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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韩国离北京(香港)有多远?

坐飞机的话, 要几个小时?

韩国? 大韩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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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首尔
汉江

泡菜
烤肉

88奥运会
世界杯足球赛

韩国

韩国? 大韩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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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韩文是谁创造的?

700多年前的朝鲜时代

由世宗大王和集贤殿的学者们一起创造的

韩国? 大韩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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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韩国现在的人口有多少?

5千万左右

韩国? 大韩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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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韩国国内有多少个大学?

2、3年制的专科大学和
4年制的本科大学
合在一起, 一共有多少?

韩国? 大韩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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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HSK考试的应考者中, 韩国学生最

多, 约有11万名左右。

在韩国学习汉语的学生有多少?

韩国? 大韩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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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大学有2万5千名

公司职员

留学生 10万名

小学 约有4万名

初中 37万名

高中有16万名

学习
汉语

韩国? 大韩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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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在韩国的大学中,    

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呢?

延世大学

韩国? 大韩民国?

1885年创立
有131年的历史

延禧专门学校 世福兰斯医院

Copyright ⓒ 2017 Cheol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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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30年代的
9种旧活字本
汉语会话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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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朝鲜时代汉语会话敎材

非司译院 抄本数据

• 骑着一匹(藏书阁) 

• 中华正音(藏书阁) 

• 中华正音(顺天大) 

• 中华正音(阿川文库)

• 华音撮要(小仓文库)

• 关话略抄(濯足文库)

司译院 刊行数据

• 老乞大谚解

• 朴通事谚解

• 伍伦全备谚解

• 华音启蒙

• 华音启蒙谚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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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朝鲜时代 汉语会话敎材 - 老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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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朝鲜时代 汉语会话敎材 - 老乞大

老乞大 – 旅游, 贸易实务的会话书

朴通事 – 日常生活会话书

《西游记平话》
(元朝末期)的部分内容而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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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朝鲜时代 汉语会话敎材 - 朴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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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朝鲜时代 汉语会话敎材 - 朴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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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宋宪奭『汉语独学』(1911)

•柳廷烈『汉语指南』(1913)

•高永完『华语精选』(1913)

•李起馨『华语敎范』(1915)

•王运甫『汉语大成』(1918)

1910-30年代的9种 活字本汉语会话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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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宋宪奭『支那语集成』(1921)

•白松溪『中国语自通』(1929)

•文世荣『满洲语自通』(1934)

•文世荣『支那语大海』(1938)

1910-30年代的9种 旧活字本汉语会话教材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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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宋宪奭『汉语独学』『支那语集成』

『汉语独学』(1911) 『支那语集成』(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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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高永完『华语精选』(1913)

v 18.8× 12.7㎝, 

v 288页 大正2年(1913)

v 普书馆出版

v 修绠室收藏本和国立中
央图书馆收藏本两种

v 副题 : 高等官话

Copyright ⓒ 2017 Cheolsan



LOGO
文世荣『满洲语自通』『支那语大海』

『满洲语自通』(1934) 『支那语大海』(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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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1. 题材和内容

2. 韩文注音和声调标法

3. 反映社会文化因素

9种汉语会话教材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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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题材

『支那语集成』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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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题材

『支那语集成』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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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內容 - 日常生活

v 您納貴姓? 눠 이시오?

v 賤姓張。 셩은 쟝가오.

v 儞今年幾歲? 今年에 나
이 몃이오?

v 我到了三十歲。나는 三
十歲 되엿슴니.

<『漢語獨學』8-9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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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內容 - 日常生活

v 您有幾位兄弟? 몃 분 아
오가 게시오?

v 我有一個哥哥。나는 형
님 분 잇슴니다

v 貴處是那一省? 어느 도
에 사르시오?

v 敝處京畿道城。나는 경
기도셩에 사옵니다

<『漢語獨學』8-9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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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內容 -『伊索寓言』的故事

v 有一條狗叨着一塊
肉從河橋過看見橋
底下也有一個狗叨
着肉。那個橋上的
狗貪心不足, 又要
吃那個肉就叫了一
聲, 把自己嘴裏的
肉鬆了掉下去了。

<『漢語指南』231-2頁 >

Copyright ⓒ 2017 Cheolsan



LOGO
內容 -『伊索寓言』的故事

再看橋底下 , 那塊

肉也沒有了。這個

話不但爲牲口說的,

就是人若有過度的

貪心 , 一定有這樣

的事情了。

<『漢語指南』23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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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v 今兒外頭家家門口兒都掛旗子哪。

오날 밧게는 집마다 국긔를 다럿구려.

不錯, 今兒是十一月初三, 是天長節。

그럿소. 오날은 十一月初三日 天長節이올시

다.

<『漢語獨學』37-38頁>

反映社會文化因素-日本統治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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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天長節是甚麽節?

텬장졀은 무슨 츅일이오닛가?

就是貴國的萬壽節, 是皇上的生日。

貴國으로는 萬壽節 天皇陛下의 誕生日이올

시다. 

<『漢語獨學』37-38頁>

反映社會文化因素-日本統治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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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10) 你可以騎自行車麽? 로형 탈 쥴 아르
시오?

v (11) 一輛自動車來了。 한 왓슴니다.

v (12) 舢板來了, 請上船罷。삼판이 왓스니
오르시오.

v (13) 打算坐馬車去。마차로 가려고 .

<『漢語大成』65-68頁 >

反映社会文化因素-新旧文化的过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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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v (14) 你會騎馬不會? 로형이 말 탈 쥴 아시오?

v (15) 雇不出一輛車來麽? 수레 한 셰 엇지 못
?

v (16) 快車是幾點鍾開? 는 멧 시에
가?

v (17) 你沒遇見兵船了麽? 로형 병션을 못 만낫소?

<『漢語大成』65-68頁 >

反映社会文化因素-新旧文化的过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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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18) 你看過氣球了麽? 로형 경긔구를 보앗소?

v (19) 飛行船也看過了。 도 보앗쇼.

v (20) 聽說那個輪船坐礁。드르니 그 윤션이 좌초

가 .

<『漢語大成』65-68頁 >

反映社会文化因素-新旧文化的过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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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地区汉语文敎学需求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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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一、引言
二、韩国汉语教学发展概况
三、韩国汉语教学的类型
四、结语

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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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一、引言

教学现况 发展状况

所存在的

问题
解决方案

韩国的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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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一、引言

公共教学

(正规教学课程)

试验受验课程
私立教学

(非正规教学课程)

以教材市场为中心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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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二、 韩国汉语教学发展概况

1393年 司译院

外国语敎学

正规教学课程

非正规教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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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二、 韩国汉语教学发展概况

360所

160所
29013名

高等

大学

正规教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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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二、 韩国汉语教学发展概况

正规教学课程

3032所

816所
370000名

中等

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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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二、 韩国汉语教学发展概况

正规教学课程

1457所

736所
105481名

高中–汉语Ⅰ

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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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二、 韩国汉语教学发展概况

正规教学课程

1457所

565所
57941名

高中–汉语Ⅱ

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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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二、 韩国汉语教学发展概况

正规教学课程

小学
5756
所

8294
家幼儿园

中
把汉语选为
正式选修教程的
学校与日俱增

初等

Copyright ⓒ 2017 Cheolsan



LOGO二、 韩国汉语教学发展概况

非正规教学课程

1962年

SEOUL放送

播送汉语教育广播

80年代后

KBS韩国放送公社

播放汉语教育电视节目

EBS(韩国教育放送)

播送汉语教育节目

Copyright ⓒ 2017 Cheolsan



LOGO二、 韩国汉语教学发展概况

非正规教学课程

人文社会私立学校
564所

准备入学资格考试和

补充学习机关

30818个

专门进行汉语教育的

补习班

约有360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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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三、韩国汉语教学的类型

教学课程和教材

汉语

日语

英语

初级汉语教材
共有400多种

Copyright ⓒ 2017 Cheolsan



LOGO三、韩国汉语教学的类型

教学课程和教材

1954年以后

首次开设

汉语课程

1956年

首次发行

《中国语读本》

1995年-1999年

• 汉语发音标记方式

注音符号→汉语拼音方案

• 汉字标记方式

繁体字 → 简体字

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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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三、韩国汉语教学的类型

一线教师的培养和需求问题

• 中文系

•开设教职培训科目
大学

• 设立了专门的对外汉语课程

•五个学期 → 毕业 → 教师任用考试
→ 从事教学工作

教育

研究生院

Copyright ⓒ 2017 Cheolsan



LOGO三、韩国汉语教学的类型

汉语能力考试

• HSK(Hanyu Shuiping Kaoshi:中国汉语水平考试) 

• BCT(Business Chinese Test:商务汉语考试) 

• YCT(Chinese Test for Young Learners:少儿汉语考试)

• TOCFL(Test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华语文能
力测验)

• CPT(Chinese Proficiency Test:实用汉语考试) 

• TSC(Test of Spoken Chinese :汉语口语考试) 

• FLEX(Foreign Language Examination:外语能力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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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三、韩国汉语教学的类型

HSK(Hanyu Shuiping Kaoshi:中国汉语水平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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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三、韩国汉语教学的类型

BCT(Business Chinese Test:商务汉语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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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三、韩国汉语教学的类型

YCT(Chinese Test for Young Learners:少儿汉语考试)

Copyright ⓒ 2017 Cheolsan



LOGO三、韩国汉语教学的类型

TOCFL(Test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华语文能力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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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三、韩国汉语教学的类型

CPT(Chinese Proficiency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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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三、韩国汉语教学的类型

TSC(Test of Spoken Chine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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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三、韩国汉语教学的类型

FLEX(Foreign Language Examination）

Copyright ⓒ 2017 Cheolsan



LOGO四、结语

系
列
性

针
对
性

实
用
性

系
统
性

NO. 1

以满足学生需求为信念,  开创数码学习

创新教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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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韩国汉语教材研发与推广情况



• 大学

• 专科大学

• 研究所

• 汉语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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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

中语中文系

中语系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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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1600

1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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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正规教学课程

1393 ：司译院

1945 ：首尔大学

1954 ：韩国外国语大学

1955 ：成均馆大学

1972 ：高丽大学，淑明女子大学，檀国大学

1974 ：延世大学

Copyright ⓒ 2017 Cheolsan



(一) 正规教学课程

汉语会话

汉语语法

汉语词典

汉语音韵，汉字

汉语词汇

HSK,BCT等相关书籍

Copyright ⓒ 2017 Cheol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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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正规教学课程

第一, 需要有正确理解学习汉语的韩国人的状况的对症下

药的诊断和分析。學習漢語的。

第二, 现在韩国的汉语教育也已走向成熟期，希望关心汉

语教育的专家们能够集中在一起，展开有关教材开

发方面的研究。

第三, 自92年韩中建交到现在已经快25年了，现在到了韩

国教育者和中国教育者联合起来，发挥各自优点来

开发教材的时代了。

第四, 学习者，教育者，出版社，政府有关负责人等应该

聚在一起，互相交换各自的意见，营造出一个能够

进行真正的汉语教育的环境。

Copyright ⓒ 2017 Cheolsan



韩国大学汉语敎师培训课程的开发
原理与实际状况



www.yonsei.ac.kr

目 次

1. 前言

2. 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槪况

3. 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过程

4. 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后的问卷
调査分析

5. 结语

Copyright ⓒ 2017 Cheolsan



www.yonsei.ac.kr

1. 前言

朝鲜时代1393年

由司译院
正式开始实施
汉语敎育

2016年

掀起了
汉语热

Copyright ⓒ 2017 Cheolsan



www.yonsei.ac.kr

1. 前言

约有360个开设了汉语专业

与中文学相关的系约有160
多个

中语中文系, 中语系,  
中国学系, 中国系,  
中国语系, 中国语中国系, 
中国文化系, 观光中国语系

高等敎育机关

中等敎育机关
约有1600名左右

高等敎育机关
约有1400多名

敎汉语的敎师

韩国一共有几所大学在敎汉语呢?

Copyright ⓒ 2017 Cheolsan



www.yonsei.ac.kr

1. 前言

韩国中国言语学会
驻韩台湾
代表部文化组

2006年7月1日 - 2011年6月31日

汉语敎师硏修课程的
合作书,  

幷且根据合作书的内容
正在实施中

Copyright ⓒ 2017 Cheol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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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韩国中国言语学会
驻韩中华人
民共和国大
使馆教育处

2006年6月30日 - 2011年1月28日

汉语教师培训课程的
合作书, 

并且根据合作书的内容
正在实施中

Copyright ⓒ 2017 Cheolsan



提高
教学
水平

人际
交流

学术
交流

科学化

www.yonsei.ac.kr

2. 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槪况

硏修目的及动机

系统化

合理
化

韩国
台湾

Copyright ⓒ 2017 Cheolsan



www.yonsei.ac.kr

2.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槪况

合作书

合作书及计划书

2006年7月1日到2011年6月31日

是否延长将在合约到期6个月前
由“甲”方和“乙”方经协商后决定

今后

2011年
以后

计划作出富有建设性的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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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yonsei.ac.kr

2.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槪况

硏修团

在韩国国内大学
从事兩年以上

汉语课程敎育的
“韩国中国言语学会”

的会员

选拔的优先级

敎授
讲师

语言学专业者
文学专业者

无硏修经历者
持有外国国籍者

安排

硏修团长和
副团长同行

负责基本事项和
硏究期间的

各种安排工作

硏修团选拔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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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槪况

委员长(金铉哲)

金琮镐
裵宰奭
金爱英
朴英绿

朴兴洙
张皓得
沈小喜
李彰浩

曺喜武
吴济仲
朴正九
羅敏球

副委员长(朴庸鎭)

大学汉语敎师汉语敎授法硏修课程实施委员会组织结构和各部门的业务

運營部 硏修课程部 选拔考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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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课程

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

期间 : 20070108-20 / 20060703-19 

硏习地点 : 台湾 台北 铭传大学 / 北京师范
大学

硏修时数 : 58小时
(46小时课程+12小时文化探访)

第一届 第二届 第三届 第五届 第六届第四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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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课程

第一届

汉语语音敎学 : 陈温菊老师

中国文化 : 徐福全老师, 陈德昭老师, 陈光宪老师

敎学语法 : 林雯卿老师

汉语语音敎学 : 徐亚萍老师

错误分析 : 王世平老师

敎学语法 : 江惜美老师, 林雯卿老师

专题演讲 : 郑秋豫

文化探访 : 国立故宫博物院、板桥林家花园,             
野柳地质区、九份老街、基隆庙口夜市

课程与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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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课程

期间 : 20080107-20 / 20070701-21 

硏习地点 : 台湾 台北 德明财经科技大学
推广敎育中心 / 北京师范大学

硏修时数 : 67.5小时
(47.5小时课程+18小时文化探访)

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

第一届 第二届 第三届 第五届 第六届第四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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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课程

第二届
1. 对外华语敎学法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Barbara(USA) Hsiao-jung Yu 敎授
2. 语音敎学 :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华语文敎学硏究所 曾金金 敎授
3. 敎学语法 :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华语文敎学硏究所 邓守信 敎师
4. 汉字敎学 : 国立台湾大学 中文学系 黄沛荣 敎授
5. 课堂敎学技巧理论 : 国立台湾大学国际华语硏习所 刘咪咪 敎师
6. 语料库与华语敎学 : 中央硏究院 语言学硏究所 黄居仁 敎授
7. 华语阅读敎学 : 铭传大学 江惜美 敎授
8. 应用文写作敎学(偏误分析) : 德明财经科技大学 陈光宪 敎授
9. 课堂敎学技巧(语音, 语法, 文字, 听说, 词汇等) : 刘咪咪 敎授
10. 文化课程 : 中国文化大学中国音乐系 葛翰聪 副敎授。

国立屛东敎育大学语文中心 熊伐谋 讲师
11. 文化探访 : 故宫文化之旅, 鹿港、田尾文化之旅,                 

参访汉堂乐府, 参访琉璃艺术,
参访师大国语文及华语测验中心

课程与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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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课程

期间 : 20090103-16  / 20080629-0714

硏习地点 : 台湾 台北 德明财经科技大学
推广敎育中心 / 云南师范大学

硏修时数 : 60小时
(42小时课程+18小时文化探访)

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

第一届 第二届 第三届 第五届 第六届第四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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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课程

第三届

1. 对外华语敎学法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Barbara(USA) Hsiao-jung Yu 敎授

2. 语义学与华语敎学应用 :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华语文敎学硏究所
邓守信 敎授

3. 华语文测试和评量 : 国家华语测推动工作委员会 张莉萍 敎师
4. 中国文学与华语敎学应用 : 东海大学 中文硏究所 周世箴 敎授
5. 对比分析与华语敎学应用 :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华语文敎学

硏究所 陈俊光 敎授
6. 计算机与华语文敎学 :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华语文敎学硏究所

信世昌 敎授
7. 华语课堂敎学 : 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华语文敎学中心

刘咪咪 敎师
8. 语料库与华语敎学应用 : 中央硏究院 语言学硏究所 黄居仁 敎授
9. 文化课程 : 辅仁大学 诗歌吟唱表演和学习辅仁大学‘东篱诗社’

孙永忠 副敎授
10. 台湾语文数字敎学 : 资策会 刘辰哲 先生,                

Live ABC 颜伶郡主任, IQ Chinese 晁旭光总经理
11. 文化探访 : 故宫文化之旅, 茶文化巡礼, 中国音乐洗礼,               

参访中国音乐传习所, 参观台湾传统建筑及园淋专题

课程与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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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课程

期间 : 20090731-0813  / 20100118-0201

硏修机关 : 台湾 台北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华语文敎学硏究所/云南师范大学

硏修时数 : 57小时
(39小时课程+18小时文化探访)

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

第一届 第二届 第三届 第五届 第六届第四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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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课程

第四届

1. 汉语语言学 : 国立淸华大学语言学硏究所 曹逢甫敎授
2. 华语文的敎与学:历程的分析 : 国立台湾大学心理系

郑昭明敎授
3. 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与应用 :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所

陈纯音敎授
4. 汉语语音敎学 :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华语文敎学硏究所

曾金金敎授
5. 华语课堂敎学 :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华语文敎学硏究所

陈雅芬副敎授,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语中心
孙懿芬老师

6. 计算机与华语文敎学 :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华语文敎学硏究所
信世昌敎授

7. 课堂敎学技巧 : 国立台湾师范国际华语与文化学系
陈怀萱老师

8. 台湾语文数字敎学 : Live ABC 颜伶郡主任,                        
IQ Chinese 晁旭光总经理

9. 文化课程:宜兰传统艺术中心「河洛坊布袋戏」 林铭文 老师
10. 文化探访 : 故宫, 国家图书馆, 黄金博物馆, 金瓜石,                 

九份老街, 宜兰传统艺术中心

课程与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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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课程

期间 : 20100709-23  / 20110114-28 

硏习地点 : 台湾 台北 德明财经科技大学
服务业经营管理硏究所 /  云师大

硏修时数 : 50小时
(40小时课程+10小时文化探访)

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

第一届 第二届 第三届 第五届 第六届第四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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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课程

第五届

1. 对外华语敎学法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Barbara(USA) Hsiao-jung Yu 敎授

2. 语义学与华语敎学应用 :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华语文敎学硏究所
邓守信 敎师

3. 语料库与华语敎学应用 : 中央硏究院 语言学硏究所
黄居仁 敎授

4. 对比分析与华语敎学 :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华语文敎学硏究所
陈俊光 敎授

5. 第二语言习得理论与应用 :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
陈纯音 敎授

6. 华语课堂敎学技巧 : 德国卡塞尔大学华语讲师 蒋葳 讲师
7. 华语文敎材敎法 :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应用华语文学系

蔡雅熏 敎授
8. 文化课程 : 辅仁大学 诗歌吟唱表演和学习辅仁大学‘东篱诗社’

孙永忠 副敎授
茶文化课程(有记名茶) 王连源先生

9. 文化探访 : 故宫文化之旅, 鹿港、田尾文化之旅,                
参访汉堂乐府, 参访琉璃艺术,                
参访师大国语文及华语测验中心

课程与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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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课程

期间 : 20110725-0808  

硏修机关 : 台湾 台北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进修推广学院

硏修时数 : 57小时
(39小时课程+18小时文化探访)

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

第一届 第二届 第三届 第五届 第六届第四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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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课程

第六届

1. 对外汉语敎学法(10小时) :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华语文敎学硏究所
曾金金 敎授

2. 华语文敎材敎法(10小时) :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应用华语文学系
蔡雅熏 敎授

3. 华语课堂敎学技巧(10小时) : 德国卡塞尔大学华语讲师 蒋葳 讲师
4. 华语敎学敎案设计(3小时) : 初级/中级/高级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语中心华语讲师 林雅惠 老师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语中心华语讲师 陈立芬 老师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语中心华语讲师 孙懿芬 老师

5. 华语敎学敎案设计实习(3小时) : 初级/中级/高级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语中心华语讲师 林雅惠 老师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语中心华语讲师 陈立芬 老师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语中心华语讲师 孙懿芬 老师

6. 台湾语文数字敎学 : IQ Chinese 晁旭光经理/TCA资策会刘登蕊小姐。
7. 文化课程:共3次,共计7小时。安排如下:  
(1)诗歌吟唱表演和学习(3小时) : 辅仁大学「东篱诗社」孙永忠 副敎授
(2)茶道文化课程(2小时) : 有记名茶 王连源先生
(3)传统音乐课程(2小时) : 小巨人音乐团 陈志升 音樂总监

8. 文化探访 : 共4次,共计12小时。安排如下:  
(1)林本源园邸-板桥林家花园(3小时)    (2)三峡祖师庙(3小时)  
(3)国立故宫博物院(3小时)                (4)总统府及台北宾馆(3小时)

课程与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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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后的问卷调査分析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对教师的评价

中国文化体验活动
方面的内容

综合评价及建议

硏修日程
问
卷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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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取评价和意见

改善问题

韩国中国语敎育界
做出贡献

www.yonsei.ac.kr

4. 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后的问卷调査分析

第四届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成果报告书

自2007年、2008年、2009冬季的硏修为开端

于2009年7月31日至2009年8月13日
14天, 34.5课时, 11门课程

韩国中国语言学会、台湾敎育部文敎处、
驻韩台北代表部文化组主办、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华语文敎学硏究所主管

台湾台北市的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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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后的问卷调査分析

第四届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问卷调査结果

满意度 68.5%   

希望扩充
在实务敎学领域上
有关敎学方法论的课程

29.2

39.3

21

8
2.5

敎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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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

35

23.7

8.7

3.3

敎学方法

满意度 64.3%  
希望提供适用
于实际课堂上的
敎学模式(模型或形式), 
幷进行互动的敎学内容

4. 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后的问卷调査分析

第四届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问卷调査结果

Copyright ⓒ 2017 Cheolsan



www.yonsei.ac.kr

40.3 38.2

14.3

2.8 4.4

对敎师的评价

满意度 78.5%

4.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后的问卷调査分析

第四届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问卷调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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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68

6.66 6.66

硏修日程

大部分参训敎师
认为14天的硏修
(包括两个周末) 
日程比较合适

4.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后的问卷调査分析

第四届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问卷调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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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5

47.62

16.66

3.57
0

中国文化体验活动

对直接访问和
亲身体验的现场敎学
比较满意

第四届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问卷调査结果

4.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后的问卷调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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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韩台两国之间的交流

韩国的汉语敎育情况介绍到台湾

综合评价及建议

把敎室讲座安排在上午, 
户外活动或中国文化
体验活动安排在下午

提高课堂注意力和效率引导参与硏修

负责硏修的大学
提前提供敎学数据,
以供参训敎师预习

4.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后的问卷调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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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韩国大学汉语教师培训后的问卷调查分

第四届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团硏修项目报告

教学内容

对敎学内容是否感到满意?

非常满意 一般 不满意

5              4              3              2              1

Copyright ⓒ 2017 Cheolsan



www.yonsei.ac.kr

4.韩国大学汉语教师培训后的问卷调查分

教学方法

对敎学方法满意吗?

非常滿意 一般 不滿意

5              4              3              2              1

第四届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团硏修项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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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韩国大学汉语教师培训后的问卷调查分

对上课老师的评价

老师上课态度是否认眞负责?

非常滿意 一般 不滿意

5              4              3              2              1

老师是否做了充分的准备?

非常滿意 一般 不滿意

5              4              3              2              1

第四届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团硏修项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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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韩国大学汉语教师培训后的问卷调查分

教学日程

认为现在的敎学时间(共14天)是否合适?

足够 一般 不够

5              4              3              2              1

如果不合适, 那你认为多长时间合适?

10天 16天 20天 25天 30天

5              4              3              2              1

第四届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团硏修项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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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韩国大学汉语教师培训后的问卷调查分

文化体验活动

对文化体验活动是否感到满意?

非常滿意 一般 不滿意

5              4              3              2              1

第四届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团硏修项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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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韩国大学汉语教师培训后的问卷调查分

自我评价

本人所有课程和活动是否都参加了?

100%     95%        90%         85%       80% 以下

5              4              3              2              1

第四届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团硏修项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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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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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韩国大学汉语敎师硏修的发展方案

1

继续延长硏
修时间

质胜于量

2

改善原有的
授课制度

方法论,  标
准化,  规则
化的 硏修
敎材的硏究
和开发

3

制度上的
改善

从台湾聘请
敎授来韩, 
自由接受硏
修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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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4年韩国国内汉语语法方面

的硕、博士论文研究动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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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要讨论的是：

v 2011－2014年在韩国发表的与汉语语法有关的硕

博士论文

v 论文搜索：数据库DBpia、RISS和国会图书馆

v 373篇硕博士论文

v 韩国国内的研究特点、所关注的研究题目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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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4年发表论文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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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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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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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国籍（373）

中国人 韩国人

硕士 210 108

博士 34 21

总计 244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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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业、硕博士

研究所（硕士） 研究所（博士） 特殊研究所（硕士）

论文数
（373篇）

中文系 韩文系 中文系 韩文系 汉语教学 韩语教学

80 154 40 14 49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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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及其方法

研究方法

论文篇数

汉语本体研究 汉韩对比 韩汉对比
汉语作为第二
语言的教学

373篇 114篇 21篇 196篇 4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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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本体研究（114篇）

v 硕士77、博士37

词类 结构 句型 句子成分 搭配 词汇 表达法 其他 构词法

论文数 38 26 17 6 6 7 5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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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本体研究（词类，9篇）

国籍 学校 专业 发表年度 论文题目

韩国 檀国大学 中文系 2013 汉语兼类词的语法特征及其句法结构的考察

韩国 首尔大学 中文系 2013 “有”的语义功能和语法化

中国 高丽大学 中文系 2014 现代汉语时间副词的语义功能研究

中国 首尔大学 中文系 2014 现代汉语”一“的语义功能研究

中国 成均馆 中文系 2014 现代汉语借用动量词的系统与语法特性研究

韩国 梨花女大 中文系 2014 现代汉语方位词“里”和“中”的语义特征和语法化研究

中国 延世大学 中文系 2014 现代汉语数词”一“的语义功能研究

韩国 延世大学 中文系 2014 现代汉语主观性动量词的语法化研究

中国 成均馆 中文系 2014 春秋战国时代指示代词‘是’、‘此’语法特性比较研究

总共9篇

兼类词
有
“一”
量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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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本体研究（词类）

国籍 学校 专业 论文题目 发表年度

韩国 高丽大学 中文系 领属、存现动词“有”的语法化－以有点儿、很[有 N]、有-NP-VP为例 2012

韩国 高丽大学 中文系 现代汉语“给”和VP的语义关系研究 2013

韩国 高丽大学 中文系 现代汉语“上、下“的隐喻语义分析 2013

韩国 高丽大学 中文系 现代汉语全程量化词“都”的语义功能研究 2014

中国 首尔大学 中文系 现代汉语副词“最”的语义功能研究 2011

中国 首尔大学 中文系 现代汉语副词”倒“研究 2012

韩国 延世大学 中文系 现代汉语多义词”看“的语义扩张研究 2012

韩国 延世大学 中文系 现代汉语副词”还“的主观性研究 2012

韩国 延世大学 中文系 现代汉语”不“的否定反问句研究 2014

韩国 成均馆
教学大学

院
古代汉语动词的分类及其功能 2012

韩国 成均馆 中文系 现代汉语”只“类范围副词的语法特征研究 2012

韩国 韩国外大 中文系 明代汉语心理动词研究：以意愿类心理动词为中心 2012

中国 韩国外大 中文系 ”能“和”可以“的情态功能对比研究 2013

中国 釜山大学 中文系 汉语名动词研究 2012

韩国 釜山大学 中文系 现代汉语程度副词“很、非常、太、挺”的句法语义研究 2012

总共37篇

动词 10
副词 8
介词 3
量词 3
代词 3
方位词 2
数词 2
其他 5

Copyright ⓒ 2017 Cheolsan



博士本体研究（结构，12篇）

国籍 大学 专业 论文题目 发表年度

中国 延世大学 中文系 现代汉语疑问代词匹配式构式研究 2013

韩国 延世大学 中文系 现代汉语未然动词重叠研究 2013

韩国 延世大学 中文系 现代汉语重动结构研究 2014

台湾 延世大学 中文系 现代汉语“NPL+V着+NP“存在构式研究 2014

韩国 韩国外大 中文系 现代汉语名词化结构”NP＋的＋VP“研究 2012

中国 韩国外大 中文系 现代汉语”V1＋V2“修饰结构研究 2013

韩国 韩国外大 中文系 现代汉语”V得A“构式和”VA”构式的语义对比研究 2014

韩国 高丽大学 中文系 现代汉语“来＋VP”和“VP＋来“研究 2012

韩国 高丽大学 中文系 现代汉语”VX来“和”VX去“结构研究 2013

中国 成均馆 中文系 现代汉语使动义AO形式的语法特征硏究 2012

中国 成均馆 中文系 现代汉语“V個X”句式的语法特性研究 2014

韩国 釜山大学 中文系 现代汉语”差一点（没）VP“结构研究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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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本体研究（结构，13篇）

国籍 大学 专业 论文题目 发表年度

韩国 延世大学 中文系 现代汉语“在+NP+F”结构的语义研究 2011

中国 延世大学 中文系 现代汉语“V＋到”、“V着”的使用及其比较研究 2012

中国 延世大学 中文系 现代汉语“X是X”句式的语法、语义、语用分析研究 2012

韩国 韩国外大 中文系
现代汉语并列句式研究 －“以既X，又/也Y”、“又X，

又Y”、“也X，也Y”为中心
2011

韩国 韩国外大 中文系 现代汉语表示变化的"V+N+了"句式研究 2013

韩国 成均馆 中文系 现代汉语“V+{成/为/作}”结构的语法特征研究 2013

韩国 成均馆 中文系 现代汉语数量结构重叠的句法和语义特征研究 2014

韩国 高丽大学 中文系 现代汉语数量名结构的话题性研究－以“一个X”为例 2011

中国 庆北大学 中文系 现代汉语“动․补․宾”结构研究- 以语义指向为中心 2011

韩国 檀国大学 中文系 汉语动词重叠形式AABB研究 2012

韩国 昌原大学 中文系 “一起”和“在一起”的对比研究 2013

韩国 韩国放通大学 中文系 现代汉语“A里AB”形式的来源研究 2014

韩国 全北大学 教育大学院 现代汉语“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研究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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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研究（句型）17篇

国籍 大学 发表年度 专业 学位 论文题目

韩国 韩国外大 2011 中文系 硕士 现代汉语双宾句研究－以取得句式为中心

韩国 首尔大学 2012 中文系 硕士 从构式语法看汉语双宾句

韩国 公州大学 2012 教育大学院 硕士 现代汉语双宾句研究

中国 成均馆 2014 中文系 博士
现代汉语双宾构式的语法特点研究－基于构式语法理论的

构式扩展研究

韩国 仁荷大学 2011 中文系 硕士 现代汉语”被“字句和”把“字句比较和变换研究

韩国 高丽大学 2012 中文系 博士 现代汉语被动句研究－基于轻动词假说的研究

韩国 首尔大学 2013 中文系 硕士
关于现代汉语“把”字句和“使”字句使动意义的对比硏

究- 老舍《四世同堂》为中心

韩国 高丽大学 2013 中文系 硕士 现代汉语隐现使动用法和作格使动句的生成过程研究

韩国 韩国外大 2011 教育大学院 硕士 现代汉语”是……的“句研究

中国 仁荷大学 2012 中文系 硕士 “是……的”的信息结构研究

韩国 淑明女大 2011 教育大学院 硕士 《老乞大諺解》和《朴通事諺解》中的有字句研究

韩国 韩国外大 2012 中文系 硕士 现代汉语“是”字附加问句的话语功能研究

韩国 高丽大学 2103 中文系 博士 现代汉语比较句的主观、客观研究

中国 成均馆 2014 中文系 硕士
现代汉语疑问词反问句的研究－以”怎么“、”哪儿“、”

为什么“引导的反问句为中心

中国 Hanbat 2014 中文系 硕士 “V+O”和“对+O+V'句型比较研究

韩国 延世大学 2014 中文系 博士 现代汉语带宾形谓句的及物性研究

中国 延世大学 2014 中文系 博士 现代汉语致使义动结构式研究

总共17篇

双宾句 4
“被、把、使”4

是～的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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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韩对比研究

v 21篇（包括1篇汉韩英对比研究）

词类 句型 对应表达 表达法 词汇 其他

论文数 5 4 4 3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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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韩对比研究（硕士论文，21篇）

国籍 大学 发表年度 专业 学位 论文题目

中国 釜山外大 2012 中文系 硕士 “了”和在韩语翻译中“-었-” 的使用偏误分析

中国 中央大学 2014 韩文系 硕士 韩语"了"和"-었-"的对应研究－以小说《红高粱家族》为例

中国 延世大学 2014 韩文系 硕士
韩语结构助词“的“在韩语中的对应表达形式－基于汉韩平行

语料的研究

中国 东国大学 2014 韩语教学 硕士 汉语程度补语‘得’字句的韩语对应句式研究

中国 仁济大学 2011 韩文系 硕士 汉语“的”在韩语中的对应表达形式研究

中国 庆熙大学 2012 韩文系 硕士 汉语介词“给”和韩语助词“－에게”的对比研究

中国 东国大学 2013 韩文系 硕士 汉语助词“的”在韩语中的表达形式研究

中国 釜山大学 2014 中文系 硕士 汉语“看”和韩语“보다”的对比研究

韩国 仁荷大学 2011 教育大学院 硕士 韩汉过去时态的比较研究－以“了“”었“以及“过”“었었"为例

中国 庆熙大学 2012 韩文系 硕士 汉语和韩语中的引用表达对比研究

中国 韩国外大 2013 中文系 硕士 韩汉喜悦表达概念化研究

总共21篇

“了”
“的”
“得”
被动
使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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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汉对比研究 196篇（博士14篇）

题目类型

论文数

词类 表达法
对应
表达

句型 词汇 体
搭
配

构词
法

句子
成分

情
态

语
序

其
他

196
6
1

47 28 18 13 9 2 5 3 2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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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汉对比研究（词类，61篇）

v 博士论文只
有一篇

论文题目
韩汉感觉形容词的语义转移对比研究

韩汉使役动词对比研究

韩语“싶다”和汉语能愿动词对比研究－以表达‘所愿’意思为中心

韩语多义词“먹다”和汉语“吃”的语义对比研究

韩语形容词“크다/작다”和汉语形容词“大/小”对比研究

韩汉分类词语义对比研究

韩汉时间副词近义词对比研究－以韩语中级学习者为对象

韩汉动词“내리다"和“下”的对比研究

韩语动词“타다”和汉语动词“乘”的对比研究

韩语动词“오다”和汉语动词“来”的对比研究

韩汉附属标记“들”和“们”的对比研究

韩汉频率副词对比研究

韩汉动词语义对比研究－“보다”和“보다”合成词为对象

韩汉形容词对比研究

韩汉程度副词对比研究

韩汉时间副词对比研究

韩语“돌다"和汉语“转”的对比研究

韩汉人称代词对比研究

副词 13篇
动词 10篇
形容词 7篇
量词 3篇
代词 3篇
介词 3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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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汉对比研究（表达法，47篇）

国籍 大学 发表年度 专业 学位 论文题目

中国 庆熙大学 2012 韩文系 硕士 韩汉指示表达对比研究

中国 庆熙大学 2012 韩文系 硕士 韩汉词汇敬语表达对比研究

中国 庆熙大学 2013 韩文系 硕士 韩汉因果关系对比研究

中国 庆熙大学 2013 韩文系 博士 韩汉被动表达对比研究

中国 庆熙大学 2013 韩文系 硕士 韩汉请求对话中的恭顺表达研究

中国 庆熙大学 2014 韩文系 硕士 韩语 ‘주다', ‘-아/어 주다和汉语“给”的对比研究

中国 庆熙大学 2014 韩文系 硕士 韩语时间关系连接语尾和汉语时间关系关联词语的对比研究

中国 嘉泉大学 2013 韩文系 硕士 韩汉否定表达的对比研究

中国 嘉泉大学 2013 韩文系 硕士 韩汉敬语表达的对比研究

中国 嘉泉大学 2014 韩文系 硕士 韩汉敬语表达的对比研究

中国 建国大学 2012 韩文系 硕士 韩汉”可能性“表达对比研究

中国 建国大学 2013 韩文系 硕士 韩汉否定表达对比研究

中国 建国大学 2013 韩文系 硕士 韩语“-었-”和汉语“了”的语义制约现象对比研究

中国 东国大学 2013 韩文系 硕士 韩语“-었-”和汉语“了”的对比研究－过去时和完成体

中国 东国大学 2013 韩文系 硕士 韩语补助动词‘V-어 버리-'和汉语结果补语‘V-掉'的对比研究

中国 东国大学 2013 韩文系 硕士 韩汉表达被动对比研究

中国 延世大学 2013 韩语教学 硕士 韩语意愿情态和汉语语气体系对比分析

中国 延世大学 2013 韩文系 博士 韩语连接语尾“고“和与此对应的汉语关系标记对比研究

中国 忠南大学 2014 韩文系 博士 韩汉命题情态表达对比研究

中国 忠南大学 2014 韩语教学 硕士 韩汉敬语表达以及教学方案研究

敬语

委婉语

过去时

否定

被动、使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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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汉对比研究（对应表达法，28篇）

国籍 大学 发表年度 专业 学位 论文题目

中国 建国大学 2011 韩文系 硕士 连接语尾“어서”的汉语对应表达研究

中国 建国大学 2012 韩文系 硕士 접속语尾“어서”的汉语对应表达研究

中国 建国大学 2013 韩文系 硕士 韩语对立关系접속语尾的汉语对应表达研究

中国 建国大学 2013 韩文系 硕士 韩语助词“-에”的汉语对应表达形式研究

中国 庆熙大学 2012 韩文系 硕士 韩语“있다”的汉语对应表达形式研究

中国 庆熙大学 2012 韩文系 硕士 韩语状语和与此对应的汉语成分的对比研究

韩国 庆熙大学 2013 韩文系 硕士 韩语结果态“-고 있다, -아/어 있다'和汉语”着“的对比研究

中国 庆熙大学 2013 韩文系 硕士 韩汉程度副词对应关系比较研究

中国 庆熙大学 2014 韩文系 硕士
韩汉推测、意志情态意义的比较研究-以‘-겠-’, ‘-(으)ㄹ 것이다’, ‘要’, 

‘會’为中心-

中国 东国大学 2012 韩文系 硕士 韩语连接语尾与中国语连词的对比研究-以因果关系为中心

中国 东国大学 2012 韩文系 硕士 ‘이다’句型研究-以在汉语中的对应形式为中心

中国 东国大学 2012 韩文系 硕士 针对中国学生的韩语词尾‘-거든’的对比分析

中国 东国大学 2013 韩文系 硕士 韩国语助词“-에게”中国语对应表达研究

中国 东国大学 2014 韩语教学 硕士 韩国语让步连接语尾的汉语表达形式研究

中国 东国大学 2014 韩语教学 硕士 韩国语含有‘看’的惯用组合韩汉对比研究

语尾

助词

让步

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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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43篇）博士2篇

教材分析
教学方案

教材
分析

偏误
分析

教学
方案

偏误分析
教学方案

研究现状
教学方案

偏误分析
教材分析

偏误分析
教材分析
教学方案

教学内容
教学方案

习得
研究

论文数 11 9 9 5 5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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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43篇）

研究对象 论文数

1 语法点教学 7

2 “把”字句 4

3 助词 4

4 介词 4

5 能愿动词 3

6 补语 3

7 离合词 2

8 其他 26

 针对韩国中学生的汉语教学研究

 韩国学习者的难点

 探讨有效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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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4年汉语语法研究的“关键词”

关键词 出现频率

1 汉语 62次

2 对比、对比分析、对比研究 49次

3 韩语 39次

4 语义 21次

5 对应、对应关系 12次

6 韩汉 7次

关键词 出现频率

1 动词 48次

2 副词 44次

3 体 23次

3 使役 23次

4 补语 22次

5 介词 1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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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

v 国别化、个别化、本土化

v 有意义的对比研究

v 以质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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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代表韩国的文化? K-pop

韩国? 大韩民国?

Copyright ⓒ 2017 Cheolsan



LOGO
韩国? 大韩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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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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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pBgMBBsv4k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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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On5tSagerY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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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TiZ0aCm3rs&feature=youtu.be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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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user/EXOK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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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7rCyll5AeY


 思考的革命！ 世界头等商品！

‘GANGNAM STYLE(1)’

‘GANGNAM STYLE(2)’

’GENTLEMAN!’

Click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bZkp7q19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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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2/09/05/2012090502679.html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bZkp7q19f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56ogvcBnIqY&sns=tw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SO_zypdnsQ&list=PLEC422D53B7588DC7
ORI/철산(개황)발표자료/발표문/강남 스타일(싸이).mp4


4 21C 初, 融合的 I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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스티브 잡스가 남기고 떠난 '4단계 혁신이론

1. 모방하고 훔쳐라

2. 가진 것을 모두 합쳐라

3. 다르게 생각해라

4. 쉽게 단순화해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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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edia.daum.net/digital/others/view.html?cateid=1077&newsid=20111006214338432&p=inews24


v 유비쿼터스(Ubiquitous)란 ‘어디나 존재한다’라는 의미

v 스마트폰 ‘아이폰’, 테블렛 컴퓨터 ‘아이패드’, 새로운 온라인 거래형
태인 ‘앱스토어’ 등으로 IT를 생활화시킨 기술혁신의 주인공, 애플의
CEO 스티브 잡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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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4(제2기연세글로벌차이나특강)/발표자료/Apples_Steve Jobs 강연(스티브잡스).mp4
170104(제2기연세글로벌차이나특강)/발표자료/Apples_Steve Jobs 강연(스티브잡스).mp4


“It’s in Apple’s DNA that technology alone is not enough. 

It’s technology married with liberal arts, married with 
the humanities that yields the results that makes our 
hearts sing.”

-Steve Jobs, 2011 iPad 2 la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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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outube.com/watch?v=KI0a6xi7Zrw&feature=related


스티브 잡스의 스탠포드 연설(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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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outube.com/watch?v=7aA17H-3Vig&feature=player_embe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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계속 갈망하라! 여전히 우직하게!
배고픔과 함께!! 미련함과 함께!!

Goodbye Steve!

어리석음을 일깨워 주었던 한마디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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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angliudesign.com/
Yang Liu, Ost trifft West

East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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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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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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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we deal with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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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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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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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년 丁酉年 새해, 

중국어 이렇게 배워보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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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년 정유년 새해, 

중국어 이렇게 배워보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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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blog.naver.com/china_lab/220889410053
http://m.blog.naver.com/china_lab/220889410053


【透视中国】

学习汉语的六大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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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hinese.joins.com/gb/article.do?method=detail&art_id=161172&category=002003&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chinese.joins.com/gb/article.do?method=detail&art_id=161172&category=002003&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欢迎诸位老师和同學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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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