89 个词，丙级词共 10 个词、丁级词

共 2 个词，超纲词共 14 个词。属于甲级词最多，乙级词列为第二，超纲词列为第三，

丙级词列为第四，丁级词列为第五。总结来说，该教材在词汇编写方面设计非常合适零

基础和初级汉语的学生。 

2.2 练习方面分析 

2.2.1 练习题型与练习题量设计 

   《ZH100 交际中文》每一章都设有会话，设计在生词后面的部分，数量为三到五个，

会话围绕着主题。在学习的过程中“练习”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教学的过程，教师可

以通过练习部分考察学生的学习，而且教师可以以练习部分来巩固学生的学习。杨惠元

认为语言不是“教会”的，而是“练会”的。 “教”的结果只是“懂”，“练”的结果

才是“会”。要完成从“懂”到“会”的转化，关键是练习（杨惠元，1997）。教材的练

习题型，分为语音练习、词汇练习、语法练习、汉字练习和交际练习，5 个方面。汉语

听说教材最重要的是交际练习。下面本文将从这些语言要素练习以及交际练习两个方面

分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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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语言要素练习以及交际练习的题量 

课题 发音练习、替换练习、会话、语法与课文题量 

第一课  您好 5 

第二课  我是学生 7 

第三课  我学汉语 6 

第四课  教室在哪儿 6 

第五课  我不看电影 7 

第六课  我有一个哥哥 7 

第七课  我没有弟弟 5 

第八课  您贵姓 6 

第九课  你喜欢吃什么 4 

第十课 这是谁的书 5 

第十一课 这件衣服怎么样 5 

第十二课 骑自行车累不累 4 

第十三课 一斤苹果多少钱 6 

    李晓琪曾经指出：提供足量的练习对于学生把汉语的规则知识转化为汉语的表达技

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有些教材的题型偏少，题量偏小，不能不说是一个明显的缺憾。

但是练习的量也不是越多越好，超量过多，会给学生添加负担，产生为难情绪，会影响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习读是为了懂材料，学习写是为了练习汉字、书写。表达能力对

汉语听说课有非常大的关系。编者在练习题量是否合适也影响到学生练习汉语表达的积

极性（李晓琪，2005）。表中可见，第一到第八课总体的练习题非常多，而从第九到第

十三课减少了起来。这是因为前面八节课都设有发音练习，为了让学生多对声母、韵母

和声调熟练一些。根据教案来看，学习者可以在这 7 周内把握好语音。 

2.3 文化方面分析 

    学习者学语言的时候，必须同时了解语言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容。因此文化教学是

语言教学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文化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我认为在

学语言的过程中缺乏文化内容，学习者在学习与交际中会产生文化障碍和交际障碍。而

且，学生会感觉到无聊，对课文没有兴趣，影响到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李晓琪指出“教

材的编写也逐渐体现出文化要素的教学，一方面，以文化为主题的教材应运而生，可称

之为文化教材；另一方面，以语言为主题但以不同方式体现文化因素的教材也‘大行其

道’（李晓琪，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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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交际中文教材中所包含的文化内容 

课题 主要内容 

第一课 用“你好”打招呼和“再见”告辞 

第二课 用“是”介绍人物、用“吗”问对方的家里人及亲戚 

第三课  问候、用“什么”询问、中国有 56 个少数民族，汉语是汉

族的语言，也是中国的主要语言 

第四课  用“哪儿”询问地点 

第五课  用“不”表示不经常，将不和不愿意 

第六课  汉语的量词、“二”与“两”的同异 

第七课  提问前用“请问”、拒绝或否定前用“对不起”、“有”与“没

有”的用法 

第八课  “贵姓”是很客气的问话，只用于第二人称。第三人称是：

“他”（她）姓什么？、“你朋友姓什么”等。、中国人介绍

自己时总是先介绍姓，再介绍名。介词“在”的用法 

第九课  时间状语的位置“早上、上午、中午、下午、晚上”、“早饭、

午饭、晚饭”的位置 

第十课  用“谁、什么、哪儿、哪、几、多少”提问（找谁，指人和

找什么，指东西）、结构助词“的”的用法 

第十一课 形容词谓语句、“很、比较、非常”的用法、用“怎么样”

提问 

第十二课 “„„的时候、„„里”的用法、正反疑问句“是不是、有

没有、动词+不+动词、形容词+不+形容词” 

第十三课 “二”在钱数中的念法、一千以下的称数法、中国钱的计算、

用“几和多少”提问 

    表中可见，文化所包含的与语法有很紧密的关系。学习者通过会话、替换练习、课

文及小知识了解中国及汉语的特点。笔者按照上面所述的内容进行中泰语法进行对比。

非常明显的相同点是“什么”“是”“吗”“不”“请问” “对不起”“ 有与没有的用法” 

“谁、什么、哪儿、哪、几、多少”提问、是形容词谓语句、“怎么样” 正反疑问句、

“几”等用法及语序。汉语有泰语也有，可是语序不一样的有“时间状语的位置”“ 三

顿饭的称呼法”的位置“结构助词“的” “很、比较、非常” “„„的时候、„„里” 、

问价方式、“多少”等语法及语序。除了学习者更好地掌握语序，还能了解语言里面包

含着的悠久文化。按照中国人的交际习惯,常常会问倒年龄、工作和家庭等私人问题，以

便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洪美晶，2011）。第八课“贵姓”和他”（她）姓什么？，泰国

人一般都会用“你，您或者他（她）姓（姓氏）什么”一句。泰国人和中国人都有这种

概念，但是为了让学生能超越各种尴尬，教师应该讲解中泰交际文化的这一相同点。 

3. 教学方法及特点 



The 1st China-ASE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19: Insight to Chinese and ASEAN’s Experience and Adaptation 
http://www.dpu.ac.th/caiconf/venue.html 

 

483 

 

    在听说课教学中运用的主要教学方法以听录音（生词，对话）、讲解生词、课文和

课堂活动为主。                          

表四  教学方法及特点 

课时 讲解内容 讲解时间 

 

 

3 

 

 

语音 20 

生词 50 

对话 70 

语法 15 

练习 15 

文化 10 

3.1 词汇方面 

    词汇方面是教师要讲得第一部分，因为包括了解释语音内容，所以该内容教师要用

比较长的时间。教师先放录音，学生跟着录音读两遍，最后教师为了考察学生的生词理

解会选出几个生词请学生造句。如果教师发现学生造的句子有错误，教师会立即纠正。

但是因为上课的学生众多，课堂时间也有限，所以教师不可能挨个抽查所有学生，自然

也就不能了解到是否所有学生都熟练掌握了。然而，笔者运用会话来考察学生是否能够

用言语来表达以及每次上新课前进行听写考试。 

3.2 课文方面 

    课文作为一种具体的语境，集中体现了教学的语言知识和信息内容。课文的信息的

内容关涉到一定的话题，体现出一定的功能，还包含着一定的文化要素。听说课的特点

是课文，而且，课文以话题为主，语体是口语。该内容老师用 60 分钟来进行教学，分

为教师讲解 25 分钟，学生间进行和同班同学会话 35 分钟。首先，教师带学生读生词，

学生跟读，学生跟着录音读。放好录音后，教师用母语解释对话内容。 

3.3 语法方面 

该部分授课时间为 15 分钟。老师讲语法的时候，是按照课文里面的语法结构讲的。

主要解释语法结构、语法的意义和如何使用语法。同时，老师会在课堂上选出常用的语

法结构来让学生造句。然后老师会请有意愿的学生读自己造的句子，如句子有错误会立

刻纠正。课后教师让学生按照每一章的语法点造句作为作业,每一个结构造两个句子。老

师解释语法的时候，一般都用母语或者说一句汉语翻译一句泰语。 

3.4 练习方面 

    每一次上新课前，老师都会展示几份优秀家庭作业（课后练习）并用母语解释为何

该作业做得好，学生既激动又期待下一节课，希望自己写的作业能够得到优秀。同时，

老师把批改后的作业交给每位学生。该部分老师用 15 分钟。练习可分为课内练习和课

后练习，具体又分为课文理解和书写练习。课文理解主要根据情景对话读、听和回答问

题，这一个练习老师在课堂进行，练习学生的听力和口头表达能力。该部分以听完以下

会话，回答以下问题为练习题型。书写练习，老师主要让学生用所给对话情景，完成自己的

对话、答案或报告，这一练习，一般作为家庭作业。教师可以采取布置录音作业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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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对学生的问题专门进行课后训练。教师可以通过布置录音作业，确保学生在课后能够

进行训练。教师则可以通过评  优奖励的办法，前面提到的作业展示就是其中一例。 

3.5 文化方面 

    无论学习哪门外语，都应该先了解那个国家的历史及那个国家的文化背景。中国历

史悠久，文化丰富，因此学习汉语应该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每一课的文化点，编

者编写的思路主要是让学生除了学会语言知识外，还可以通过文化点更加了解中国文

化。每一个文化点围绕着课文内容。该部分由泰国籍老师授课，用时 10 分钟。 

4. 调查对象分析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来自泰国博仁大学中文专业一年级的学生，总共 120 名学生，分

为四个班级。 

4.1 问卷调查对象 

    笔者于 2018 年 10 月期间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调查了《ZH100 交际中文》，已发出问

卷 共 120 份，收回 共 100 份，有效问卷 98%,发放问卷调查时间为 2018 年 10 月 8 日，  

包括学生的基本信息和交际中文课需求分析，详细的研究结果如下； 

图一  《ZH100 交际中文》学生性别 

 

图二   《ZH100 交际中文》学生的基础 

 

图三   《ZH100 交际中文》学生的学习目的 

男, 30, 30%

女, 70, 70%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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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ZH100 交际中文》学生参加新汉语水平考试 

一、您认为在大学一年级设置交际中文课是否必要？ 

①非常必要    ② 必要    ③ 没影响    ④ 不必要  

如有必要,您认为交际中文课每周几学时比较合适？ 

一学时     二学时   三学时    四学时 

表五  本科初年级需求 

 

本科初年级需求 

非常必

要 

必要 没影响 不必要 

（70%） （30%）   

一学时 二学时 三学时 四学时 

 （36.67%） （16.67%） （46.66%） 

二、通过交际中文课程的学习，您的听说能力提高程度、 对交际中文课的接受程度 

①非常喜欢    ② 喜欢    ③ 不喜欢    ④ 很不喜欢  

如果“不喜欢、很不喜欢”,理由是 

①讲课方式 

②交际中文教材  

③交际中文课堂 

其他 

 

图五   对交际中文课的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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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不喜欢的理由 

三、您享受交际中文课的过程吗？ 

①非常享受       ② 一般享受     ③ 没感觉  

图七   享受程度 

四、您觉得交际中文课课堂情况怎么样？ 

①非常好，老师在课堂上为学生准备多种多样的汉语听说话题练习，同学在课堂上能够

得到大量的汉语口语练习 

②好，师生有很好的互动  

③一般 ，老师讲解生词、会话、课文，让学生做练习  

④不太好，基本上在课堂里面没有任何特别的教学  

 

图八   课堂情况 

五、您觉得周围的汉语语言环境如何？（在学校，课余时间，在家，在工作的地方） 

①非常好，学习环境易于练习汉语口语  

②好，总有机会用汉语  

③一般，偶尔说汉语  

④基本在日常生活中不说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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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学生汉语语言环境分析 

六、您比较喜欢哪个交际中文练习方式？ 

①一对一的练习  

②通过课堂形式练习  

③找中国朋友聊天  

④通过微信或者 QQ 跟中国朋友聊天（可多选） 

          4.1 语音聊天 4.2 视频聊天 4.3 拼音输入法聊天  

⑤找中国人聊天 

⑥其他 

 

图十   交际中文练习方式分析 

七、对您来讲，影响交际中文练习的因素有哪些？（请写出 1、2、3、4、5、6 为重要

程度,1 为最重要，依此类推） 

口 汉语语速   

口 词汇等级  

口 对话话题   

口 语法难度     

口 语言环境  

口 语音准确性  

 

图十一   影响交际中文练习的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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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对您来说，影响您交际能力提高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可多选） 

①老师比较注重教材上的语言功能  （比如；生词，语法）,不太重视汉语交际技能的训

练  

②老师比较注重汉语笔试, 不太重视教听力和口语 

③老师较为习惯按照书上的内容来教，不太常用用交际中文辅助的教学工具（比如 ；

录音机、视频等其他相关教学媒体） 

④该交际中文教材不能完全地激发您的学习兴趣 

⑤老师较为注重发音标准，注重语音方面的练习,不太注重语言交际功能，进行口语练习。 

⑥词汇量较大，学习负荷过重。 

⑦超纲词汇过多,并且这些词汇跟学过的没有较为紧密的联系 

⑧该教材的汉语语法点过难，影响了实际的交际表达，以及汉语表达的正确性。 

⑨个人汉语语音的障碍（比如；zhi chi shi ri,zi ci si ,yü），发音的时候没有信心  

⑩自己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交流，没有信心 

⑪语言环境，周围说汉语的人太少  

⑫没有把听、说练习当作汉语学习的重要环节 

表六  影响您汉语交际能力提高最大的障碍 

提高汉语听说的障碍 占总数百分

比（%） 

1. 词汇量较大，学习负荷过重。 （61.29%） 

2. 语言环境，周围说汉语的人太少。 （29.03%） 

3. 自己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交流，没有信心 （25.80%） 

4. 该汉语听说教材不能完全地激发您的学习兴趣 （22.58%） 

5. 超纲词汇过多,并且这些词汇跟学过的没有较为紧

密的联系。 

 

（19.35%） 

6. 个人汉语语音的障碍（比如；zhi chi shi ri,zi ci 

si ,yü），发音的时候没有信心。 

 

（16.12%） 

7. 没有把听、说练习当作汉语学习的重要环节老师较

为习惯按照书上的内容来教 

 

（12.90%） 

8. 该教材的汉语语法点过难，影响了实际的听说表达，

以及汉语表达的正确性。 

 

（9.67%） 

9. 老师比较注重汉语笔试, 不太重视教听力和口语 （9.67%） 

10. 老师比较注重教材上的语言功能  （比如；生词，

语法）,不太重视汉语听说技能的训练 

 

（9.67%） 

11. 老师较为习惯按照书上的内容来教，不太常用用汉

语听说辅助的教学工具（比如 ；录音机、视频等其他

相关教学媒体） 

（3.22%） 



The 1st China-ASE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19: Insight to Chinese and ASEAN’s Experience and Adaptation 
http://www.dpu.ac.th/caiconf/venue.html 

 

489 

 

九、如果在课堂上，老师要同学主动回答问题、主动发言，您会主动回答问题吗？ 

是    非   

如果不是，原因是？  

①发音不好，因为语音有问题   

②害怕出错  

③不想在同学和老师的面前出风头  

④对课堂所学不感兴趣  

⑤对话题不熟，包括词汇不足  

 

图十二   课堂学习反应程度 

 

图十三   在课堂不反应的原因 

十、您认为以下哪些方法对提高听、说能力方面有帮助？  

①听汉语歌曲  

②做听力练习 

③增加词汇量  

④背语法点    

⑤看汉语电影、看汉语预告片、汉语动画片、电视剧 

⑥多阅读，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增加中国各个方面的知识 

其他方法，请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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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对提高交际中文能力有帮助 

对提高汉语听说能力有帮助 人数 比例 

看汉语电影、看汉语预告片、汉语动画片、电视剧 14 45.16% 

做听力练习 11 35.48% 

增加词汇量 15 48.38% 

背语法点 6 19% 

听汉语歌曲 19 61.29% 

多阅读，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增加中国各个方面的

知识 

10 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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