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語文教學導論002

前　言

對外華語教學的理論研究範圍包括三大領域，即基礎理論、教學理論
和教學法（周健，2007）。基礎理論包括語言學理論、教育學理論、心理
學理論、文化學理論；教學理論包括語言習得理論、第二語言教學理論、
漢語教學理論；教學法貫穿在總體設計、教材編寫、課堂教學、測試和評
估等整個教學過程和全部教學活動中。上述內容十分廣泛，它們包括了教
學原則、教學方法和教學技巧這些不同層面的問題，是華語教師應具備的
專業知能。本章據此範疇說明本書之內容。

第一節　華語文基礎理論

一、語言學理論
語言學是以科學的方法來研究語言。它所概括的內容，在本體方面有

語音學、音系學、詞彙學、句法學、語意學、語用學、以及應用這些學問
的語言教學、第一語言習得、第二語言習得、社會語言學等等學問。本書
第四章〈漢語語言學概論〉從華語的語法單位，最小的是音義結合的單位
「詞素」講起，以至於實詞與虛詞、單義詞、多義詞、同義詞和反義詞。
接著介紹句子的成分功能、句子的功能分類以及篇章，以及語言與文化、
委婉語及禁忌語、高語境及低語境。此章並論及古代漢語，古代漢語的教
學主要是為了提升中級華語學習者的華語能力。

華語文教學很重要的三個要素，亦即功能（說話的目的）、語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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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構（語音、音系、詞彙、語法、語意、語用等），以及文化。第四章
以詞彙和語法為主，並融入語意、語用篇章和文化來說明。詞彙教學以實
詞為主（名詞、動詞、形容詞）、語法教學以虛詞為主（介詞、助詞、副
詞等），最後談及古代漢語的教學。

二、教育學理論
華語文教學的內容是語言，如何教語言必然涉及到人們對人類語言和

語言活動本質的認識，首先要弄清語言是什麼，接續是如何教等課題。華
語文教育是一個獨立的學科，也是一個交叉的學科，涉及語言學理論、漢
語語言學、語言教學和語言學習理論、語言教學技能、語言教學方法、語
言測試、語言教育技術、語言對比研究和跨文化研究等不同的分支學科。
從學科分布上看，這個學科涉及語言學、教育學、認知科學、心理學等不
同的領域。華語教育學應探討的六項基本課題：為何教、何處教、何時
教、教什麼、如何教、學了什麼。以及區辨第一語言教學與第二語言教學
的不同點：教學起點不同、教學環境氛圍不同、受其他語言的影響不同、
文化對語言教學的影響不同、教學對象不同、教學目的和要求不同、教學
內容及教學重點和難點不同、教學方法和教學技巧不同。

所謂教學環境，是指學習者主體以外，與語言學習和運用有關的一切
周圍事物，皆為語言學習環境的一部分，從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語
言政策、教育政策等所形成的宏觀語言環境，到使用目標語的社會大環境
和課堂學習的微觀環境。第二語言學習，分為在目標語社會環境中和在非
目標語社會環境中兩種不同情況，也就是說，有無目標語社會環境是第二
語言教學和外語教學的主要區別。有目標語的社會環境因素從質和量的方
面有利於學習者的輸入、內化和輸出的習得過程，也有利於課堂教學中教
師所採用的教學方法和學生所採用的學習策略，也最終有利於第二語言學
習效果。以上內容於本書第二章〈華語文教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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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華語文教學理論

一、第二語言教與學
本書第三章闡述「第二語言教與學的各種理論與方法」，以華語為目

標語進行分析討論，闡述華語文如何教。介紹的各種教學法在二十一世紀
也以不同的形式應用於各級華語教學課堂中，以及目前受到重視並且頗有
學習成效的語言定式教學法以及沉浸式華語教學法。

認知心理學研究提出「學習」是一個過程，學習者透過學習，其心智
結構會產生變化更是一個複雜、動態的心理歷程。第二語言教學法建立在
二語習得理論基礎之上，其發展可因應時間順序大致分成三大流派：經驗
學派、人本學派、功能學派。延續人本主義精神，Krashen（1985）於 80
年代提出第二語言習得理論，基於人文主義理論與 Krashen的輸入假說理
論而發展的第二語言教學法有暗示教學法、團體語言教學法、肢體反應教
學法及自然教學法等。

行為主義（the Behaviorist Theory）認為幼兒語言能力的獲得，是由
於周遭環境給予的增強作用所產生的，亦即語言的獲得是經過一系列的刺
激和反應連結而成，如果語言使用過程中獲得肯定，使用者會感受到所使
用的語言是正確的，遇到類似的情境時則會繼續使用此語言。倘若得到的
是負面的回饋，使用者再遇到類似的情境時，就不再使用此語言。受此理
論影響，為了培養幼兒正確的語言習慣，老師往往會採取過多的口語語
言練習（drill），來建立幼兒正確的習慣，這種機械式學習理念，在 1960
年代末期受到質疑，漸漸被注重大腦心智活動的認知理論所取代。行為主
義派相信語言學習就是養成好習慣以及排除壞習慣，因此其主張的學習方
式是記憶（rote memory）、反覆（repetition）、演練（drilling）。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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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在短期來看是有效的，第二語言的確是可以硬背下來，不過缺點是因
為僅限於固定的語言框架，所以學習者無法融會貫通地使用語言，溝通能
力受限於背過的生硬結構。基於行為主義理論而發展的第二語言教學法有
直接教學法、聽說教學法等等。

到了 1970年代末期，大多數的語言學家都認為端賴行為主義進行
語言教學是不足的，先天主義（Nativism Theory）的崛起適時地提供了
語言學習的另一個觀點。這個派別最有影響力的學者是 Noam Chomsky
和 Stephen Krashen。Chomsky提出了普遍語法（Universal Grammar）概
念，他推論人類天生應具有一套語言學習機制，否則的話，很難解釋兒
童語言習得的相關現象。如兒童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學會一個語言，而且在
學習的過程中會出現前所未聞的錯誤語句，可見語言不是模仿而來的，
而且這些錯誤的類型是有限的，不同的小孩會出現類似的現象。Chomsky
假設人類生來就具有複雜的語言結構，這些結構組成了一個語言學習機
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LAD），這一組裝置是分析語言輸入
的知覺和認知能力，亦即如果有適當的語言刺激，幼兒就能夠經由大腦
的黑盒子，將吸收進來的語言加以整理，自然而且很快地學會複雜的語
言系統。先天論的觀點，學者們認為到目前為止仍是一種推論，這其中
的假設也沒有事實根據，很難具體完整地解釋幼兒如何獲得複雜的語言
能力。Krashen監控理論（Monitor Theory），認為語言發展是由於天賦
的語言能力，人類具有與生俱來的語言習得機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只要身處豐富的語言環境即可自然習得，以 Krashen的監控
模式（monitor model）為代表。Krashen（1985）的理論包含五個假設，
統稱為監控理論（Monitor Theory）（Krashen, 1985）：習得與學習假設
（The Acquisition-Learning Hypothesis）、自然順序假設（The Natural Order 
Hypothesis）、監控假設（The Monitor Hypothesis）、輸入假設（The Input 
Hypothesis）、情感過濾假設（The 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

學習是內在的認知心理歷程，將學習解釋為編碼輸入、記憶儲存、

華語文教學導論-三改0903.indd   5 2019/9/4   下午 04:36:15



華語文教學導論006

解碼輸出等複雜心理歷程者，是為訊息處理理論（Information-processing 
theory）。訊息處理理論是解釋人類在環境中，如何經由感官覺察、注
意、辨識、轉換、記憶等內在心理活動，以吸收運用知識的理論訊息處
理的多重歷程。經過了行為主義與認知主義，在 1990年開始，認知主義
（Cognitive Theory）漸漸成為了比較受到公認的語言學習理論。在認知
主義下的理論專注於人腦是如何培養起語言的知識，並且達到語言流利與
自動化。在訊息處理理論裡，一個語言的初學者需要花更多注意力在自
己不懂的語言架構或是生字上；反之，一個語言的進階學習者不需要花注
意力在這些已經熟悉的語言架構和單字，所以便可以把注意力放在更複雜
的結構或是用字，甚至是引申語言的意思。因此，語言學習就是熟悉語言
結構與分配注意力的過程。因為一個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所以不同階段
的語言學習應該就要專注在該階段最重要的部分，逐步對語言越來越能掌
握。基於轉換生成語法理論與認知心理學理論而發展的第二語言教學法有
認知教學法、情境教學法等等。

社會學習觀（Culture Theory）認為環境和學習對語言獲得有決定性
的影響，可藉由行為主義強調的模仿、增強等方式，或是社會學習論強
調之與成人互動等來學習語言，以 Schumann的文化模式（acculturation 
model）為代表。Schumann（1978）認為語言的習得是外在因素的影響，
取決於學習者與所學語言的文化之間的社會及心理距離；其提出可能的社
會因素，包括兩種語言的權力是否平等、有無同化需求、資源是否平等
共享、是否為少數族群、雙方是否互相肯定、文化差異與停留時間長短
等；以及可能的心理因素，包括語言障礙、文化障礙、動機等（靳洪剛，
1994）。Schumann文化合流理論（Acculturation Theory）認為，第二語
言習得是文化合流的一個方面，一個人能將自己的文化與第二文化合流多
少決定了一個人獲得第二語言的成敗。文化合流理論強調第二語言習得是
由學習者與所學語言的文化之間的社會及心理距離所決定。距離越近，第
二語言就越容易獲得。文化合流理論力圖說明在第二語言習得過程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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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文化的認同感對於語言習得的關鍵作用。第二語言的教學實踐也證明
了如果學習者對於第二文化有崇拜感、親近感、認同感的話，就容易習得
第二語言。對於第二文化的好感可能來自語言本身的魅力，也可能來自家
庭的、社會的價值觀。

認知主義專注於討論腦與語言的關係，社會主義專注於討論語言跟
社群的關係。這個理論最早是由俄國學者 Vygotsky提出，漸漸地得到許
多學者的研究與認定。這個理論主張語言是要拿來使用的時候才能真正
的「內化」，也就是一個人在與他人的互動當中最能夠學好一個語言。
Vygotsky認為語言的學習是社會化或文化的行為，幼兒透過與周遭人的互
動，與同伴之間的合作，幼兒語言智能可以超越他現有的水準。Vygotsky
的研究中提出幼兒的學習與發展有兩種水準，一是真正發展水準，也就是
說幼兒已經建立之現有水準。另一是潛在發展水準，也就是說經由成人指
引或同伴之中較有能力者一起合力溝通、合力解決問題過程，而可達到
更高一層的水準。因此 Vygotsky提出「最近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的概念，建議採鷹架（scaffolding）學習理論，經由成人的
活動引導、讓幼兒在真實、有趣、有意義的情境中探索和學習，過程中也
能獲得同伴以及老師的社會性支持。基於社會建構理論及輸入與互動假說
而發展的第二語言教學法有任務型教學法、能力型教學法等。

二、語言學習的過程
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兒童母語習得方面，把成人外語或第二語言學

習的研究納入到母語習得的研究之中。後來又逐漸發現，第一語言習得和
第二語言學習有很大的不同，第二語言的學習理論開始成為研究的熱點，
並出現了許多很有影響的理論和假說。

（一）中介語

1972年 Selinker發表了《中介語》（The Interlanguage）一文。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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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是指在第二語言習得的過程中，學習者通過一定的學習策略，在目標語
輸入的基礎上所形成的一種既不同於其第一語言也不同於目標語、隨著
學習的進展向目標語逐漸過渡的動態的語言系統。根據中介語理論，第二
語言學習者所學的語言知識是一個逐漸積累和逐漸完善的過程，整個過程
形成一種連續體，在這一連續體上的每一個時點都形成一個系統，具有其
獨特的特點。學習者所建立的第二語言系統，會隨著學習的歷程而有所改
變。針對第二語言學習者，中介語的研究一般集中在以下兩方面：

1. 母語和目標語的對比分析。
2. 學習者外語的偏誤分析。

（二）錯誤與偏誤

中介語研究的重點之一是錯誤分析。錯誤（mistake）是指偶發的、
無規律性的錯誤，是一時疏忽而導致的錯誤，這一類的錯誤是人人都可能
在情緒激動時、疲乏時、或是由於不小心而產生的不規律的錯誤，這類錯
誤與個人語言能力無關，一經指出後立刻能自動改正。錯誤（mistakes）
是由於緊張、粗心、激動等造成的「失誤」，指的是語言使用層面上的失
誤。偏誤（errors）則是由於對語言規則的錯誤理解而造成的，是語言使
用不當，學習者缺乏目標語的知識，不能意會到自己錯在哪裡，也無法自
行糾正其行為。如果同樣的錯誤出現多次，我們就有理由將它視為偏誤。

偏誤（error）亦即學習者犯的系統性錯誤，又分為：語際偏誤
（interlingual errors）―是學習者母語干擾而導致的錯誤，這類錯誤的原
因往往能從對比分析中找到答案；以及語內偏誤（intralingual errors）―
由於目標語本身的複雜度，導致學習者錯誤學習或不完整學習的結果。

發展性偏誤（developmental errors）指的是語言自然發展階段出現的
系統性錯誤，是在第一語言或第二語言學習者使用語言時常發生的共同的
錯誤，也是語言正常發展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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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錯誤，以行為主義心理學為基礎的聽說教學法認為，最好將錯
誤消滅在萌芽狀態，有錯必改，這樣學習者最終會形成正確使用語言的
習慣。認知心理學強調學習者的心理認知過程，學習是一個複雜的心理過
程，而不是被動的反應過程。學習者的錯誤是有積極意義的，它們向研究
者展示了語言是怎樣學習或習得，展示學習者在發現所學語言的過程中應
用了哪些策略和程式。

第三節　華語文教學法

本書第七章〈課堂教學實務〉、第八章〈中高級華語教學〉，中高級
華語教學之教材常採用新聞報導、評論報告、文化教材等，語言能力等級
再提升者便以文學作品為主。

一、漢字及漢語拼音教學
本書第六章介紹〈漢字及漢語拼音教學〉。從泛化階段到牢固分化

階段，必須透過長時間學習內化，進而凝聚出漢字規則與語用規則。劉珣
（2000）將漢字教學的原則分為五個部分：

1. 語和文先分後合。
2. 強化漢字教學，字與詞教學相結合。
3. 把握漢字的構成規律和基本理念。
4. 按筆畫、部件、整字三個層次，從筆畫、筆順、部件、間架結構四
個方面進行漢字教學。

5. 重視對比，加強複習，通過書寫識記漢字。

賴明德（2003）論及漢字的教學法時也將上述的漢字教學途徑分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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