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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般而言，國際學校的華語教師，把學生習得華語時的雙語或多語

語言轉換，視為語言習得的必然現象。此種思維不完全同於 Selinker 所

提的中介語理論下的正、負遷移、偏誤與石化內涵。1本研究的目的，即

在於透過兩所個案國際學校的華語雙語習得規劃調查，以檢視中介語理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副教授。感謝兩所國際學校的支持，以
及國科會對於〈國際學校之華語習得個案比較研究，NSC 99-2410-H-017- 

024-〉和〈國際學校之 IB 與 AP 華語習得規劃個案比較研究 NSC 

100-2410-H-017-010-〉兩研究案的補助。 

本文收稿日期：2013 年 7 月 17 日；審查通過日期：2013 年 9 月 12 日。 
1 Selinker, L., “Interlanguag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0(1972), 

pp.209-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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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概念在國際學校華語雙語習得課室裡的理論典範意義。這是一個以質

性為主量化為輔的研究，研究者於 2010年八月至 2012年七月間，在曼

谷及高雄各選一所國際學校為個案。課室觀察田野筆記與開放式訪談為

主要之資料來源，次要資料則是文件檔案與基本背景資料問卷調查。透

過編碼、定義、比較、分類與歸納等方式，研究者交叉檢證個案國際學

校華語習得現象之異同，並回答預擬之研究問題。研究發現，因為華語

課室的語言遷移，是在三至四種語言之間動態的進行，所以，並無正、

負遷移的價值判斷意涵。再者，單語表現不是評定華語能力的最重要標

準，所以，偏誤及石化現象也不必然是學生華語能力的判準依歸。研究

者因此建議，當前華語教學領域有必要重新思考與修正傳統中介語理論

在各類華語習得場域裡的典範性，因為傳統概念之正、負遷移、偏誤與

石化內涵，並不完全合適用於解釋國際學校華語課室裡的雙語習得多元

現象。 

 

 

 

關鍵詞：國際學校、華語、語言轉換、中介語、雙語習得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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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erally speaking, Chinese teachers in international schools 

view bilingual or multilingual translanguaging while students acquire 

Chinese as an inevitable phenomenon. However, this thought is 

different than the Interlanguage theory（Selinker, 1972）, which states 

idea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transfer, error, and fossiliz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ideas from Inter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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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through classrooms of Chinese bilingual acquisition planning 

in two international schools. The major method of this case study wa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data was also included. Two international 

schools in Bangkok and Kaohsiung we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The 

study began from August, 2010 and ended in July, 2012. Data 

collection was mainly from classroom observation fieldnotes and 

open-ended interviews. Documents and survey of background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were also used as minor sources. In terms 

of data analysis, the researcher encoded, defined, compared, classified, 

and generalized the whole data and then cross checked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Chinese bilingual acquisition phenomenon between 

two international schools. Research findings were then synthesized to 

answer the proposed research questions. The researcher finds that in 

many Chinese classrooms, students who are acquiring Chinese usually 

transfer among three or four languages dynamically. Hence, the 

implication of differentiating positive or negative language transfer is 

not workable in the cases. Furthermore, students’ monolingual 

performance of Chinese is not the standard to assess their Chinese 

proficient level. Chinese errors and fossilization are not the main 

criteria to evaluate students’ Chinese performance, either. Based on 

those findings, the researcher suggests that idea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transfer, error, and fossilization, which have been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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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raditional Interlanguage theory, are not applicable to interpret the 

Chinese bilingual acquisition phenomenon in international schools. In 

the current field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foreign language, it 

is necessary to re-consider and modify its traditional paradigm of 

Interlanguage theory to meet the diversified linguistic facts. 

 

 

Keywords：international school, Chinese, translanguaging, 

interlanguage, bilingual acquisition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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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研究者過去幾年一直致力於華語雙語教學及語言規劃等議題的探討，2

而在此類議題的探究歷程中，發現國際學校的華語教學生態，存在著許多

的特殊性。而且，國際學校場域進行華語雙語習得規劃（同時習得華語與

另一種語言）的課室，有逐漸增長的趨勢。這些特殊性與當前或過去華語

領域所聚焦的成人華語及華裔青少年之祖語或傳承語學習者（heritage 

language learner）大相逕庭，原因可能與國際學校學生家庭普遍較當地學校

家長為優的經濟條件、學生與教師族裔及語言背景的多元組合、學校課程

                                                
2 本研究所聚焦的雙語教學，專指華語與另一種語言搭配的模式，對此，研究者稱之為

「華語雙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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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中的國際連結性及學生學習內容中的全球觀點等相關。 

一般而言，在國際學校課室裡的華語教師，把學生習得華語時的雙語

或多語轉換，視為一種場域內語言習得的必然現象，此種思維，不完全同

於 Selinker 所提的中介語（interlanguage）理論下的正、負遷移、偏誤與石

化內涵。3而大部分的學者在言及中介語現象時大致同意，中介語是學習者

在第二語言學習過程中，介於第一與第二語言之間的一種語言動態系統及

表現狀態，具有反覆性、迴歸性，且在某些語言要素上常產生石化現象，

而它的產生因素不外乎是語言遷移、目標語規則的過度概括、學習者本身

的學習及溝通策略等所致。4但由於國際學校的課室是一個多語存在的場

域，其中，語言之間交互影響下的華語習得現象極為多元。相對過去而言，

所謂 Selinker 概念下的中介語動態系統的反覆性，以及因華語（目標語）規

則、學習及溝通策略使用和語言遷移等因素下所導致的石化現象的理論典

範應用，在國際學校華語雙語習得課室生態下，似乎變的複雜又可議。 

本研究把 Selinker 的論述視為傳統中介語理論，5原因除了 Selinker 是

中介語理論的提出者以外，尚因為在其之後，中介語理論發展出多種概念

                                                
3 同註 1。 
4 文秋芳編：《二語習得重點問題研究》（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2010年）。 

朱志平：《漢語第二語言教學理論概要》（北京：北京大學，2008年）。 

陳昌來：《對外漢語教學概論》（上海：復旦大學，2005年）。 

劉頌浩：《第二語言習得導論－對外漢語教學視角》（北京：世界圖書，2007年）。 

Brown, H. D., Principles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5th Ed.) (White Plains, NY: 

Addison Wesley Longman, 2006). 

Ellis, R., 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同註 1。 
5 有些學者稱之為經典（classical）中介語理論（劉頌浩，2007，同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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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詮釋。比如說，Ellis 認為，中介語應與語言變異性（variability）的概念

作一結合，分別從系統變異與非系統變異兩類來看待；6其中，系統變異尤

其強調語言（linguistic）與情境（situational）場域的重要性。而 Klein 和

Perdue 更是以近似社會語言學的角度，提出傳統中介語理論在詮釋上的侷

限，主張若能夠以語言變體（variety）的觀點，檢視學習者的語言能力與表

現，會比傳統中介語理論的論點，更貼近語言真實。7
 

綜上所述，本研究的目的，即在於透過兩所個案國際學校的華語雙語

習得規劃調查，以檢視 Selinker 的傳統中介語理論概念在國際學校華語雙語

習得課室裡的典範意義。研究問題計有以下兩點： 

一、兩所個案國際學校的華語教學課室，在華語雙語習得規劃上有何

特性？ 

二、應用中介語理論典範以解釋兩所個案國際學校之華語雙語習得課

室現象時，所產生的典範效應為何？ 

以下研究者將先介紹兩所個案國際學校的華語教學場域背景；次而，

說明華語雙語習得規劃理論及研究的內涵；再來，詳細的解釋本研究所採

行的資料收集與分析方法；之後，由華語雙語習得規劃分析及傳統中介語

理論典範的應用與轉移等兩大主題討論研究發現；最終，於文末提出本研

究的結論與建議。 

 

 

                                                
6同註 4。 
7 Klein, W. & Perdue. C., “The basic variety(or: Couldn’t natural language be much 

simpler),”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13(1997), pp.30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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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所個案國際學校的華語教學場域背景 

 

 

本研究選定台灣高雄市的高雄美國學校（以下簡稱 K 校）與泰國曼谷

市的泰國中華國際學校（以下簡稱 T 校）為個案。8表 1 呈現了二所參與學

校的基本訊息，由其中可知，這二所華語雙語學校的地域不同，因此，華

語在其所處外在環境之語言角色並不相同。首先，K 校位於高雄，學制上

含括幼稚園小班（preschool）至十二年級，全校學生總數從兩年前的 330

人，暴增至 2012 年的 480 人；T 校則位於曼谷，學制與 K 校相同，全校學

生總數則從兩年前的 875 人，降為 2012 年的 743 人。再者，在華語雙語習

得之課程設計方面，其中，K 校僅有一半的學生（一至六年級）需強制參

加，而 T 校所有學生（含幼稚園小班至十二年級）則強制修讀華語。研究

者認為，這二所個案學校的華語課程修習狀況之所以有如此的呈現，原因

與學生家長的課程期望、所處之語言環境、學校語言規劃者之規劃思維、

教師來源，以及學生的語族（ethnolinguistic）背景等因素相關。舉例而言，

K 校在台灣因屬於國際學校體制，所以入學者必須有國外護照，儘管如此，

九成學生的語族背景與台灣一般家庭相同。而在曼谷市的 T 校雖也是類屬

國際學校體系，不過，其原本是曼谷諸多台商子弟就讀之台灣學校體系（關

於 T 校的歷史背景，將於下文詳細介紹），但是，泰國政府在國際學生的入

學招生政策上並不限持有外籍護照者，一般泰國家庭若經濟狀況合適，亦

                                                
8 本文在撰寫時與高雄美國學校及泰國中華國際學校確認，二校校長均希望在研究中

以真名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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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由選擇是否將子女送至國際學校就讀。因此，T校的泰籍語族學生，佔

了該校總學生數的五成左右。 

 

表 1、 參與研究之華語雙語學校背景資料表 

          個案學校 

項目 
K 校 T 校 

國家與城市 台灣高雄 泰國曼谷 

學制 PreK-12 年級 PreK-12 年級 

華語雙語課程設計 1-6 年級 PreK-12 年級 

華語教師 3 人 11 人 

全校學生數 480 人 743 人 

華語雙語課程之 

學生參與數 

300 人 743 人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編製 

 

在此需說明的是，研究者並非隨機的挑選此二所學校以作為研究場

域。對於 K 校，在研究進行之前，研究者已連續五個學期在該校開設生存

華語班，教授以英文為母語的外籍老師基本的華語溝通課程，因此，研究

者對於該校之教學運作已有一定的理解。至於 T 校，研究者每年固定造訪

該校並帶領研究生至該校實習，對於該校的華語教學實施現況及研究之可

行性，已有深度的觀察與瞭解。換句話說，研究者過去與這二校之間早已

建立一定的信賴關係，此部分的連結，有助於研究者在資料收集時，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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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細緻、精確與信實的個案訊息，以大大地增加本研究在執行上的信實度。

然而，研究者認為更重要的是，這二所學校具有華語雙語習得規劃現象的

代表性與可比性。 

首先，在代表性上，K 校在高雄市是一所著名的國際學校，它在南台

灣國際學校體系裡具有一定程度的典型性，該校從 1989 年實施華語教學至

今，所以，教學早已有穩固且具效率的進行模式；而 T 校的前身是台商學

校，根據 T 國際學校的家長學生手冊紀錄，該校於 1995 年係為因應曼谷地

區台商子女（亦旁及泰籍及其他族群）的英語教育需求而建校，其過去隸

屬於台灣教育部的海外台灣學校體系，所以在學制、教材、教學目標及師

資等面向上，極重視與台灣方面的銜接與連結。然僑務委員會的資料言及，

自 2005 年起，該校脫離台灣教育部而獨立。9目前它已成為一所私立非營利

事業性質的國際學校，依循美國教育概念而進行，其課程及語言規劃特色，

主要在於 AP（Advanced Placement）課程、華人語言、歷史及文化必修課

程、英語為主要之教學媒介語（medium of instruction）等。 

其次，在可比性上，以語言角色來說，華語在 K 校的所在地域（台灣）

是主流的強勢與官方語言，但在學校的授課（除華語課以外）及工作語言

使用上，卻是第二語言或外語；相對地，在 T 校的所在地域－曼谷，華語

毫無疑問的是外語，只有在華語課中才會因學生的差異而將之歸類為母

語、第二語言或外語。若再以教師背景來說，這二校的華語教師（共 14 位）

背景均為台灣籍。雖然，此種現象出現在泰國，所反映的是 T 校的歷史特

殊性，但此種事實，無疑地加強了本研究個案的可比性；因為，二校分別

                                                
9 僑務委員會：《中華民國僑務統計年報》（台北：僑務委員會，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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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了台灣籍的國際學校華語教師分別在台灣與在國外進行華語教學的共

時差異性。 

上述關於兩個案國際華語教學背景及選擇標準的說明，顯現了研究者

的社會語言觀，希冀能藉由細緻的華語雙語習得規劃觀點，分析並檢視傳

統中介語理論概念在兩校華語雙語習得課室裡的理論典範意義。以下研究

者將針對相關文獻做一脈絡性的回顧，以架構本研究的理論詮釋基礎。 

 

 

三、語言規劃與雙語習得規劃 

 

 

語言規劃及雙語教育的學術研究極其廣泛，研究者在此先從語言規劃

的基本範疇及語言習得規劃的內涵談起，次而論述雙語習得規畫的向度與

應用。 

「語言規劃是因某些目的，對某些語言在某些特定使用社群及場域中

，所做的關於語言選擇性及執行性的處理」，10一般而言，以位階規劃（status 

planning）、本體規劃（corpus planning）與習得規劃（acquisition planning） 

等三大範疇來解釋語言規劃的內涵。11以華語位階規劃而言，美國於 2006

年時，將華語列為國防重要語言（critical languages）之一，且在 AP 的外語

                                                
10鍾鎮城、王萸芳：〈台灣華語政策與教學規劃之前瞻與展望〉，《教育研究月刊》第

163期（2007年），頁 27-35。 
11施正鋒：《台灣客家族群政治與政策》（台中：新新台灣文化教育基金會，2005年）。 

張學謙：〈從「中國化」到「多元化」的台灣語文政策：語言生態的觀點〉論文發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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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納入華語，12這種規劃思維，即是華語的語言位階規劃。而語言本體

規劃，國內部分學者亦稱為語型規劃，13處理的是與語言本體相關的文字、

語音、語法、詞彙及語用慣例的選擇；在過去拼音選擇的論戰中，該採漢

語或是通用拼音，14所涉及的思考即歸屬於語言本體中的語音選擇規劃。語

言習得規劃理論是本論文主要的詮釋依歸，不過，語言習得規劃裡的習得

二字，並不等同於第一與第二語言教學裡所慣用之習得意涵，前者所言的

習得，包含了語言教育裡的一切向度，且帶有人為規劃的概念；而後者所

言的習得，則常用於指涉語言學習者或啟蒙的（emergent）語言使用者，對

於某一語言在接觸與熟習歷程中的心理意識狀態。15語言習得規劃處理的是

                                                                                                              
2005年「中華文化」與「台灣本土化」研討會，台北，2005年。 

同註 10。 

Ager, D., Motivation in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policy (Tonawanda, New York: 

Multicultural Matters, 2011). 

Cooper, R. L.,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NY: Cambridge, 1989). 

Eastman, C. M., Language planning: An introduction. (San Francisco, CA: Chandler & 

Sharp, 1983). 

Kaplan, R. B., & Baldauf Jr., R. B., Language planning- from practice to theory. (Bristol, 

PA: Multicultural Matters, 1997). 

Ruiz, R., “Perspectives on official English,” in Karen L. Adams & Daniel T. Brink (Eds), 

Contributions to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New York, NY: Mouton de Gruyter, 1990), pp. 

11-24. 

Spolsky, B., Language policy.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2曾妙芬：《推動專業化的 AP中文教學》（北京：北京語言大學，2007年）。 
13張學謙：〈從「中國化」到「多元化」的台灣語文政策：語言生態的觀點〉論文發表

於 2005年「中華文化」與「台灣本土化」研討會，台北，2005年。 
14許長謨：〈當前國語羅馬拼音論戰之三個堅持與盲點〉，《語文教育通訊》第 21期（2000

年），頁 28-37。 

施正鋒：《台灣客家族群政治與政策》（台中：新新台灣文化教育基金會，2005年）。 
15劉頌浩：《第二語言習得導論－對外漢語教學視角》（北京：世界圖書，2007年）。 

Krashen, S. D., The input hypothesis: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New York, NY: Long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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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的學習與教學範疇，此部份常等同於學校裡的語言教育，也因此被稱

為語言教育規劃（language-in-education planning）。16
Kaplan 與 Baldauf Jr. 曾

建議語言規劃者，從課程、人力、教材、社群與評鑑等五個面向決策與檢

視語言習得規劃的推動與執行，Chun 參照與修正 Kaplan 與 Baldauf Jr.的論

點，提出學校本位語言習得規劃的思考。17以本研究所探討的個案學校為例

，個案學校的本位規劃，思索的是學校該如何在華語雙語習得的模式中，

融入並轉化當地的語言、文化、教育與族群等特色，以發展出在地化（

localized）的國際學校式的華語雙語習得規劃內涵。 

另外，本研究所提的雙語一詞，可以用於指稱個人、家庭、組織（含

學校）、族群、或是社會與國家的語言能力及語言使用現象。將雙語一詞與

教育（習得規劃）概念相連結，則會發現，由於世界各地雙語教育需求的

差異，使得許多地區的雙語學校在考量政治、歷史、經濟、文化、教育政

策、語言生態、資源、家長期望、師資、行政制度及族群等因素之後所真

實呈現的雙語習得規劃形式，往往無法以任何典型模式歸類，或是在某些

程度上，同時混雜了數種模式。因此，Ovando、Collier 及 Combs 特別提醒

，雙語教育沒有固定非遵循不可的模式，也不存在著放諸四海皆準的實施

                                                                                                              
1985). 

16
Kaplan, R. B., & Baldauf Jr., R. B., Language planning- from practice to theory. (Bristol, 

PA: Multicultural Matters, 1997). 
17學校本位一詞，一般通稱校本。 

Chun, C.C., Language-in-education planning and bilingual education at the elementary 

school in Taiwan.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h. D. dissertation，Richard Ruiz 先生

指導，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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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18也正是因為雙語教育在各種脈絡下的複雜性、獨特性與動態性，所

以凸顯了華語雙語教育或習得規劃，在華語教學實務、學術與政策意涵探

討上的重要性與代表性。 

簡言之，當華語雙語教育與語言規劃概念相連結之後，在理論與實踐

上就開展出華語習得規劃研究在雙語模式下的可行性。而本研究可說是以

前言部分所提及的傳統中介語理論、華語雙語習得與語言習得規劃等三項

主要概念，建構整個論述體系。語言規劃在華語習得場域裡的作用，以及

華語雙語場域裡的華語角色對於語言規劃概念的映襯，再加上從華語雙語

習得規劃的角度檢驗傳統中介語典範的合適性，這三者形塑了本研究的重

點。 

綜上所述，若從微觀（micro-view）層面而言，本研究所探討的「華語

雙語習得規劃」場域主題，僅歸屬於語言習得規劃範疇之下；但若從巨觀

（macro-view）層面而言，其不僅與習得規劃相關，亦與語言位階及本體規

劃範疇有著動態性的牽連。換言之，從位階規劃、本體規劃與習得規劃等

三大範疇統整語言規劃，雖是一般語言規劃者所強調的普世立論觀點，但

實質上，此三大範疇彼此之間是交互影響的，且會因各類立場及文化的不

同，而發展出不同的動態形式及實施方法。因此，研究者最後採取的是一

種微觀與巨觀相映襯的融合觀點，以檢視傳統中介語典範之正、負遷移、19

偏誤與石化概念，當被用以解釋兩所個案國際學校的華語雙語習得規劃現

象時，所迸發出的典範詮釋性及轉化。 

                                                
18

Ovando, C. J., Collier, V. P., & Combs, M. C., Bilingual and ESL classrooms. (New York, 

NY: McGraw-Hill, 2003). 
19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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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方法 

 

 

此研究所選定的個案國際學校為台灣高雄市的 K 校及泰國曼谷市的 T

校，聚焦於兩校一至六年級的華語雙語習得規劃模式與現象。研究者採質

性為主與量化為輔之取徑，以架構此研究的方法論，研究時間從 2010 年八

月開始，至 2012 年七月結束。 

在資料收集上，第一步驟主要透過質量並重概念設計的綜合性問卷，

幫助研究者簡略及廣泛的理解兩校場域裡的基本華語習得背景與華語教學

規劃環境；在第二步驟裡，研究者經由學校行政、歷史與課堂文件收集、

課室觀察田野筆記（fieldnotes）及錄音訪談等方式，檢視在此兩校場域裡

一至六年級階段的華語雙語習得規劃現象與議題，以及華語語言習得規劃

背後所蘊含之規劃思考。 

而在資料分析部分，主要之資料分析來源在於課室觀察田野筆記與開

放式訪談，次要之資料則來自於文件檔案與基本背景資料問卷調查。因個

案學校規模及制度文化關係，K 校實際參與本研究的一至六年級華語教師

有 2 位，語言規劃者有 1 位；而 T 校一至六年級華語教師有 8 位，語言規

劃者則有 3 位。而課堂觀察之班級數計有 10 間，每間課室依年級數做區分，

觀察時間至少持續二至三週。 

研究者經由編碼、定義、比較、分類與歸納等方式以逐步分析上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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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資料，並交叉檢視兩所個案國際學校華語習得現象之異同。最後，彙整

與分析各類資料，並以傳統中介語理論典範20檢視個案國際學校的華語雙語

習得規劃生態，據此回答所研擬之研究問題。需特說明的是，在以下的表

格資料呈現裡，由於兩校加總之教師與規劃者人數並不多，所以僅以真實

填答人數表示，而不採以百分比或其他方式呈現。 

 

 

五、發現與討論 

 

 

依上一節的資料分析結果，研究者在此節中，將依次說明兩所個案國

際學校華語教學課室裡的華語雙語習得規劃現象，此為研究問題一之回

答；並檢視 Selinker 的傳統中介語典範在國際學校華語課室裡的應用與轉

移，以回應研究問題二之探尋。 

 

                                                
20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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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所個案國際學校華語教學課室裡的華語雙語習得規劃 

從表 2 的一至六年級華語教師之華語習得規劃背景表可看出，這兩所

個案學校的男女師資比例如同一般華語教學機構，均是呈現女多於男的現

象。而在國籍一項，因兩校與台灣在地緣及教育背景上的連結，所以參與

本研究的 10 位一至六年級華語教師均為台灣籍。另外，從教育背景及年齡

變項中可以發現，這 10 位教師均有大學以上的教育專業素養，且年齡以

31-50 歲區間的人數較多，這與一般海外華文學校教師年齡偏高現象有著極

大的不同。值得注意的是，華語教師們的在校服務年資以 6 至 15 年者居多，

而相較其他科別與國籍教師的高流動率現象，21同為專任職位的華語教師，

其偏低的教師流動率，對於華語教學工作的專業發展延續，以及華語政策

的規劃執行與實踐，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21教師的高流動率，為一般國際學校的普遍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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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華語教師之華語習得規劃背景表 

              個案學校 

比較項次 
K 校 T 校 

性別 
男 0 1 

女 2 7 

年齡 

26-30 歲 1 0 

31-40 歲 1 7 

51-60 歲 0 1 

國籍 台灣 2 8 

學歷 學士以上 2 8 

服務年資 
1-5 年 1 1 

6-15 年 1 7 

 

在學校的語言位階規劃上（請見下表 3），因兩校都有語言部門，所以，

在行政語言上，各部門內部舉行教學與行政會議時，都以各自的科別語言

為媒介；但在全校性質的活動上，語言使用是以英語為尊。英語在兩校的

關鍵角色，亦體現在學生語言學習重要性的排序上。兩校都是三語課程必

修，K 校是華語、英語加另一外語的組合，而 T 校是華語、英語加泰語的

組合。對於 K 校九成持外籍護照的台灣學生及 T 校五成左右的泰籍學生而

言，這都是母語附加兩種外語的組合。但華語教師對如此的語言習得組合，

的確表露著不同的意識型態。如：K 校的 2 位教師覺得英語的重要性凌駕

於其他，而 T 校的 8 位華語教師中有 5 位認為，英語在該校的語言學習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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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絕對是排在首位，2 位認為英語與華語的重要性該並列第一，只有 1 位

認為，華語比英語重要。在 T 校（英文簡稱為 TCIS）網站的檔案介紹（profile）

中，清楚解釋了其立校的英語語言位階規劃概念： 

 

TCIS is a private, non-profit, day school for boys and girls founded in 

1995 for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for the 

Taiwanese community of Bangkok, as well as Thai and other 

communities. （T校，文件檔案，2009） 

 

換句話說，兩校的語言習得意識，均說明了國際學校的外語凌駕於其

他在地語言習得的生態。而所謂的外語，針對主流學生的語族背景而言，

在 K 校是英語，在 T 校則是英語及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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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華語語言位階規劃背景表 

                  個案學校 

比較項次 
K 校 T 校 

行政語言使用 

英語 2 8 

華語 2 8 

泰語 0 8 

學生語言學習 

重要性之排序 

英語＞華語＞其他 

（日語、西班牙語、泰語） 
2 4 

英語＞華語＝泰語 0 1 

英語＝華語＞泰語 0 2 

華語＞英語＞泰語 0 1 

華語課程規劃政策 必修 2（僅小學部） 8 

 

然而，有趣的是，如表 4 所示，在語言本體規劃之字體、拼音與語用

選擇上，諸多華語教師為顧及學生的語族來源與需求，以及考慮當地學制

和華語學習程度之銜接，甚或是學生畢業後的就業市場，都會提及正簡字

體、注音與漢語拼音及不同場域語言使用等各華人區域的在地化華語符碼

與語用。研究者認為，主要原因在於考量學生的背景，以及全球華語區域

的語用工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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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華語語言本體規劃背景表 

                  個案學校 

比較項次 
K 校 T 校 

漢字字體 

教學選擇 

正體字 2 4 

正、簡字體皆有 0 4 

華語教學拼音 

選擇（複選） 

注音符號 2 8 

漢語拼音 2 7 

華語教學語用 

場域選擇（複選） 

台灣 2 8 

曼谷 0 5 

中國 1 4 

香港 0 1 

 

由此種語言使用課室生態所延伸出來對於 Selinker的傳統中介語典範22

的挑戰在於，若學生產生偏誤、石化或遷移現象，教師及研究者實難判斷

造成此類現象的語言根源為何？因為所謂的正、負遷移的來源，不再是二

元論的母語與目標語，或是假定中的第一與第二語言兩端。 

 

                                                
22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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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華語語言習得規劃背景表 

              個案學校 

媒介語使用 
K 校 T 校 

華語教材內容 

語言使用 

華語單語 2 4 

華語雙語¹ 2 5 

華語多語 0 2 

華語課堂口語 

使用 

華語 2 8 

閩南語 2 4 

客家語 0 1 

粵語 0 1 

泰語 0 8 

英語 2 8 

華語課堂書面語 

使用 

華語 2 8 

泰語 0 1 

英語 2 7 

1 教師在問卷填答中曾說明，大多數情況下，華語雙語的使用組合為華語及英語 

 

另外，從表 5 華語習得規劃之教材內容、華語課堂口語及書面語等三

項媒介語使用變項調查中可以發現，華語與英語等二種語言，是華語教學

課室使用最廣泛的教學媒介語；而在曼谷的 T 校，每一位華語老師也會以

泰語作為教學媒介語之一。換句話說，華語課室中的華語並非是單一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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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語，兩所個案國際學校均會以二種語言或多語混用的方式，以協助學

生習得華語。教學媒介語之語碼轉換式的華語使用生態，是這兩所個案國

際學校的華語習得規劃主流，而此種利用雙語及多語語用生態的作法，恰

是 Ruiz 所提的語言資源方針概念。23
 

就以下面的語料為例，在 03 中，老師根據學生的回答，而在句中所出

現的 stamp 一詞，是一種話語的銜接。而在語料第 10 行中，學生以 send 回

答，這是一種確認的言談行為。若以中介語的理論典範檢視下方語料中 01

至 10 的語言使用現象，似乎會顯得窒礙難行，因為雙語互用的語言表現形

式，變成了課室中師生之間確認理解信息的一種學習與教學策略： 

 

01 師：什麼是集郵？ 

      02 生：stamp collection. 

      03 師：可以，什麼是 stamp？ 

      04 生：郵票。 

      05 師：你要舉手，手放下，桌子上，黏在桌子上，3，Sam（學生名

及號碼）。 

      06 生：郵票。 

      07 師：誰可以用，嗯！郵票是什麼時候要用到？天使（學生名）。 

      08 生：我們要寄信。 

      09 師：我們要怎樣，我們要寄信，很好，她用中文加兩分，好，來

請問什麼是「寄」？什麼是寄，你可以說造句。 

                                                
23

Ruiz, R., “Orientations in language planning,” NABE Journal, 8(1984), pp.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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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生：寄是像，嗯，send。（T校，課室觀察筆記，20110124） 

     

    以上敘述所呈現的是個案學校的華語教師背景，以及語言位階、本體

及習得規劃的語言地景（linguistic landscape）。同時，亦以課室觀察田野筆

記所紀錄之語料，說明在此類語境中，傳統中介語理論典範適用性可能會

存在的挑戰。接下來，下文將聚焦於中介語議題的討論，並提出更詳盡的

語言事實以佐證本研究所闡述之觀點。 

 

（二）傳統中介語典範在國際學校華語課室裡的應用與挑戰 

當 Kuhn 提及科學革命的架構時，他拋出了典範與典範轉移的概念。24傳

統的中介語理論堪稱是華語或第二語言習得領域裡的典範理論，在此典範

裡，25一般會將討論的焦點聚於語言遷移、偏誤與石化等主流議題。雖然，

中介語到底算不算是一個語言系統，以及中介語系統包不包含第一語言等

議題也是議論的焦點，但這些並非是本研究的核心。所以，研究者最後選

擇聚焦於遷移、偏誤與石化等方面的探討。26
 

以語言遷移來說，討論的重點每每在學生母語對於目標語的影響面向

上。事實上，這是一種極端的目標語單語本位主義觀點，可說是完全忽略

了學生結合母語及目標語之綜合語言能力的雙語表現；況且，語言遷移的

方向亦會由目標語至母語，而此時以目標語為遷移基準點所架構的正、負

                                                
24

Kuhn, T.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3rd edition). (New York, N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25同註 1。 
26文秋芳編：《二語習得重點問題研究》（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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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移典範選擇，就會變得極為彆扭。至於石化現象本身亦是一大爭議，它

該用以形容學生的華語學習過程，還是結果？是一局部（local），還是整體

（global）的語言表現？至目前為止，這些說法似乎未有定論。 

Long 曾對於石化一詞的典範性提出了強烈的質疑，主張以穩定化

（stabilization） 一詞的典範轉移概念，取代所謂的石化用法。27此觀點著

實挑戰了傳統中介語理論典範及其意義與內涵。而在兩所國際學校課室的

觀察裡，研究者亦有上述典範適用性的發現及質疑。 

首先，研究者認為在國際學校課室裡的華語教師，把學生華語習得過

程中的雙語或多語使用及轉換，視為是一種必然的語言習得現象（請見上

方 T 校的課室觀察筆記語料）。若依循正、負遷移的概念，即無法解釋此種

的語言事實。而且，所謂的不恰當的偏誤及石化現象，有時亦會轉變為是

一語言族群認同的標記（如：腔調），此時，並非簡單地以教學場域裡的語

言糾錯動作，即能加以概括。 

如下方語料，T 校的 Sonia 老師提到了在國際學校場域，學生如 Garcia

所言需多語語言轉換（translanguaging）的必須性，28因此在教學上，老師

亦常會有語言轉換的作法： 

 

…會注重聽說讀寫並重，訓練學生中英泰三語的轉換自然流利（見

到中文老師說中文，見到西方老師說英文，見到泰文老師說泰文）。

（Sonia，T校訪談，20110117） 

                                                
27

Long, M. H., Problems in SLA.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7). 
28

Garcia, O., Bilingual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a global perspective.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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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校的 Jane 老師也提到，她會依學生的華語學習進度，而採取華語雙

語語言轉換的書寫方式，如：注音符號與英語或英語縮寫的混用。以下是

她的訪談語料： 

 

就是一年級剛…還不太會寫注音符號的時候，我會用英文代表，像

說 BOOK 1，我就寫 B1，然後他就自己會寫了……所以上學期還沒

有教完注音符號的時候，我都一定是會 B1、B2 這樣子。學完注音

符號都上完後，他們就會寫…寫…注音符號。（Jane，K 校訪談，

20110606） 

 

而 K 校與 T 校雖然在習得規劃上都是三語必修，如：K 校是英語、華

語再加上西班牙語或泰語，而 T 校主要是英語、華語再加上泰語；但是，

在教學的實踐上，兩個案學校卻都是選擇性的修正至華語及英語雙語習得

的模式。K 校的語言規劃者 Tom 在訪談中提到，華語和其他以英語為教學

媒介語的課程一樣，都有相同的時間與份量： 

 

We offer Chinese as a World Language with the same amount of time 

for classes as we do in all classes. （Tom，K校訪談，20110603） 

 

而個案國際學校在華語雙語習得學校本位規劃模式下，華語老師的教

學不僅要融入並連結當地的語言、文化、教育與族群等特色，也必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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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原有的華語及英語語言資源，以發展出在地化的國際學校式的華語雙

語習得規劃內容。如 K 校的 Nicole 老師表示，即使是使用當地學校的教材，

也會考量教材語言內容在國際學校語言生態場域裡的合適性，而加以修正： 

 

我們是用那個 local school的教材嘛……所以我們在教課方面，我們

給他們學生的東西，並不會有這麼多的像什麼文法的訓練啊……我

們都是從活動之中……從活動中，讓他們去訓練…我們一樣是用

local school的教材，可是呢，我們教得沒有 local school那麼多……

（Nicole，K 校訪談，20110602） 

 

T 校的 Chang 老師亦提到，會視情況選擇性地使用合適的教學媒介語

授課，這裡所謂的教學媒介語，包含了華語、英語及泰語。對有些學生而

言，這些語言是其母語，有些卻是其第二語言。但是，Chang 在訪談語料中

強調，不管是母語或第二語言，適時地選擇不同的語種，會有助於學生的

學習效果，以及老師在課程上的統整與融合： 

 

……在課堂教學時適時使用學童所熟悉的母語或第二語言詮釋故

事或文章的意思，以達到學習之效果。目前本校也積極的要求（中、

英、泰）老師在教材編寫時能考慮到課程的融合，讓學生真正地了

解所學的課程。（Chang，T校訪談，20110114） 

 

換句話說，K 校及 T 校在華語雙語習得規劃上的動態性與互動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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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反映了華語從區域性語言漸而擺盪至全球語言的語言擴散作用，也明顯

地呈現了一種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語言習得及使用現象。29然則，

值得思考的是，課室師生言談中，語言的轉換與互用，是否牴觸了傳統中

介語的典範概念？換句話說，語言的轉換與負遷移、石化及偏誤之間，是

否有所重疊？或是，到底該如何區判？更或者是，語言轉換30與「傳統中介

語31理論一如天平的兩端，永遠沒有交集的可能？ 

下方的語料，來自於 K 校的課室觀察筆記，從其中的語言轉換，以及

達成溝通目的的中式語法，可以看出學生在教室場域中的自然語言使用狀

況。研究者認為，此則語例對於中介語典範概念的探討非常具有啟發性： 

 

老師在教室中擺放了許多書櫃及書籍…儘管書櫃旁只有一條小小

的走道，幾個愛看書的小孩還是願意在小走道裡閱讀。學生們還會

彼此分享：「My home has this book.我這全部都看過。」（K 校，課

室觀察筆記，20110526） 

 

在上則語料的紀錄中，學生說出的 “My home has this book.” 這句英

文，其後是伴隨著「我這全部都看過」這句華語句子的。若只單獨評判英

文，會發現這是一句受到華語語法所影響的英文，可能讓人不知所云。然

而，若再加上後面那一句華語所帶來的語言轉換，則瞬間即可讓人明白其

                                                
29鍾鎮城：〈華語教學的轉變：全球在地化的觀點〉，《2009應用語言學暨語言教學國

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文鶴，2009年），頁 577-584。 
30同註 28。 
31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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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語意。對於雙語學生來說，在真實的語境中，自然而然地透過他（她）

的雙語或多語資源進行溝通，是一種高度利用已有語言綜合能力的語言表

現。因為，他（她）們本來就不是一位單語者。 

總而言之，研究者認為，兩所個案國際學校所呈現的全球在地化現象，

不追尋所謂的不是母語就是目標語的傳統中介語理論下的二選一

（either-or）邏輯；相反地，從其中所發現的是，個案學校在實施模式與課

程配置上，會依照語言生態，動態地調整與應對學生所自然構築的雙語或

多語遷移現象，而這類現象，也包含了 Long 所言的穩定化語言表現。32研

究者認為，這正是一種面對場域語言事實的後設語言習得規劃之實用思維。 

傳統中介語理論的架構，奠基於認知及心理語言學基礎之上。本研究

所引發的探討在於，當此類基礎被應用於如小型社會縮影的華語教室學習

場域，且涉及社會語言學之語言（華語）習得規劃時，此一理論架構是否

依然適用？還是說，此類的適用有其時代及語言文化特殊性（如：信奉單

語主義至上的時代）？甚至，所謂的中介語，在當代普遍的三語生態裡，

是以複數概念多個存在於每個人的語言系統中（如：三語者的中介語系統，

是第一與第二語言之間所形成的第一中介語系統，加上第二與第三語言之

間所形成的第二中介語，再加上第一與第三語言之間所形成的第三中介語

系統等等）？抑或是說，認知語言學與社會語言學兩類之間的概念根本互

不統屬，無法交通有無？研究者認為，答案不至於是後者，因為如果後者

成立，現今一般華語師培課程裡的語言學學科組合豈不變成是相互矛盾？

如此，前三者似乎存在著更多的討論空間。 

                                                
32同註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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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與建議 

 

 

如前文所言，由於國際學校的華語課室是一個多語存在的場域，所以，

華語習得現象在各種語言交互影響下顯得極為多元。相對過去而言，所謂

的中介語動態系統下的反覆性、目標語規則的過度概括、學習及溝通策略

的使用不當、和語言的負遷移等典範選擇概念的應用，33似乎在此場域下都

變的複雜又可議。而另一方面，研究者極為同意 Ellis 所言的論點：中介語

事實上是學習者的心理歷程，一切都與學習者相關。34換句話說，當學習者

的語言使用生態及背景，與過去 Selinker 所提典範的時代性迥異或產生轉變

時，傳統中介語理論典範的適用性亦需適度的修正。因此，於研究結論與

建議部分，研究者提出以下幾點作為參考。 

首先，在正、負遷移部分，因為學生語族背景的多元，所謂的語言遷

移並不一定發生於兩種語言之間。在許多華語課室裡，華語習得者的語言

遷移，是在三至四種語言之間動態性的進行，而且具交互性；因此，對於

此類的華語雙語或多語學生而言，語言遷移並無所謂的正或負的價值判斷

意涵。典範傳統上，正、負遷移的內涵是以結果論所產出的語言表現而定

的，但是對於語言習得者來說，第二語言習得何時才是盡頭，並無一定的

                                                
33同註 4。 
34同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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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準。因為，理論上的終點會是該習得者生命終結的那一刻，不過，語言

學研究中，從未見過研究某一個人，從其出生至死亡間語言習得變化動態

現象的做法。實際上，也似乎不可行。所以，在雙語及多語言語社群使用

者為常態的當代，結果論觀點的中介語系統主張，實有揚棄或修正的必要，

因為它忽略了語言習得是一長時間浸潤的歷程，而在這歷程中，習得者的

語言表現都只是持續現象中的單一節點。更何況，若以單一的語言負遷移

節點，判斷華語雙語及多語學生的華語能力，豈不是落入了以部份判斷整

體的邏輯謬誤嗎？ 

再者，如上段所言，由於在華語雙語習得課室現場裡，評定學生華語

能力的標準不應只來自於華語的單語表現；換言之，華語偏誤及石化現象

不該是學生能力判準的依歸；因為，所謂的偏誤及石化，描寫的是一種不

如單語使用者的單語本位思維。此種的比較基準，在於學生的華語「不是

什麼」，而不在於思考學生既有的華語雙語、多語表現，或是聚焦於探討學

生的華語能力內涵到底「是什麼」？正是立基於想要探究「是什麼」的觀

點，所以在此研究中發現，學生及教師言談行為中的雙語或多語語言轉換

現象，反而是促進與體現學生華語習得綜合能力的一種肯定及確認。因此，

不管是華語作為外語、第二語言甚至母語，在個案國際學校的雙語及多語

使用語境裡，其華語雙語習得規劃，所考慮的均是華語與英語、華語與在

地語、在地語與英語等線性迴歸（recursive）及動態式（dynamic）的雙語

習得思維。35畢竟，華語習得的目的及語言成就，不是要學生以忘卻母語或

原使用語言為代價。 

                                                
35同註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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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許多學者認為教師的教學專業深受其教師信念所影響，36由於目

前華語教學研究領域裡，少見其他中介語解釋觀點之探究，所以，傳統中

介語理論觀點對於華語教師及研究者之影響，實在是無遠弗屆。因此，在

結論上，研究者認為，此種國際學校式的語言習得規劃思維，不僅能為當

前專注於華語為第二語言與外語教學的教師及研究者，帶來更多華語雙語

習得研究與教育發展上的啟示；而且亦提醒當前華語教學領域，有必要重

新思考與修正傳統中介語理論在不同的華語雙語及多語習得場域裡的理論

典範性，以符應華語習得者的多元語言與文化真實。 

                                                
36李麗君：〈檢視師資生教學信念與其實踐之方案實施與成效〉，《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學報》第 19期第 1卷（2006年），頁 39-62。 

Fresch, M. J., “A national survey of spelling instruction: investigating teachers’ beliefs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Literacy Research, 35(2003), pp.819-848. 

Richardson, V., Anders, P., Tidwell, D., & Lloyd, C.,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beliefs and practices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instruction,”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28(1991), pp.559-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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