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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嘗試以會話分析的機構性談話架構中 Dew和 Heritage（1992）

1提出的詞彙選擇、話輪設計、序列組織、整體結構、社會認識論和社會

關係等項展開華語教師語言的分析。研究的對象為 30 位在職教師，隨

機選取每人十五分鐘的課堂教學語料，經由轉錄謄寫、標記、統計、分

析後，從中找到華語教學語言為機構性談話的特徵，以及相關的應用規

律，同時也發現了華語教師語言中，不同於其他機構性談話和日常會話

                                                
*
 中國文化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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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ew, P., J. Heritage, “Analyzing talk at work: An introduction,” in P. Drew, J. Heritage, 

eds., Talk at work: Interaction in institutional set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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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性，修正後，將華語教學語言的特性分為六項：可理解的語言形

式、具功能性的話輪、三段式的基礎序列、重效率的整體結構、正向的

互動關係以及超越真實性的談話，此研究的結果可做為未來規劃華語師

資培訓的參考。 

 

 

關鍵詞：機構性談話、教師語言、教學語言行為、華語教師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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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nversation Analysis on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Classroom Speech 

 

 

 

Sung, Ju-Yu 

 

 

Abstract 

 

 

Under the concept of conversation analysis, this study analyzed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talk by adopting Dew and Heritage’s 

framework (1992) of institutional talk: lexical choice, turn design, 

sequence organization, overall structural organization, social 

epistemology and social relations. The data was randomly collected 

15-minute teacher’s talk from 30 in-service Chinese teachers. After 

transcription, coding, and analysis, the study found the common 

features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instructional talk, and the 

regularity of turn design and sequence organization. Beside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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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discovered additional feature other than ordinary conversation 

and institutional talk. Those features were classified into six categories: 

comprehensible language form, functional turn of speech, 3-step 

sequence, effective structure, positive interaction, simulated 

conversation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can be treated as references for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 

 

 

Keywords：institutional talk, teacher’s talk, instructional language 

behavior, CSL teacher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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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如瑜 

 

 

一、楔子 

 

 

十多年前和一位初次見面的語言學教授聊了幾分鐘後，他笑著對我

說：「我覺得你們華語老師說話，都有一種特別的味道耶！」我問：「什

麼味道？」他說：「很難說，反正就是不一樣。」之後我想了很久，這個

「特別的味道」是什麼？是怎麼形成的？不可否認是課堂的情境、限制改

變了教師的日常語言習慣，然而在我做了師資培訓後，卻發現新手教師的

日常語言習慣對其教學也有不小的影響，而培訓的目的就是要把一般母語

者的華語，調整成學生可模仿、教學效率高的語言。至於什麼是「可模仿」、

「效率高」的教師語言？簡言之包括語言形式與語言行為兩部分，前者指

發音、詞彙、語法的使用是否規範，段落組織的邏輯是否合理等，在評估

時不難分辨對錯，但後者使用的恰當與否，則需藉助課堂語料的分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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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文將根據已有的會話分析理論，對華語教師課堂語言行為做進一步的

探索。 

 

 

二、從會話分析到機構性談話 

 

 

本研究的對話描寫與分析，是採用會話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 CA）

的觀點。Markee 對此所下的定義是：一種分析互動性語言的方式，探究人

可觀察的言語行為，做法細緻但不為預設的理論所驅動。
2
推知會話分析學

者和語言學者的差別在於，前者的研究重點在互動行為，而後者所關注的

是語言本身。會話分析將語言要素視為會話者可利用、操控、理解的資源，

而非脫離語用的獨立系統，其分析對象一般是交談，研究重點為溝通中社

交行為的組織與秩序。3
Lazarartion 指出會話分析有三個目標：揭示會話序

列組織的系統特徵、揭示為應對序列話語的設計方式、揭示互動中言談表

現的社會習慣。4此種分析方法屬經驗性的科學，研究者經由觀察、收集、

紀錄會話者在自然溝通中的行為，而後再依此建立其對行為的理解。回顧

                                                
2 Markee, N., “Conversation analysis for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E. Hinkel, ed., 

Handbook of research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5), pp.355-374. 
3 Seedhouse, P., “Conversation analysis and language learning,” Language Teaching, 

38(2005), pp.165-187. 
4 Lazaraton, A., “Conversation analysis and the nonnative English speaking ESL teacher: A 

case study,” in D. Boxer, A. D. Cohen, eds., Studying speaking to inform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4), pp.4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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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話分析的發展，Heritage 認為可分為兩種類型，其中雖有交集，但研究的

側重點不同，其中一型是把交際開展當做一個實體來研究，另一型則是探

討社會機構是如何在交際過程中被處理的。5本研究所要探索的教師語言屬

後者，Have 稱之為應用型會話分析研究（applied CA），有其特有的詞彙、

話輪設計、會話序列等等。6分析語料時，研究者沒有預設的範疇，傾向使

用鬆散的、解釋性的方法，具社會學特徵。 

華語教學的課室語言，據其互動屬性，可定位為「機構性談話」

（institutional talk），7即與工作有關（task-related）的談話。此種談話由任

務所驅動，談話成員中至少有一位代表正式機構，且談話形式與工作角色

密切相關，如法庭的應答、求職面談、醫病對話、師生互動、問卷調查等

均屬之。談話雖冠以「機構性」，但 Dew 和 Heritage 認為「機構性」並非

由會話行為發生的場所決定，反之，某些會話無論發生在哪，只要對話內

容涉及參與者的機構角色，就是機構性談話。8若將此概念放入華語教學，

教師面對學生時，無論對話的地點是否為教室，教師既具機構角色，其語

言便受了限制，例如教師必須以規範的語音、語法、詞彙和恰當的語用跟

學習者互動，以自己的語言做為學習者模仿的標的。雖然此研究採用的僅

為課堂語料，但研究者仍認為「教師語言」的範圍應是：師生對話的情境

中教師所說出的話，而不限於課堂內的教師語言。 

                                                
5 Heritage, J., “Conversation analysis and institutional talk: Analyzing data,” in D. 

Silverman, ed., Qualitative analysis: Issues of theory and method (London: Sage, 1997), 

p.62. 
6 Have, P. ten., Doing conversation analysis (London: Sage, 1999), pp.3-9. 
7 亦有文獻譯成「制度性談話」。 
8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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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進入課堂的田野 

 

 

與華語教學相關的研究類型、主題多元，大自國家華語政策，小至句

末虛詞，都曾是研究的熱點，但是以課堂為情境，以對話內容、互動事件

為素材進行類似民族誌研究的文章並不多，反之以相關領域視角、邏輯推

理對華語課堂進行探索的研究則不少。相關領域的探索、推理固有其價值，

但進入課堂觀察、描寫，仍為瞭解教學的直接途徑。呂玉蘭、張若瑩提出

須將課堂視為對外漢語教學研究的「田野」，9即以民族誌的研究方法、技

術，對課堂實錄資料進行整理。基於此，研究者擬在個人長期工作的「田

野」進行教師語言的研究課題。 

此田野是北京某大學的漢語教學中心，在此就讀的學生均為母語非華

語的大學生和研究生，課程以口語教學為主，採學生中心。在此田野研究

者可以收集、觀察到大量的教師語言以及師生互動行為。本研究之所以選

擇此中心的教師為研究對象，其原因有二：1. 該中心歷來以臨床視導、課

堂錄影、同儕觀摩、教學討論會等方式培育新進教師，已能坦然面對有外

人介入的課堂情境。2. 研究者與該中心有長期的合作、培訓關係，觀察、

分析課堂為工作的一部分，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間有較自然的互動關係。三

                                                
9 呂玉蘭、張若瑩：〈對外漢語課堂教學實錄資料的編撰及應用價值〉，《語言教學與研

究》第 1期（2005年），頁 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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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間，研究者共收集了 44 位教師每人一堂課 50 分鐘的完整教學錄影，在

此研究中乃隨機抽取 30 位教師一堂課中連續 15 分鐘的影音資料，謄寫成

逐字稿，取得七萬多字的語料，做為分析的依據。男、女教師性別的比例

為 1：9，此與一般華語中心師資性別的分布接近。教師的教學經驗平均為

兩年，授課時數皆超過 1000 小時。 

研究者觀察的課堂，學習者的中文程度為中級，學習目標是邁向高級。

程度的劃分採美國外語教學學會能力指標（ACTFL Proficiency Guidelines）

的定義，該指標對中級學習者能力的描述為：學習者能將學過的語言成分

重新排列組合，主要是在應答的情況下，學習者能以簡單的方式開始、起

碼地維持、結束一次基本的溝通任務，語言的表現形式是既能發問也能回

答；對高級學習者的描述是：可以積極參與交談，能主動開始、持續、結

束範圍較廣的交談任務，即使情況複雜或偶有意外轉折，也有能力運用語

言技巧來傳達意思，學習的語言能滿足學校或工作情境中的需求，能以一

長段前後連貫的話來敘述或描述事情。課堂中所採用的口語教學教材包括

《中國文化叢談》、《兩岸對話》、《思想與社會》、《參與》、《報紙

上的中國》、電影等。 

教育類的質性研究一般是針對特定的情境、群體進行，不易推論為其

先天屬性。研究的數據、結果雖來自實際的課堂，但能否適用於其他情境

則需經驗證。華語教學不只是一種教學，而是多種教學類別的總稱。以學

習者年齡區分，可由幼兒教育、初等小學、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到成人教

育；從學習者程度劃分，可分為初級、中級、高級；以教學地區觀之，又

有華語為外語教學地區（Teaching Chinese as Foreign Language-TCFL）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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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為第二語言教學地區（Teaching Chinese as Second Language-TCSL）之

別；班級型態亦有大、小之分；課型可分為綜合、聽、說、讀、寫等。在

全球，符合上述各變數排列組合的教學情境大量存在，而每一類的教學都

可經由田野調查、會話分析等方式去探索師生語言的規律與機制，此種具

針對性的研究成果，或有助於未來師資課程的規劃。以下的研究是以大學、

中級、華語為第二語言教學地區、小班、口語教學為對象所進行的探索。 

 

 

四、資料轉換與處理 

 

 

研究中分三個步驟處理資料：1. 影音轉錄為書面語料。2. 教學行為標

記。3. 統計標記。以下先就 1、2 兩項說明之，統計數字則在其後的結果中

呈現。 

 

（一）影音轉錄 

 

研究使用的資料，主要為教學錄影，輔助資料為研究者的課堂觀察筆

記與訪談紀錄。教學錄影轉錄成文字稿時，盡量紀錄課堂的言語和非言語

互 動 事 件 。 轉 錄 規 範 主 要 參 考 Sharrock 與 Anderson 在 The 

Ethnomethodologists 一書中所附的方式，10並根據華語教學情境的特殊性加

                                                
10

Sharrock, W. W., Anderson, B., The Ethnomethodologists (Chichester, UK: El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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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調整。形式如例 1： 

 

例 1 

01 教師：得糖尿病的人呢？能夠掉以輕心嗎？ 

02 學生甲：啊……得糖尿病的人不能掉以輕[03 教師：不能。

((以手勢輔助，糾正聲調))]不能啊(2)掉以輕心。[04

教師：嗯((點頭))]他們比許組以[05 教師：必須]必

須，組意他[06 教師：注意]主意[07 教師：注、注意

((以手比聲調))。]注意[08 教師：嗯((點頭))]啊他們

吃的東西。 

 

例 1 中漢字之外其他符號所代表的意義為：[  ]內的文字是學生在說話

的過程中，教師介入的回饋語言或動作。半形括號(2)和其中所代表的數字

是指互動時停頓的秒數。雙半形括號和其中的文字說明，如：((點頭))，則

指伴隨教師語言出現時的肢體動作。在例 1 的互動中，記錄了教師七個話

輪，其中一個話輪呈現了發問行為，而其他的則是在學生敘述的過程中介

入的六次回饋行為。兩次為正向回饋，四次為負向回饋。在負向回饋中，

聲調與發音各糾正了兩次，糾正聲調的同時，教師除了展示正確的發音外，

也輔以肢體動作。 

本研究轉錄語料的操作方式有兩種，一為教師自行轉錄，轉錄完畢後

交由研究者核對，另一種由研究者轉錄，轉錄完畢後交由教師核對，藉此

                                                                                                              
Horwood/London, UK: Tavistock, 1986), pp.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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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可降低錄影中語料誤錄和誤解的比例。 

 

（二）行為標記 

 

課堂錄影轉錄成文字稿後，需對語料進行標記。此做法來自紮根法的

啟發，是要從真實語料中歸納出日常教學中教師話輪所執行的行為類型，

以及各類型的頻率與比例。誠然據語料標出行為類別，是將研究者當作研

究工具，無法避免個人的主觀介入，為了提高研究的信度，此項工作是由

研究者和三位在職教師共同參與，即同一份語料由四位教師分別標記，最

後算出標記結果的一致性，本研究的標準符合 Nunan 和 Bailey 提及的 85%

以上，11也就是 100 個標記中，四位教師相同的超過 85 個，至於小部分有

差異的，則會檢視原始資料進行逐一討論。操作的第一步是請四位教師分

別對五份約 13,000 字的語料進行標記，就其經驗、知識，逐條判定並註記

該話輪中的語言行為。第二步，教師討論各自標示的記號及其意義，達成

各行為定義與標記的共識。根據語料判定教學行為，須憑藉標記者的專業

知能，以及對情境的理解，不同的學習背景和教學經驗，會影響標記者對

情境的理解與解釋，故此過程不宜由某位教師獨力完成。此外，標記當下

的心理、生理與環境等因素也可能讓標記者誤判，因此有必要針對分歧的

地方再次討論或評估。 

標記過程中，若遇到分歧，須經由查索文獻、互動討論來達成共識。

                                                
11

Nunan, D., Bailey, K. M., Exploring second language classroom research: A 

comprehensive guid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0), 

p.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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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以兩個問題為例說明：第一個，定義話輪。什麼算是話輪？單詞是不是

話輪？在語料中，有大量的單詞型語言回饋項目，如：「嗯」、「喔」、

「對」、「好」等，用來表示教師對學生話語的關切、回應與鼓勵，回饋

常用的單詞項目是否為話輪，會影響統計的結果和各種行為的比例。據

Levinson 對話輪的定義：話輪是某一講話人在一個典型的、有序的、有多

人參與的會話中單獨講話的時間段。話輪的形式有單詞話輪（single word）、

短語話輪（single phrase）和小句話輪（single clause），12但 Orestrom認為

單詞項目不能充當話輪。13若從訊息傳遞量來看，單詞回饋項目所負載的訊

息量不高，但從促進互動、延續談話的功能和鞏固會話關係來看，其作用

不可小覷。學生常需藉由教師的回饋確定自己的表達是否為對方所理解，

話語是否該繼續，或是需要重述前句。以「嗯」來看，常見的有上升調和

下降調兩種，上升調的「嗯」多是聽話者對說話者的語句存疑的反應，聽

話者使用上升調「嗯」傳遞了希望說話者調整內容或是修改話語序列的訊

息；而下降調「嗯」則是表認可與同意，鼓勵對方繼續話題。基於功能的

考量，本研究在標記語言行為時，將單詞的回饋項目視為一個話輪，納入

計算。如例 2 的 05、07、09 均為一個話輪。 

 

例 2 

01 老師：嗯哼。學生的素質的提高。 

02 學生甲：素質的提高。 

                                                
12

Levinson, S. C., Pragma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295-296. 
13

Orestrom, B., Turn-taking in English conversation (Lund: Lun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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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老師：嗯哼，對，這個現象可以用那個遏止。((說遏止一詞

時，聲量加重)) 

04 學生乙：嗯哼，可以、可以辦理一些 e，道德或者倫理的…… 

05 老師：嗯。((點頭表示鼓勵)) 

06 學生乙：課。 

07 老師：嗯哼。 

08 學生乙：e 為了對，培養這樣的道德，才能遏止…… 

09 老師：嗯。((點頭表示鼓勵)) 

10 學生乙：作弊的現象。 

11 老師：嗯嗯，好的好的。但是如果上課的時候有一個學生，

在作弊，這個時候…… 

 

第二個問題是確定語言行為的名稱和範圍。針對一般行為類別，標記

者在過程中有過多次討論，如「回饋」，有的教師將此行為一分為二，標

為「讚美」、「改錯」。最後根據 Freeman 對「回饋」的定義，指學習者

可以獲得的、與自己的語言運用有關的評價性信息，將「讚美」、「改錯」

併成一項。14另一項是「操練」，操練是由教師所引導的系列語言練習，過

程中教師須併用示範、發問、回饋甚至指導語等行為，因此不單列操練一

項，而是根據話輪的行為目的分別列入發問、回饋等項目。「解說」一項

是由解釋和說明合併而來的，有的教師將語法和詞語的說明標為「解釋」，

                                                
14

Freeman, D., Teaching language: From grammar to grammar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Press, 2007), p.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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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內容和背景的說明標為「說明」，事實上兩者都是對學習者不清楚的知

識加以澄清及解釋，行為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範圍，因此將「解釋」和

「說明」合併為「解說」一項。 

語料標記、整理並歸類後，可將語言行為分為：回饋、發問、指導語、

示範、解說、其他等六項，分別以 B、A、Z、D、E、O 等英文字母標示，

為便於軟體辨識，以「|  |」為區隔符號，記做：|B|、|A|、|Z|、|D|、|E|、|O|。

例 3 是一個標記完成的例子，數字 01、02、03、04 為話輪順序，其後標於

話論之前的|B|、|A|、|Z|、|D|、|E|、|O|為教學行為標記。 

 

例 3 

01|A|教師：那，那你平常的生活中有哪些地方他播音樂，你覺

得他們弄這些音樂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嗎？ 

02 學生：怎樣？ 

03|A、A|教師：就是你生活中啊，有哪些地方或是場合有播音

樂？然後你覺得他們播音樂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嗎？ 

04 學生：嗯……他們開音樂？ 

 

以話輪為單位標記後，發現話輪和教學行為並不存在一一對應的關

係。一個話輪裡也可能出現兩種或多種的教學行為。當話輪的行為超過一

種，則按照行為出現的先後逐一標記，因此「|  |」中的英文代號可能不只

一個，如例 4 的 01 話輪，教師先提供正向回饋，肯定學生方才的句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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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發問，因此記為|B、A|。在 12 話輪中，教師先以「嗯」展現情意回饋，

表示理解，接著將方才學生表達不完全的句子再示範一次，並以指導語「再

來」，引導學生再次練習，因此記為|B、D、Z|。 

 

例 4 

01|B、A|老師：對，對((點頭))，但是這樣一來，鬼神就像什麼

一樣？ 

02 學生甲：這樣一來…… 

03|B|老師：嗯。 

04 學生甲：嗯，鬼神就像一個，像[05|B|老師：嗯。]，嗯(2)貪

e、貪、貪官…… 

06|B|老師：對。((指生詞)) 

07 學生甲：貪官污吏，[08|B|老師：嗯。]貪官污吏。[09|B|老師：

嗯。] 

10 學生甲：嗯、嗯，接收，接收紅包的[11|B|老師：嗯。]貪官

污吏。 

12|B、D、Z|老師：嗯，這樣鬼神就像一個，只會接受，紅包的

貪官污吏。再來。((手勢)) 

13 學生甲：嗯、嗯，這 yăng 做、這樣做…… 

 

標記後，可將教師在話輪中的行為總結為六項：回饋、發問、示範、

解說、指導語、其他等，各項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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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回饋標記|B| 

回饋行為的界定是根據 Freeman 所述：學習者可以獲得的、與自己的

語言運用有關的評價性信息。15包括 Nunan 所說的正向回饋（positive 

feedback）和負向回饋（negative feedback）兩種。16
 

本研究所界定的正向回饋包括讚美、肯定、重複學習者的句子或觀點

的認知回饋（cognitive feedback）和情意回饋（affective feedback）兩類。

認知回饋是教師對學習者語言正誤的評價性信息，而情意回饋則是教師表

示理解並鼓勵其繼續發言的訊號，兩者皆具教學上的意義。雖然在互動中，

教師是兼以語言、手勢、語調、表情來傳遞回饋訊息，但由於本研究的統

計是以語料為準，因而在標記時僅能記錄以語言形式呈現的訊息，而不包

括手勢和表情，如例 5。 

 

例 5 

01|A|老師：(1)好，那市場經濟對……道德觀念有什麼影響？ 

02 學生：(2）e(2）市場經濟……((按：學生說不下去)) 

03|B|老師：嗯哼。((按：教師以情意回饋鼓勵學生發言)) 

04 學生：e，對，什麼？ 

05|E|老師：道德觀念。 

06 學生：喔！道德觀念。 

07|B|老師：嗯。 

                                                
15同註 14。 
16

Nunan, D.,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ology: A textbook for teacher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Inc, 1991), p.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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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學生：嗯好。市場經濟 e 衝擊了…… 

09|B|老師：嗯。((按：教師肯定學生的 08 話輪，並等待學生繼

續完成句子)) 

10 學生：道德觀念。 

11|B|老師：對，很好((笑))。 

 

對話中的 03、07、09、11 話輪即是教師對學生發言的正向回饋。除了

以「嗯」、「嗯哼」表達理解並鼓勵學生繼續說話外，教師常用的正向回

饋短語還有「也可以、可以、不錯、沒錯、對、好、好的、很好、非常好、

太好了、好極了」。 

負向回饋主要包括 Lyster 和 Ranta 在其「沉浸式教學」的課堂研究中，

提出的糾正回饋語言，如：明確糾正（explicit correction）、重述（recasts）、

要求澄清（clarification requests）、後設語言提示（metalinguistic clue）等，

17如例 6。 

 

例 6 

01|B、A|老師：嗯，如、一提起吸毒者，你就會想到什麼？ 

02 學生甲：一提起(2)喔！嗯──我會想到(5)一個，浪費，錢浪

費……時間浪費生活的人。 

03|B|老師：嗯，浪費生命。 

                                                
17

Lyster, R., Ranta, L., “Corrective feedback and learner uptake: Negotiation of form in 

communicative classrooms,”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9(1997), pp.3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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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學生甲：想到，浪費生命的人。 

 

03 話輪是屬於負向回饋中的重述一類，教師針對學生甲語言中的錯誤

形式提出了正確的說法，雖然並未明白指出學生的錯誤，但由 04 話輪中可

知，學生已得到信息並自我改正。 

 

2. 發問標記|A| 

發問行為通常位於師生互動——啟動、回應、回饋三階段的啟動端。

發問也稱提問，第二語言課堂上，教師是藉由封閉式和開放式的問題，協

助學生掌握詞彙、句法的形式和用法，以及句段表述的能力。常見的目的：

1. 引發興趣，吸引學生的注意力。2. 檢查學生是否預習。3. 評估學生是否

掌握了新的語言點。4. 以富思考、具創造性的問題，帶動學習興趣。5. 以

發問刺激學生，統合其語言能力，鼓勵更高層次的思維活動。6. 以問題預

測學生下階段的難點，為進入新課做準備，18如例 7、例 8 及例 9。 

 

例 7 

01|A|老師：((雙手插褲袋))(6)或者你覺得，輿論對政府的監督

的作用大不大？ 

02 學生：喔，我覺得，e，輿論對政府的監督…… 

03|B|老師：嗯。((按：教師肯定學生的 02 話輪，並等待學生繼

續完成句子)) 

                                                
18宋如瑜：《華語文教學實務》（臺北：正中書局，2009年），頁 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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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學生：e(2)有的時候很大。 

 

例 7 中 01 話輪的提問是為了操練生詞，「輿論」、「監督」等詞，是

句中的難點，也是教師想練習的重點，教師提的問題是「你覺得，輿論對

政府的監督的作用大不大？」回答時，學生只需把教師的句子改成非問句

即可。教師期待學生練習的只是基本的語言形式，而非用法，否則應該問

「為什麼輿論可以監督政府？」或是「輿論怎麼監督政府？」。 

 

例 8 

01|A|老師：((換張講義看))那這個，山姆他，來，山姆他帶，孩

子來中國看病的原因是什麼呢？嗯。 

02 學生丙：嗯。 

03 學生甲：他把孩子…… 

04|B|老師：孩((比二聲聲調))子。 

05 學生甲：孩子…… 

06|B|老師：嗯。 

07 學生甲：帶到中國來看病的原因是，e──他覺得西，不是西、

不是西、西醫，西醫，治療，這個辦法…… 

 

例 8 的 01 話輪是針對課文內容提出問題，是檢查學生預習的情況，教

師問「原因是什麼？」如果學生沒預習，就無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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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9 

01|B、E|老師：好！(2)((坐下))(2)那這個可能是一個就是嗯很常

見的問題，就是法官級別的不同，然後造成問

題。另一個就是，昨天我們說，中國的，那個法

官穿著軍警式的 zhù 服、制服好像說他們是跟政

府穿一條褲子。 

02 學生乙：嗯哼。 

03|A|老師：不知道在美國有沒有這樣的問題存在？((接著看著

學生乙說話))比如說這個法官碰到跟政府有關的案

件的時候會不會影響他的判決？ 

04 學生乙：嗯，我覺得一般來說，不會影響他們的，的團隊，

他們…… 

05|B|老師：嗯，判決。 

06 學生乙：坢倔（păn、pănjuè）。 

07|B|老師：嗯哼。 

 

例 9 的 03 是提出例子引導思考，鼓勵學生進行高層次的思維活動，引

起討論或辯論。 

 

3. 示範標記|D| 

示範標記，指教師先展示某個詞彙、短語、句子，再讓學生模仿。常

見於輸入新內容和擴展句子時，如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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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0 

01|D|老師：苦惱。 

02 學生乙：苦鳥。 

03|B|老師：嗯((↗聲調上揚))，惱。 

04 學生乙：苦惱。 

05|D|老師：覺得苦惱。 

06 學生乙：覺得苦惱。 

07|D|老師：免不了會覺得苦惱。 

08 學生乙：免不了會覺得苦惱。 

09|B、Z、D|老師：好，我們一起來，一個人最喜歡的東西壞了

((示意大家一起說))，一個人最喜歡的東西

壞了，免不了會覺得苦惱。 

 

01 話輪教師先領說生詞「苦惱」，學生複誦時發音不正確，教師直接

糾錯後，學生再次複誦，接著教師帶領學生擴展句子，逐漸增加句子的長

度，此為典型的金字塔練習（也稱梯型練習或擴展練習），01、05、07、

09 話輪呈現了教師的領說和引導過程。 

 

4. 解說標記|E| 

這裡指的解說，通常位於師生互動——啟動、回應、回饋三階段的啟

動端。解說的內容包括與詞義、語法、內容相關的知識，若教師判斷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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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已超過學生的中文程度，便會採用圖片或動作輔助，甚至會使用學

生的母語。解說的情況如例 11、例 12。 

 

例 11 

01|B、D|老師：嗯，好。((指白板上的生詞))害得。 

02 學生甲、學生乙：害得。 

03|E|老師：這個是害得，就是讓人受到了損失的意思。(2)那害

得後面的事情一般是不希望發生的事情，可是已經

發生了，你不希望的事情啊，比方說：他告訴我的

地址不對，我走了一天也沒找到。 

04 學生乙：(4)他告訴我的地址不對，害得我已經晃了 bán 天(2)

我已經(2)唔——是東找西找？ 

05|B|老師：嗯，害得我東找西找。 

 

例 11 是詞義解說，教師在 01 話輪示範生詞「害得」的發音，引導學

生複誦，隨後解說詞義和用法，是「不希望發生的事，可是已經發生了，……」

接著引入情境。04 話輪中學生認為自己已經掌握了詞義，試著完成句子。 

 

例 12 

01|B、A|老師：嗯，好。那你在生活中有沒有做過，損人利己

的事兒？ 

02 學生：損人利己的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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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B|老師：嗯。 

04 學生：是什麼？ 

05|E|老師：就是(2)((寫出「損人利己」))做的事情，只對自己

有好處，然後呢卻損害了別人的利益。 

06 學生：喔！嗯(2)((師輕笑))我覺得我沒有。 

07|B、D|老師：嗯，比方說這個，我的自行車，壞了…… 

08 學生：嗯。 

09|D|老師：然後我看那個，鄰家別的人那個自行車上有，我就

摘下來放在我的那裡。((笑)) 

10 學生：e…… 

11|A|老師：這算嗎？ 

12 學生：算！可是我沒有這樣的，這樣的((笑))。 

13|B|老師：嗯。 

14|B|老師：這樣的，行為。 

15 學生：喔我沒、沒這樣做。 

16|B、E|老師：嗯，好。那麼我們說，e 損人利己((指此詞))也

就是說，對自己有好處，對自己有利。 

17 學生：嗯。 

18|E|老師：嗯，所以這個利呢((寫字))，它有兩個詞性，((寫出

「n. v.」))利己((手指「損人利己」))這個時候是動

詞，那對誰有利，這個時候是，名詞。嗯。 

19 學生：利己是、是動詞？那個是對自己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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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B|老師：對。 

 

例 12 的教師則是在 01 話輪先以「那你在生活中有沒有做過，損人利

己的事兒？」探測學生預習的情況，根據 02、04 話輪的表現，知道學生對

生詞仍有疑問，於是教師在 05 話輪中解釋了詞義，接著引入使用情境，幾

次互動後，教師確定學生理解了「損人利己」的意思，而後於 16 話輪再次

解說了「利己」的意思，並在 18 話輪補充說明「利」的兩個詞性和用法。 

 

5. 指導語標記|Z| 

指導語是教師在課堂上要求學生做或不做某事的語句，可見於課堂的

不同階段。用於示範行為前的有「請跟著我說」；指導練習常見的有「把

這個字寫下來」、「再說一次」；活動前的指導語有「兩個同學一組練習」、

「把 XX 收起來」、「把 XX 拿出來」等，如例 13、例 14、例 15。 

 

例 13 

01|B|老師：對，他們的感情可能會…… 

02 學生：＝喔，他們、他們的感情可能會被 chòngdān。 

03|Z|老師：再讀。((比一聲、四聲手勢)) 

04 學生：沖淡。 

05|B|老師：對。 

 

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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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Z|老師：e，好，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47 頁。((學生翻書))(5)47

頁第 9 自然段，我們來找一下這一段的中心句。 

02 學生：好！ 

03|B|老師：嗯。 

((老師、學生皆看著書)) 

04|E|老師：(3)中心句有的時候是在一段的最前面，有的是，是

在那個最後，然後有的時候是需要妳自己總結。((老

師和學生皆笑))(6)((老師撥頭髮)) 

 

例 15 

01|B、A|教師：當然知道，那現在假設我不知道，我常聽人家

說紅包紅包，那我問你…… 

02 學生甲：喔喔，紅包就是那，那用紅色，用紅色。 

03|B、Z|教師：好，妳問他，妳問他這個句子。 

04 學生甲：嘻嘻嘻 

05|Z|教師：你問他什麼是紅包，用「到底」問。 

06 學生乙：紅包到底是什麼？ 

 

例 13 的「再讀」、例 14 的「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47 頁……」、例 15

的「妳問他這個句子。」都屬於指導語。 

 

6. 其他標記|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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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是教學過程中與上下文無關的話輪或句子，如：「地震了」、

「好吵啊！」，如例 16、例 17。 

 

例 16 

01|E|老師：義大利啊或者什麼那些，有一些國家都可以算是帝

國主義國家。 

02 學生：所以意思就是，那些，那些，e，被@@…… 

((教師打噴嚏)) 

03|O|老師：對不起。 

04 學生：嗯，被──侵略的國家…… 

05|B|老師：嗯。 

 

例 16 的 03 話輪，教師因為打噴嚏而向學生道歉，此與上下文無關，

而是情境中的突發事件，因此記做「其他」。 

 

例 17 

01|B、Z、D、A|教師：好，那我們再整理一下這個句子，那個，

剛剛福龍說的句子。由於家人的關係，

Mike Mei 必須改變他的旅行計畫，可以

嗎？ 

02 學生乙：嗯。 

03|O|教師：桂芳你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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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學生甲：嗯。 

05|O、A|教師：加油喔，打起精神來。那 h
19呢？還是福龍幫我

們翻譯？ 

 

例 17 的 03 和 05 話輪，同樣與上下文無關，是在互動中，學生表現出

了精神不濟的樣子，於是教師中斷教學，詢問學生的情況。 

 

 

五、華語課堂的機構性談話 

 

 

對於教師課堂語言的屬性，本研究是由 Dew 和 Heritage 所設置的框架

展開，包括詞彙選擇（lexical choice）、話輪設計（turn design）、序列組

織（sequence organization）、整體結構（overall structural organization）、

社會認識論和社會關係（social epistemology and social relations）等項，20檢

視語料後，發現華語課堂中的會話結構大致符合此架構，但仍有其特殊性

以及框架未及之處，以下將逐項討論： 

 

（一）詞彙選擇 

 

                                                
19這裡的 h是指課本上題號為「h」的句子。 
20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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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機構性談話中，說話者會順應機構需求選擇恰當的詞彙，是其特徵

之一。日常所見的有美容院裡美容師之間討論工作細節的行業術語，醫生

以淺易的比喻跟病人、家屬解釋病情時的替代詞語和固定套語等。在華語

課堂中，為減少溝通障礙，並不鼓勵教師使用語言學的術語，因此其他機

構談話中強調的術語選擇，較少出現在華語課堂上，即便出現，也多是負

面的案例。師生互動中，華語教師選詞的標準是詞彙難度是否符合 I+1 的

原則，21此外還要能提高學習保存率。事實上，教師所需選擇、調整的語言

成分並不限於詞彙，而需擴大到句型、結構。其目的有二，一是為有助於

學生習得新語言，教師的語言須符合可理解輸入（comprehensible input）的

要求，此和醫生以簡單的、非專業的術語為病人解釋病情的會話方式接近；

二是為助於記憶保留，教師需刻意在句中放入新近教授的詞彙、語法點，

以增加複現的頻率。從以下例 18 的對話中，可看到教師為完成可理解輸入

而呈現的選擇詞語、調整句子的痕跡。 

 

例 18 

01 老師：他們為了國家想了什麼法子接近那個易先生？ 

02 學生：為了什麼……？ 

03 老師：為了國家，他們想了什麼法子，想了什麼方法？ 

04 學生：就是，他們是一群人，要那個什麼，要＠＠（（聲音不清楚）），

就是那一群人要，跟易先生＠＠（（聲音不清楚）），然後

                                                
21

Krashen, S., Terrell, T., The natural approach: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the classroom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3), 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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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怎麼講？ 

05 老師：他們用什麼方法接近，靠近易先生？ 

06 學生：就是叫那個女的，麥太太，她演那個女主角。 

 

上述對話討論的是電影「色戒」的內容，教師先問「他們為了國家想

了什麼法子接近那個易先生？」學生無法回答，教師判斷句中有三個可能

的難點「為了國家」、「想什麼法子」、「接近易先生」，因此在之後的

話輪中，教師採用了縮減、擴展句子和調整詞彙的策略來協助學生理解。

03 話輪中，教師在學生可能的生詞「法子」之後，加上了學生學過的近義

詞「方法」，並將句子擴展成「想了什麼法子，想了什麼方法」，藉助後

面的句子來引導學生理解，又在 05 話輪中重述了問題，並將「接近」改為

「接近，靠近」。詞彙之外，教師也為之前判斷的三個難點做了話輪上的

調整，在 03「為了國家，他們想了什麼法子，想了什麼方法？」和 05「他

們用什麼方法接近，靠近易先生？」話輪中各剩下兩個難點。最後在 06 話

輪中，學生回答了教師的問題，此回答雖然仍不正確，但經過教師的話語

調整後，學生已能理解教師的意思了。 

師生互動中，有經驗的教師在說話前會慎選語言形式，如果學生仍聽

不懂，就會進行詞彙或句式的調整，但未必都能在短時間內達成目的，也

有教師在調整過程中因經驗不足或不小心又帶入新詞，而使得雖經多次交

互調整，仍無法順利溝通。選擇可理解的形式是課堂互動中，不可避免的

操作，也是影響教學效率的重要因素。若將框架中的「詞彙選擇」一項移

入華語課堂情境，應可修正為「可理解的語言形式」，即教師的詞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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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和結構都要能為學習者所理解，而不只限於詞彙。 

 

（二）話輪設計 

 

話輪設計包括兩個程序，先選擇要執行的行為或活動，再選擇實現該

行為或活動的語言方式。例如殺價，顧客會設計某種話輪以達到講價目的。

常見的情況有「利誘式」：我一次買兩件，妳算便宜一點；以及以退為進

的「威脅式」：那我不買了（轉身就走）。教師的話輪設計，也與其要執

行的行為有關，部分課堂呈現出的話輪是課前準備好的，也就是教師備課

時所寫下的討論問題、練習句子、解說內容，但仍有部分需靠教師臨場反

應。備課的方向、精粗會影響教學品質，因此有的教學中心設有資深教師

帶新教師備課或是同儕集體備課的制度。無論多仔細，仍有無法在課前準

備好的部分，如負向回饋，教師需根據學習者當下的反應決定如何修正，

對於此資深教師較具優勢，經驗的累積能縮短教師回饋時的反應時間、減

少表達的錯誤。 

以下是從對話實例來檢視話輪設計（見例 19）。 

 

例 19 

01 老師：在美國張老師覺得很奇怪的地方是什麼？ 

02 學生：還是，買東西的時候要上稅（（笑著說））。 

03 老師：嗯，為什麼他會覺得這個很奇怪？ 

04 學生：嗯(2)就是，宋老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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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老師：嗯。 

06 學生：台 wàn，是不是因為你看 bāo 價以後可以…… 

07 老師：標價。 

08 學生：標價以後你的帳單，的價錢不一樣 

 

例 19 中教師在話輪中所執行的行為分別是：01 發問；03 回饋、發問；

05 回饋；07 回饋（直接糾正發音）。01、03 話輪中，教師以提問檢測學生

對教材的了解，使用了關鍵詞「是什麼」、「為什麼」來引導學生說出句

子，在學生的回答中，出現發音錯誤，教師於 07 話輪更正。這段話裡，包

括提問、回饋兩種教師語言行為，但在一個話輪裡則分別呈現了單一（如：

01 發問；05 回饋；07 回饋）和兩種（如：03 回饋、發問）語言行為。 

話輪是語言教師操作教學的基礎，就像運動員的基本動作，教師能恰

當地設計以執行教學，是教師訓練中很重要的一環。為此一般討論的最多

的是發問和回饋，但研究者在實地觀察後，認為應有別的行為亦需靠話輪

來執行，而依靠話輪執行的行為，是否有其使用頻率的差異？單一行為話

輪和非單一行為話輪的數量是否有別？  

研究針對七萬多字語料進行處理，算出教師的總話輪有 2771 次，由於

每個話輪可以包含一種以上的教學行為，因此得到的行為總量為 3519 次。

統計、歸納後，得知話輪中呈現的教師語言行為可分為六種，依次為：回

饋（64.51%）、發問（19.52%）、解說（7.96%）、示範（4.77%）、指導

語（2.67%）、其他（0.57%）（見表 1），而其他一項的比例不到 1%，可

暫且不論。居首位的是回饋，其發生頻率超過發問的三倍。分析語料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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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老師在課堂上給予學生大量的情意回饋、認知回饋，並以積極的口語、

肢體語言鼓勵學生使用中文，在學生一次的回答過程中，教師可能會提供

兩到三次的情意回饋，回饋數量因而遠超過發問。 

 

表 1：教師教學行為數量調查結果 

行為 次數 百分比 

回饋 2270 64.51% 

發問 687 19.52% 

解說 280 7.96% 

示範 168 4.77% 

指導語 94 2.67% 

其他 20 0.57% 

總和 3519 100% 

 

調查教師話輪共現行為的結果發現，在同一話輪中，教師可以執行一

種至五種教學行為，但單一行為的話輪佔 76.15%，超過總數的三分之二（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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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顯示教師傾向一個話輪只傳遞一種行為訊息。一個話輪中呈現的行

為類型少，學習者較容易理解，此應是教師在教學互動中逐漸形成的語言

習慣。 

 

表 2：教師話輪共現行為調查結果 

一個話輪的行為共現 次數 百分比 

一種行為（共 6 組） 2110 76.15% 

兩種行為（共 21 組） 596 21.51% 

三種行為（共 19 組） 48 1.73% 

四種行為（共 8 組） 12 0.43% 

五種行為（共 5 組） 5 0.18% 

總數 2771 100% 

 

再就非單一行為話輪來看，頻率最高的三種組合依次為：先回饋再發

問（55.82%）、先回饋再示範（11.20%）、先回饋再解說（11.04%）（見

表 3）。在所有共現行為組合中，含回饋行為在內的話輪佔 98.34%，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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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容易和其他行為共現的行為是回饋，且回饋位於話輪的前端，是針對前

一個學生話輪的回應，可視為上半段的結束；話輪後半呈現的則是教師接

下來要執行的行為，是新的開始，理解上不致造成困難，因此回饋與其他

行為共現的話輪，便成為教師常用的形式了。教師的話輪是為了有效完成

教學目標而設計的，須執行哪些行為以及如何執行，不同於他類的機構性

談話，因此可將原本框架中的「話輪設計」調整為「具功能性的話輪」。 

 

表 3：教師話輪共現行為組合 

共現比例最高的組合 次數 百分比 

回饋、發問 369 55.82% 

回饋、示範 74 11.20% 

回饋、解說 73 11.04% 

回饋、指導語 26 3.93% 

解說、發問  11 1.66% 

回饋、解說、發問  9 1.36% 

回饋、指導語、發問  9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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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序列組織 

 

交談並非是無章法的語句組合，需依一定的方式聯結起來。第二語言

課堂上，教師為了協助學生達成學習的目標，一般採用兼有輸入、輸出、

評估的基本序列，此序列是由教師啟動（initiation）、學生回應（response）、

教師回饋/評估（feedback/evaluation）所構成，簡稱為 IRF 或 IRE 模式。22教

師啟動多是以示範或發問的形式出現，之後由學生複誦內容或回答教師的

問題，根據學生回應的結果，教師再給予正向或負向的回饋，若教師給的

是負向回饋，學生多會修正後再次回應，教師也將再次回饋，形成「啟動

──回應──回饋──回應──回饋」（I-R-F-R-F）的序列，甚至是「啟

動──回應──回饋──回應──回饋──回應──回饋」

（I-R-F-R-F-R-F）的循環序列，即學生屢次發生偏誤，教師屢次糾正，但

其基本仍是「啟動──回應──回饋」（I-R-F）模式。運用 I-R-F 及其變

化模式就像運動員將基本動作組成連續動作，是新手教師教學初期就需掌

握的基本功。在此序列中，居於教師啟動端的行為可包括：1. 指導語，如：

「念這個句子。」；2. 指導語加上示範，如：「跟著我說『把書拿出來』」；

3. 發問，如：「電腦對你的生活有什麼影響？」學生回應則包括：1. 依教

師指示反應，如：念生詞、句子、課文等；2. 複誦，如：跟著教師說「把

書拿出來」；3. 回答問題。居教師回饋端的行為包括：正向回饋及負向回

饋，而負向回饋後，教師多有延續的教學行為，例如在間接的負向回饋中，

                                                
22李悅娥、范宏雅：《話語分析》（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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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可能會藉由再次發問、先解說後發問、指導語（如：再聽/說/念一次……）

等行為引導學生再次反應。負向回饋之後的引導，由於無法事前準備，因

此對教師而言，難度比較高。例 20 因不涉及負向回饋，其序列比較單純。 

 

例 20 

01 老師：（（看白板））嗯，好，下一個。 

02 學生：e 經營。 

03 老師：嗯，所以農業經營以什麼為主？ 

04 學生：e，農業經營以(1)能力為主。 

05 老師：嗯，非常好 

 

在 5 個話輪中，包含兩個「啟動──回應──回饋」（IRF）序列：01

到 03，是由教師指導語、學生依教師指示反應、教師回饋所組成的；03 到

05 的序列則是由教師發問、學生回答、教師正向回饋組成。 

延伸前述的「啟動──回應──回饋」（IRF）模式，根據不同的教師

啟動行為，可以分出以示範、發問、解說、指導語為首的四類基本序列，

基本序列是指其序列合乎教學邏輯，而不包括課堂的突發情況。觀察序列

時發現，影響序列是否循環的是學生產出偏誤句後教師提供的負向回饋/糾

正回饋行為。Lyster 和 Ranta 在其「沉浸式教學」的研究中，把教師的糾正

回饋分成六類。第一類：明確糾正（explicit correction）：教師明確地告訴

學生其語言有誤，並提供正確的形式。第二類：重述（recasts）：教師針對

學生錯誤的部分提供正確的形式，但不直接告訴學生他的話中有錯。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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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要求澄清（clarification requests）：藉由「對不起……」或「我不太清

楚……」等語句告訴學生，自己並不理解學生提供的訊息，或是訊息有誤，

需要對方重述或重新組織語句。第四類：後設語言提示（metalinguistic 

clue）：教師經由提問或評估，如「我們這樣說嗎？」或是「這樣說怪不怪

呢？」來提醒學生注意語言的結構。第五類：誘導（elicitation）：經由提

問讓學生補全句子、讓學生重新組織話語等方式，引導其說出正確的形式。

第六類：重複（repetitions）：教師重複學生的錯誤，但以改變聲調等方式

讓學生意識到自己的錯誤。23上述六項在華語教學中教師所使用的比例不

同，在語料中的教師使用「明確糾正」策略的頻率最高，而幾乎找不到使

用「重複」策略的教師，即教師不願意輸出「重複學生錯誤」的句子，與

數位教師訪談後，所得的結論是：1. 教師認為模仿不易精準，如果學生說

「我不是那樣說的」，會讓雙方尷尬。2. 若學生聽力不好，或是其他同學

沒注意，會誤以為教師輸出的誤句是正確的，如此將不利於教學，因此基

本上教師使用的負向回饋策略僅有五種。 

根據上述的話輪類別、負向回饋方式，導出了四類由「啟動──回應

──回饋」（IRF）為基礎的教師語言行為基本序列。第一類是示範，示範

前教師一般會有幾個字的指導語開頭，但不是必須的，如：「請跟著我說

『他一到學校就昏倒了。』」前段的「請跟著我說」，在互動默契良好的

課堂中是可以省略的。當教師示範，學生複誦卻產生偏誤後，教師會用負

向回饋裡的四種策略來回應，但不包括「要求澄清」，因為學生複誦的是

教師的句子，因此少有教師因不理解而要求學生澄清。第二類是發問，教

                                                
23同註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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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發問後，學生除了回答之外，還可能因不理解教師的問題向教師詢問，

如發問的 b 型，而教師也會加以說明或是調整發問的語言形式。在發問後

學生答錯的負向回饋中，另有「改述問題」一項（見發問的 c 型），本項

不見於 Lyster 和 Ranta 提出的六項中，具體的情況出現在學生回答後，教師

發現答非所問，因而修改問題重新提問。第三類是解說，教師解說完語法

點、詞彙或內容後，會以領讀範句方式讓學生跟讀，或是以提問來檢測學

生是否理解教師解說的內容，因此在解說行為之後的序列與示範、發問相

同。第四類是指導語，教師以指導語下指令後，學生可能以動作回應，如

老師說「把這個字寫下來」、「翻到第 50 頁」，此外也可能以語言回應，

如老師說「讀一下第五個生詞」，此類相對而言比較單純。在歸納完教師

語言的組織後，可將框架中的「序列組織」釐清為「三段式的基礎序列」，

而此序列可應用於師資培訓，以減少新教師因缺乏章法而產生的教學失誤。 

 

1. 示範 

a. （指導語）→示範→學生複誦→正向回饋 

b. （指導語）→示範→學生複誦→負向回饋（明確糾正、重述、後設

語提示、誘導）→再複誦→正向回饋 

2. 發問 

a. 發問→學生回答→正向回饋 

b. 發問→學生提問→回答問題/補充說明→再次回答→正向回饋 

c. 發問→學生回答→負向回饋（改述問題、明確糾正、重述、後設語

提示、誘導、要求澄清）→再次回答→正向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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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解說 

a. 解說→示範→學生複誦→正向回饋 

b. 解說→示範→學生複誦→負向回饋（明確糾正、重述、後設語提示、

誘導）→再複誦→正向回饋 

c. 解說→發問→學生回答→正向回饋 

d. 解說→發問→學生回答→負向回饋（改述問題、明確糾正、重述、

後設語提示、誘導、要求澄清）→再次回答→正向回饋 

4. 指導語 

a. 指導語→語言反應/動作反應→正向回饋 

b. 指導語→無反應/反應錯誤→修正指導語→再次反應→正向回饋 

 

（四）整體結構 

 

指談話有一定的規則和順序，也就是在啟始和結束語之外，還有其他

的模式。比較簡短、單純的，如向 119 求助的電話，在此交談中，報案人

會說明人物、地點、事件情況；另外也有比較複雜、包括不同議題的，如

病患向醫護人員詢問保健問題，結構中可能會涉及飲食、運動、生活、用

藥等等方面。課堂的整體結構可以是一堂課的規劃，如：課前活動（pre-）、

課堂活動（during-）、課後活動（post-）；也可以是一個語言點的 PPP 步

驟，即教師展示（presentation）、學生練習（practice）、學生表達（production），

或是 PPP 步驟的顛倒模式，即練習（practice）、表達（production）、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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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on）。24由於一堂課的整體結構牽涉到不同的課型，且需整堂課

的語料，已超過本研究收集語料的範圍，在此先不討論。以下討論的是口

語教學中教師為學生建立、練習新語言點的完整結構。例 21 是語言點的練

習過程，教師話語由示範、發問、回饋、指導語等行為組成。 

 

例 21 

01 老師：我喜歡畫畫，他喜歡看書。你呢？  

02 小王：嗯，我想不起來。 

03 老師：打球。 

04 小王：我喜歡打球。 

05 老師：很好。小李，看電影。 

06 小李：我喜歡電影。 

07 老師：我喜歡看電影。全班一起說。 

08 全班：我喜歡看電影。 

09 老師：小李你喜歡做什麼？ 

10 小李：我喜歡看電影。 

 

01 話輪中，教師先示範兩個例子，展示「喜歡」的用法，之後便以簡

短的「你呢」提問，引導學生回答。02 話輪中學生表示想不起來。此時教

師判斷接下來該提供何種訊息，單詞亦或是句子，若是提供單詞對學生的

                                                
24

Willis, J., “A flexible framework for task-based learning,” in J. Willis, D. Willis, eds., 

Challenge and change in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Heinemann, 1996), 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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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度較高。結果教師選擇提供詞彙「打球」，而不是句子「你喜歡打球」。

04 中，學生根據教師提供的訊息說出了完整的句子。05 教師先進行正向回

饋，並在同個話輪中進入替換練習，向其他學生發問。06 中，小李說出了

誤句，07 話輪中教師以負向回饋中的重述策略說出了小李的句子，並推測

此可能是多數學生會有的偏誤後，說出指導語「全班一起說」。09 中，教

師再以同樣的問題「小李你喜歡做什麼？」檢測方才發生偏誤的學生。隨

後，小李回答出正確的句子「我喜歡看電影。」整個練習到此結束。在例

21 中，可以看見教師的每個話輪都有其功能，而整段話語的設計亦是為完

成既定的教學目標。因此，本研究將原本框架中的「整體結構」調整為更

明確的「重效率的整體結構」。 

 

（五）社會認識論和社會關係 

 

機構性談話中的社會認識論和社會關係，是指專業人員對自己職業屬

性的敏感性，以及溝通的對等與否，如：誰擁有發話權、雙方專業知識不

平等等。第二語言學習者和母語者教師上課，由於中文能力的差距，溝通

上即存在著先天的不平等。因此，受過基本訓練的教師大多會遵守一些基

本原則，如：課堂討論的話題、語言形式是以學生的知識背景、語言程度

為基準；當師、生都想說話時，教師會主動停止，把發話權讓給學生。在

內容上，除非學生的中文已達可辯論的程度，否則教師多會包容、接納與

自己相異的觀點。此外，為了鼓勵學生輸出語言，教師會頻頻以微笑、點

頭、豎起大拇指、口頭稱讚等方式，給予學生大量甚至過度的情意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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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說話的過程中，若有停頓，教師也會以「嗯」、「對」等情意回饋

來支持其繼續說話，如例 22。 

 

例 22 

01 學生：那、外國學生因為，e 歷史跟很多學科有關係，喔！外國

學生因為，嗯(2)對…… 

02 老師：嗯。（（點頭）） 

03 學生：e，那些，e 那些（（師點頭）），e 學科，e(2)e研究不夠…… 

04 老師：嗯。（（點頭）） 

05 學生：e，所以，e，嗯(3)他們受僱制、受限制。              

06 老師：在什麼時候受限制呢？  

07 學生：他們，e 學 e（（師點頭））中國歷史的時候（（師點頭））受

限制。 

08 老師：對！（（點頭））沒錯！非常好。這是最主要的原因。 

 

對話中，教師期待學生說出的內容是「歷史跟很多學科有關係，外國

學生因為對那些學科的研究不足，因此學中國歷史的時候受到了限制」。

在 01、03、05、07 的話輪中，學生斷斷續續地拼出教師要的訊息，客觀來

看並不是完整的回答，但在 08 話輪中，教師卻給予大量的正向回饋。一次

是肢體語言的肯定：點頭；另有三次口頭的肯定：「對！」、「沒錯！」、

「非常好。」在學生努力輸出的過程中，教師也頻點頭，並配合「嗯」，

提供鼓勵與支持，這樣的回應在日常交談中較少出現。而在學生方面，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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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瞭解師生語言能力的差距以及學習的目的，因此當教師糾正錯誤時，

學生多半會無異議地接受，也願意再次練習，如例 23 的 04 話輪。 

 

例 23 

01 教師：他去警察局做什麼？ 

02 學生：嗯他有問題，他的、他的、他的電話、他沒有他的電話。 

03 教師：喔，他的電話不見了。 

04 學生：他的電話不見了。 

05 教師：嗯，他的電話不見了。 

 

教學中華語教師會積極提供正向、鼓勵的語言。根據語料中回饋行為

的統計，教師在 15 分鐘左右的教學中，給學生的回饋次數平均達 75.67 次，

其中正向回饋佔回饋總數的 67.00%，負向回饋佔 33.00%，即正向回饋次數

超過負向回饋的兩倍，由此可推測正向回饋能有效降低學生因負向回饋而

產生的不悅情緒。可知教師的策略是維持糾錯，同時增加正向回饋的次數，

藉以維持學生的自信，鼓勵其表達。因此，將框架中的「社會認識論和社

會關係」修正為「正向的互動關係」。 

 

（六）話語真實性 

 

研究中發現「說真話」並非語言教學互動時的必要條件。在此根據所

收集的語料提出──「超越真實性的談話」一項。此不存在 Drew 和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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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架構中，但從語料中可看出它是第二語言課堂互動異於其他機構性

談話的特徵。在此會話中的成員都能接受所傳遞的訊息可能不是真的，同

時也理解此種互動的目的是為了練習語言。這類談話常見的類型有兩種：

模擬性談話和假設性談話。前者，如教師說：「妳買的衣服太小了，想要

退，妳會怎麼跟老闆說，現在妳是客人，我是老闆。」模擬某種身分的人

在某個情境下的話語形式。後者，如教師說：「要是你有一百萬美元，你

要怎麼用這些錢？」、「如果你是臺北市長，你會怎麼介紹臺北這個城市？」

這類談話常常以「如果」、「要是」、「假定」起頭，其目的不在交流資

訊，而是在練習語言工具，因此形式的對錯優先於內容的真假，如例 24。 

 

例 24 

01 老師：你會不會甩掉你的女朋友呢？ 

02 學生：嘖，不會啊。 

03 老師：嗯？((笑)) 

04 學生：e…… 

05 老師：嗯哼，那如果你遇到一個，特別吸引你的女孩兒。((把筆

放回桌上)) 

06 學生：好。如果碰到一個特別什麼的女孩？ 

07 老師：特別吸引你的女孩。 

08 學生：吸引的女孩。(2)對，那時我會……甩掉女朋友((師笑))(2)，

找新的。 

09 老師：找新的，這是((笑著說))真的嗎？還是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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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學生：開玩笑。 

 

對話中教師要練習的是「甩掉」，所選擇的配搭詞彙是學生聽得懂的、

比較具體的「女朋友」，而不是「包袱」、「負擔」、「狗仔隊」一類較

難理解的詞彙。01 話輪教師提問，但學生似乎沒有意識到教師在練習生詞，

05 話輪教師重述問題並在「特別吸引你」幾個字上加重語氣，08 話輪學生

配合教師的問題說出了生詞「那時我會……甩掉女朋友，找新的。」最後

師生都同意這只是開玩笑。課堂中為了學習詞彙、句型、溝通策略，即使

雙方在真實生活中缺乏此種經驗，仍要設法練習，如例 25 的生詞「謀殺」。 

 

例 25 

01 老師：嗯，非常好。((清喉嚨、看講義))好，現在，我們進行一個

討論剛才說到謀殺了對吧！((指向生詞「謀殺」))我們做一

個詞彙的練習。 

02 學生丙：嗯。 

03 老師：假設說，你們三個一起想謀殺一個人((學生甲輕笑一聲))，

啊，你們打算謀殺誰？ 

((學生們接連輕笑出聲)) 

04 學生丙：(4)我們三個打算謀殺((謀殺一詞音量加重))，你說 XXX

的一個人？  

05 老師：嗯隨便、隨便！ 

((師生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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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學生乙：你嗎？((笑)) 

07 老師：也可以是我。 

((學生們笑)) 

08 學生甲：我覺得我們不可以謀殺((謀殺一詞音量加重))我們的老

師。 

((學生們笑)) 

09 老師：這個就是，隨便練習，不是真的，啊。 

 

在 01 話輪中，教師提醒學生開始練習詞彙，03 話輪教師請學生討論出

一個他們要謀殺的人。由於討論的主題跟學生的經驗大不相同，因此在 03、

05、06、07、08 話輪中，屢屢有人發出笑聲，06 話輪學生把要謀殺的對象

指向教師，教師也接受了這個意見。此說明參與的成員都清楚談話的目的

是練習語言工具，因而有意識地合作一場語言遊戲。 

非真實性的對話為第二語言教師所普遍使用，除了能擴大討論的範圍

外，還能提供學生馳騁想像的空間，展現彼此的幽默感，給枯燥的課堂帶

來輕鬆的氣氛。 

 

 

六、結語 

 

 

華語教師語言具機構屬性，根據 Drew 和 Heritage 所設置的機構性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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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25經由分析 30 位在職教師的教學語料，發現華語教師語言在 Drew

和 Heritage 提到的選擇詞彙、設計話輪、組織序列、整體結構、社會認識

論和關係等項目中都有其特殊性，但此框架仍不足以涵蓋華語教師語言為

機構性談話的真實情況，因此將華語教師語言的機構屬性，調整為六項：

1. 可理解的語言形式。2. 具功能性的話輪。3. 三段式的基礎序列。4. 重

效率的整體結構。5. 正向的互動關係。6. 超越真實性的談話（見圖 1）。

期能以此研究成果，揭開教師語言的神秘面紗並作為華語教學系所及有關

單位未來培訓新教師的參考。 

                                                
25同註 1。 



 

 

 

 

 

 

 
  

會話分析下的華語教師課堂語言研究   87 
 
 

 

 

 

 

 

圖 1：華語教學機構屬性的談話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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