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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隨著教育部第二外語教育的推動，臺灣於高中階段正式導入日語教育。

在琳瑯滿目的第二外語當中，和臺灣關係最密切的日本所伴隨而來的哈

日風潮，使得日語幾乎成了所有高中生的第一首選，但雖然將第二外語

列為「必選修」（第二外語為必修科目，其中提供不同外語供學生選

修），這些日語初學者的學習意願跟大學裡日語相關科系的學生比較起



來依舊是偏低的，且根據教育部統計資料顯示，第二外語上下學期選修

的人數有明顯的差距，尤其以下學期的人數偏低，因而本論文試就以高

中日語初學者學習上的問題點來作分析、解決，以期找出適切的教學方

法，提升高中生選修第二外語的動力，推動高中日語教育才更具有其可

行性，同時俾以提供欲從事日語教育的老師作為參考。 本研究以教育部

中教司於 97 學年度第一學期所統計的開課資料為依據，以臺北縣市中開

設日語課程數最多的十所學校為調查對象，進行問卷調查與教學觀摩之

問題點分析來探討高中生的日語學習問題點。本研究的主要調查結果如

下。 公立高中（普通高中）學生之日語學習問題點與傾向： 1. 選修日語

原因以內在動機最為強烈，外在動機較薄弱 2. 學習需求方面偏實用性課

程為主 3. 對日文觀感無整體正面的提升 4. 「文法學習」與「背誦單字」

為最難突破的學習瓶頸 5. 學習日文的態度不佳 6. 普遍認為授課時數不足 

7. 日語教材多半不符合學習需求 私立高中（綜合高中）學生之日語學習

問題點與傾向： 1. 選修日語原因以內在動機最為強烈同時兼具工具效益

性 2. 學習需求各方面並重 3. 對日文觀感整體呈下降趨勢 4. 「文法學習」

為最大學習瓶頸 5. 學習日文的態度較佳 6. 日語教師的授課進度偏快 7. 認

為越多的日文課越能達到學習效果 最後筆者於結論當中以構成學習意願

的條件，與有利於學習動機的理想條件做為基準，提出應用於日語教育

現場的具體策略。 本論文共分為以下五章。第一章為序論，旨在闡述研

究背景和目的，與研究對象的設定及研究方法。 第二章是先行研究，介

紹臺灣高級中學開設第二外語的契機與沿革，而後將高中日語教育的相

關論文、文獻進行考察，以及相關論文中問卷資料的設計統整出來後，

做為本論文問卷設計的參考依據。 第三章的部份則開始進行問卷分析。

先將問卷內容做簡單的概要介紹，接著把問卷分析出來的結果分為兩個

部份來做探討，分別是公立高中的學生與私立高中的學生，最後再提出

公私立高中生在學習上共通的問題點。 第四章主要為到教學現場觀摩之

後與問卷結果的分析比較。首先說明教學觀摩的進行流程，接下來便提

出觀摩後所觀察到的其他問題點，最後再將問卷調查結果與教學觀摩結

果中的不同問題點整理出來。 第五章為結論，敘述本論文主要的調查結

果並彙整各章節的重點，接著提出筆者尚未能深入探討的部份，做為今

後的研究方向與課題。  

摘要

(英) 

With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the MOE) promotion of the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Twain, Japa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is therefore 

introduced into senior high education. Among various second foreign languages, 

Japanese seems to be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irst choice, due to Japan’s 

geographical and economical relation with Taiwan and the Japanophilia trend in 

Taiwan. Although, in senior high schools, a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course is 

obligatory/elective (namely, a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is a obligatory subject but 

different foreign languages are provided for students to choose from), the 

learners’ learning willingness is comparatively lower in comparision with that of 

the learners in Japanese-related departments in colleges. In addition,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published by the MOE, it is shown that there is a discrepancy in 

number of students taking Japanese as a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between the 1st 

semester and the 2nd semester; to be specific, the number of students taking 



Japanese is lower in the 2nd semester. Consequently, the present thesis is aimed at 

investigating and solving the learning problems the JSL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have and further providing an optimal pedagogical methodology to increase the 

students’ motivation to take Japanese as a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and prove the 

feasibility of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senior high schools if the MOE 

continue to promote it in the following ten years. Besides, the present thesis 

expects to provide inspirations for those intending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he present thesis bases itself on the course 

information published by Department of Secondary Education, the MOE, from 

2008 to 2009. The participants involve ten senior high schools that offer the most 

Japanese language courses in Taipei City and County. The methodology includes 

questionnaire and in-class observation. The major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Learning 

problems by the students in public senior high schools. 1. The reasons for taking 

Japanese as a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the internal motivation is stronger but the 

external one is weaker. 2. The courses are practice-oriented. 3. The image of 

Japanese is not positively boosted. 4. Syntax and vocabulary are the obstacles that 

the students find difficulties overcoming. 5. The attitude toward Japanese learning 

is negative. 6. It is commonly assumed that teaching hours are not enough. 7. The 

teaching materials cannot satisfy the learning needs. Learning problems by the 

students in private senior high schools. 1. The reasons for taking Japanese as a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both the internal and the external motivation are stronger. 

2. Learning needs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each aspect. 3. The image of 

Japanese gradually becomes negative. 4. Syntax is the main obstacle to Japanese 

learning. 5. The attitude toward Japanese learning is comparatively positive. 6. 

Japanese-teaching teachers ‘course schedules are comparatively tight. 7. It is 

assumed that more and more Japanese courses can maximize Japanese language 

learning. At last, based on the conditions that prompt the formation of learning 

willingness and strengthen learning motivation, I propose some concrete strategies 

for Japanese language teaching. The present thesis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Chapter 

One is an introduction, providing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background, the overall 

research goals, the selection of subjects and the methodology. Chapter Two is 

about the literature review, introducing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Taiwan and the design of a sample questionnaire for the present thesis 

by reviewing the previous studies on Japanese learning in senior high schools and 

referring to the questionnaire designs found in the related theses. Chapter Three 

deals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collected questionnaires. First, I giv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questionnaire content and divide the results obtained from the 

questionnaires into two groups for discussion, the students in public schools and 

the students in private schools. Subsequently, I identify the learning problems 

commonly found in these two groups. Chapter Four is intended to compare the in-

class observation with the results obtained from the questionnaires. First, I will 

introduce the steps for administering the observation, and then identify the 

problems after the observation. Second, I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discovered in 

the results between the questionnaires and the in-class observation. Chapter Five is 



the conclusion, summarizing the main points of each chapter and indicating some 

parts that go beyond the scope of the present study and require furth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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