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動」起來
戴金惠

　導論

語法動起來-二版-20190816.indd   47 2019/8/16   上午 10:59:04



語法動起來048

在一個語言課室中，如何使用語言去調動學生積極參與的過程，往往
是困擾語言教育者的問題，比方說：

1. 如何在學生不懂語法、語義的同時，在師生人際交流的過程中搭建
出對該語法、語義、其語境以及構式（Construction）意義的了解？

2. 搭建自然互動過程中的要素為何？
3. 如何創造出讓學生主動的互動模式？
4. 互動的方式和順序又為何？
5. 語法互動的最終目標是什麼？
6. 師生希望從這過程中達成什麼樣的妥協與結果？
7. 教師如何成為帶動語法、語境、教材和學生之間的調解者？
8. 調節的過程中需要什麼元素方能跳脫機械式的操練模式，進而達
成自然的人際交流互動？

9. 如何在讓語法動起來的過程中，促進師生與生生之間的關係？

在試圖回答這些問題之前，筆者先從不同的互動角度來看語法和語
境搭建過程中的互動模式的分析。以下從四大方面來分析語法與互動的關
係，一、教學語法到語法教學；二、有意義的行動；三、社交互動的動態
關係；四、社交互動的過程和 3A原則。

一、教學語法與語法教學

白建華老師於本書前揭文〈從教學語法到語法教學〉中指出，教學語
法使得在傳授漢語教學過程中有規律可循，而後讓教與學都更為便利。完
善教學語法研究體系的學者包括呂文華（1994）、王還（1995）、劉月華
（2001）、鄧守信（1997）等。筆者認為「有規律」可循之規律和讓教與
學「更為便利」對語言教育者是關鍵。若以鄧守信老師的《當代中文》為
例，他將教學語法的金三角「結構」、「用法」與「功能」體現於教材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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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中，引領教師將教學語法深化推展到語法教學的過程。透過不斷的語法
教學互動的「練習」來強化該語法點或句構的語義。請見下圖，下圖亦出
現於 2014拙作中。

 

白建華老師更指出：「以練帶講，優化輸入」，提醒語言教育者在輸
入階段如何「優化」輸入的內容。以下為三大重點：

1. 關注習得的順序。
2. 特別注重形式與意義的結合。
3. 引導學生有適合的句情，並在有意義的語境中鞏固練習。這個過
程讓教師達成突顯語法規則的目的，也讓學習者在語境中掌握語
法的規則與意義。

如此一來，教師可以幫助學生建立從輸入（Input）到編碼吸收（Intake）
的過程，而只有編碼吸收後學習者才能將理解的內容儲存於長期記憶，而
後方能達到白老師所說的使教與學更為便利、更有效率的目標。

筆者將以本書共同作者姚老師的「反而」為例（請參照本書第 146～
148頁），來體現鄧老師的教學語法「結構―用法―功能」金三角和白老
師的「以練帶講，優化輸入」是如何引領資深老師之語法教學實踐的過
程，而資深老師又是如何萃取其實踐過程進而推演拓展語法教學互動的精

鄧守信老師
教學語法

練習
強化

結構

用法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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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並將其理論化。姚老師指出應先了解「反而」的詞彙分析、詞性與用
法（結構與用法），然後提取「反而」在語境中的四部曲語法之搭配與語
義的衍生（結構與語義），從語法教學的實踐中統整出「反而」與「不但
不 /沒有」、「但是」搭配的用法所衍生出不同句構的意義（用法與升級
的語義）。接著在教學實踐的過程中，佐以深具戲劇化效果的四大步驟的
完整語境來突顯出「反而」在生活中的用法。簡而言之，「反而」在姚老
師的實踐過程中為學生體現出該語法的精―氣―神 1。

根據姚老師的語法教學實踐結果，她總結出「反而」的二個主要構式
搭配語義和用法的四部曲，並將語境解構如下：

構式
步驟 反而……不但不 / 沒 反而……但是

一 某事件發生 做了某事
二 應有的正常反應或結果 正常會有某種結果
三 結果不如預期設想的結果 做過頭了
四 竟然出現不在預期內的反應 會產生非預期的反效果

 
姚老師將語境解構的過程（亦即將互動的步驟）剖析成「可教性」的

問答引導，而每一個引導皆採以練帶講，優化整個輸入的過程，強化了語
法教學的品質和學生學習的成效。

筆者接著以本書共同作者于老師的「了」字教學為例（請參照本書第
64～ 69頁）來檢視資深老師在不斷實踐與反芻的過程，如何螺旋式地體
現出「了」字的規則與語義。于老師的語法教學實踐中體現出「Facts」
（語法知識）和「Acts」（語法語境的練習），並佐以醫生―病人角色扮
演來突顯「了」字的規則與語義。

1　有關「精—氣—神」的討論可參見 2016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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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老師先突顯出「V 了沒有」問句句型，讓學生可以不斷主動提問，
為學習者創造出有意義又真實的主動交流機會，讓學生可以練習以前學
過的不同的 V（跳舞、喝可樂、看電影等等），並回答且鞏固否定句「沒
+V」形式。然後，她提供了學習者更為貼近生活的語境實戰任務練習
「你 TW VO 了沒有？」，創造兩兩訪問的機會，讓學習者能夠自主地將
「了」字活用在生活中。最後，再提升並拓展學習者對「了」字螺旋式
的應用，從肯定句「S.+V+了」拓展到「V了MW+N」（quantity 了）及
「V 了幾 -MW-Obj？」。

T：昨天晚上你喝咖啡了沒有？（點頭）

S：我喝咖啡了。

T：你喝咖啡了，你喝了幾杯咖啡？（Suppose you drink two.）
S：我喝了兩杯咖啡。

T：Ah! 你喝了兩杯咖啡，所以，你不能睡覺。

于老師的「有規則」可循序體現在三個層面：

1. 角色扮演：在醫生診斷的戲碼中會有找不到病因，至找到病因的
過程，然後再細究其病因的細節。

2. 結構與用法：了字結構的拓展。
 「V 了沒有」→否定句「沒 +V」→「你 TW VO 了沒有？」 

T： 昨天晚上，你喝茶了沒有？（搖頭）

S：我沒喝茶。

T：你沒喝咖啡，也沒喝茶，那為什麼不能睡覺？ 
【What could the reason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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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V+了」→「V了MW+Obj.」→「V 了幾 -MW-Obj？」
3. 語義和用法的拓展。

筆者將于老師之語法教學實踐的螺旋式拓展分為「問句―任務―升
級」三大區塊，圖示如下：

 

二、有意義的行動

筆者於 2016 拙作中提及 van Lier 教授的「行動的可能性」
（affordance），乃是一種關係、可能性和機緣，而且這種關係具有即時
性與互動性（2004a: 91）。這種互動的延展性需要教師從語境中透過感知
詮釋出新的意思，而這一主動的個體通過行動之於環境所衍生出的關係，
就創造出一種衍生出新意義的可能性（meaning potential），亦即衍生出
新行動的可能性（action potential），新意義的互動模式。

 

主動提問
師生互動

獲取訊息
生生互動

新結構和語義
人際互動

問句 任務 升級

個體

環境

行動

感知詮釋

行動的可能性

戴（2016: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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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同語言教育者將互動的語法教學融入這樣的框架中，我們不難發
現語法教學的過程就是從語境（環境）中不斷衍生出新意義的過程，在教
師和學生溝通了解的過程中找到有意義的行動來進行操練、拓展練習、互
動性交流以及任務的執行。比方說，本書中前揭文顧老師就提出「有意義
的行動―操練」，將其數十年實踐的經驗整理出操練對學習者的價值，
以及操練的不同種類和方式。

顧老師指出，口語操練包括下述七種方式：（1）複述練習（Repetition 
Drills）；（2）代換練習（Substitution Drills）；（3）變換練習（Transformation 
Drills）；（4）回答練習（Response Drills）；（5）語體轉換練習（Politeness 
Drills）；（6）方言轉換練習（Dialect Transformation Drills）；（7）翻譯
練習（Translation Drills）……等。

除此之外，白建華老師協同數位明德暑校資深教師編纂的《對外漢語
語言點教學 150例》採「精講多練」的原則，將兩大方面的訊息融合，以
求知行合一的結果：「教師須知」（知識）和「課堂操作程序」（有意義
的行動）。「教師須知」知識層面包括語義、功能與注意事項以及列表的
常見形式。有意義的「課堂操作程序」包含五大部分：

1. 語言點導入：問答式導入。
2. 操練一：發出指令。
3. 操練二：描述動作。
4. 操練三：回答問題。
5. 開放式活動：敘述。

有意義的行動是為達成師生針對不同階段性的互動模式而構建出的，
無論是有意義的操練、有目的的角色扮演、或真實語境的任務，每一個階
段性的意義與行動都是為提升教學互動品質做鋪墊，達成合作式的學習
（cooperativ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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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交互動的動態關係

 

我們去觀課的時候，會看到有經驗的語法老師往往能夠讓學生在語
法點、語境的堆疊中，連結到生活的用法，進而產出語法點或該構式的語
義與其功能。若我們從社交互動的動態關係中去分析即可發現，他們會提
供學生預期敘述的機會，也就是說，不會因為學生不懂該語法點的語義而
退卻、開始使用英文來解釋，他們會預期學生有能力聽懂老師鋪墊過的語
言。

有經驗的老師會搭建支架式教學補足學生對該語境需要獲得的訊息，
無論其訊息是屬於結構型、語義類型或是語用型，教師用二語在 ZPD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近側發展區）互動的過程中幫助學生練
習聽力，達成彼此的交流目的和鞏固練習的機會。從自然交流的 ZPD 到
近側周邊環境（Proximal Context）就如同從練習的語境連接到生活中的
語境，最後學生能將該語法點的語義和語境的關係與生活的事件做了自然
的聯繫，而後能在人際交流的互動中有效運作。

四、社交互動的過程和 3A 原則   

互動是創造主動的人際交流模式，在其過程中建構出語法和語境的意
義。資深語言教師懂得如何在互動的過程中，透過演示的方法讓學生接觸

預期（敘述）

Prolepsis
支架式教學

scaffolding
ZPD 近側周邊環境

Proximal Context
有效運作

Effective Functioning

van Lier in 戴（2016: 30）

語法動起來-二版-20190816.indd   54 2019/8/16   上午 10:59:05



� 導論：「動」起來 055

語言現象，同時透過教師的引導，聚焦於語法句式的結構、語義和用法，
讓學習者能察覺並意識到語法的特殊性（Awareness），這就是社交互動
第一步：接受性（receptivity）。

 

教師是帶動教材、語法、語境和學生的調節者。教師透過語境突顯語
法點和構式，將教材和生活中的語言用法搭建起來，使得學習者能透過教
師的演示、互動練習到真實語境的實際應用，提供學習者管道接觸語言，
參與並融入生活語境的應用，這就是社交互動的第二步：能有管道接觸語
言 /參與（access / participation）。換句話說，教師就必須成為名副其實的

exposure 接觸語言

Awareness 察覺／意識

engagement 
融入／ 投入

Autonomy 自主性

intake 攝入吸收

Authenticity 真實性

proficiency 流利度

social interaction 社交互動

perception 感知
　　　　attention-focusing 聚焦

cognition 認知

　　　　apprehension 憂慮不安

　　　　comprehension 理解力

mastery (uptake) 熟稔精通（領會）
　　　　memory 記憶
　　　　access 自動化存取
　　　　control 控制
creativity 創造力
　　　　extension 擴展

接受性

receptivity 

能有管道接觸

語言／參與

access / 
participation 

時間與精力的

投資／練習

Investment / 
practice  

承諾致力於學

習 commitment 

van Lier in 戴（2016: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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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ager。語法，在如此動起來的過程中也促進了師生和生生之間的關係。
在培養學生成為自主學習者的過程中，學習者一定會遇到對語境

理解的挑戰，從而產生憂慮不安的心情，如此的認知也會影響學習者對
學習語言的動機，發展出學習的自主性（Autonomy）。此時，最重要
的是教師、教材（包括科技輔助內容）是否提供學習者足夠的攝入吸收
（Intake）的練習，是否讓學習者有足夠的實踐和精力練習。這就是社交
互動的第三步：時間與精力的投資 /練習（investment / practice）。

最後，透過不斷的練習，學習者才能領會精通，形成長期記憶，能自
動化存取適當的語法、詞彙，並控制自己的語言輸出。通過生活中語言的
真實性（Authenticity），發展語言的流利度，甚或進一步發揮語言創造
力，拓展應用語言的能力，達成社會語言學的目的。這需要社交互動的第
四步：學習者承諾致力於學習（commitment）。

在以上所述整個過程中，互動的 3A 原則是互動的核心關鍵：
Awareness（察覺 /意識）、Autonomy（自主性）和 Authenticity（真實性）。
依據這三大原則，于老師也提出教室裡的社交互動方式和順序建議為：

1. 老師與學生與所提供語境的互動。
2. 老師對全體學生的互動。
3. 老師對單個學生的互動。
4. 學生跟學生之間的互動。
5. 可以預期的互動。
6. 傳遞真實訊息的互動。

也因此，在語言教學的課室裡，教師對語法的語境之螺旋式的延展認
知的基本功，以及教師如何利用課室實體、媒體語境和師生彼此了解的關
係，進而搭建出螺旋式語境拓展的鷹架互動過程。這樣的互動模式是為了
達成利用語言真實性以交流的目的，促進師生「進一步了解」與加強「鞏
固練習」的語言應用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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