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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在這一章中，將就四個主題進行文獻的探討，這四個主題是：一、在偏

誤發生時，影響教師做出改正決策的因素有哪些? 二、在進行改正時，教師

採用哪些改正方式? 這些改正方式有哪些特徵及功能? 三、教師在課堂上所

進行的偏誤改正效果如何? 四、華語課堂中的偏誤改正。 

第一節  影響教師做出改正決策的因素 

     對於教師在課堂上應該依循何種標準來判斷是否要對學習者的偏誤進

行改正這個問題，學者提出了一些建議。首先，課堂上學生語句中所發生的

偏誤都需要改正嗎？George (1972)談到課堂中教師對學習者偏誤的改正

時，認為教師的介入必須顧及經濟性(the economics of interventi on)，意即課

堂上的偏誤改正不是每錯必糾，而是應該預先計劃好改正的目標，方能給學

習者帶來最大的效益。既然不是每錯必糾，那應該以什麼樣的標準來取捨呢? 

     Cohen (1975)的建議是較全面性的，他認為教師在決定是否進行改正時

最少需考慮四個因素：(1)偏誤本身的基本訊息：包括偏誤的形式是什麼? 是

誰造成的偏誤? 要傳達什麼意思? 正確的形式應該是什麼? (2)偏誤的重要

性：包括是否影響理解? 出現頻率高不高? 是不是普遍性的偏誤? 偏誤會不

會讓聽者生氣或感到被羞辱? 會不會影響到大部份的學生? 是否與當課的

教學重點有關? (3)改正的難易度：這方面要考慮的包括教師的能力、輔助的

設備及時間。(4)學習者的特性：包括個別的差異、過去的學習經驗及學生

現在的狀況。以下分別就偏誤的性質、偏誤的語言形式類型、課堂活動形態

及學習者因素來進行討論。 

一、偏誤的性質 

     Hendricson (1978)著眼在偏誤的重要性上，認為修改以下三種偏誤對學

習者的學習有幫助，這三種偏誤分別是：(1)出現頻率高的偏誤；(2)會讓聽

者感到被羞辱的偏誤，及(3)會影響溝通的偏誤。什麼是會影響溝通的偏誤

呢? 該如何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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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rt(1975)將偏誤分為全面性偏誤 (global errors)和局部性偏誤 (local 

errors)。全面性偏誤意指該偏誤的發生會影響整個句子結構，例如：語序錯

誤、連接詞的使用錯誤。局部性偏誤指的是偏誤的發生僅影響句中某個單一

部份，例如：英語中名詞與動詞的變化。Burt 認為全面性偏誤會使母語者較

難理解說話者的語意，因此教師在教學時應著重於全面性偏誤的改正，以使

溝通能順利進行。 

     然而，以上這些判斷是否進行課堂偏誤改正的標準都是學者的假設，

並未佐以實際研究證明，接下來要回顧學者在課堂研究中所觀察到的，在學

習者的語句中出現偏誤時，教師實際用來判斷是否進行改正的幾個因素。 

     Chaudron (1988)在回顧偏誤改正的研究時發現，大部份研究結果顯示出

現頻率高的偏誤，教師越容易忽略。Cohen(1975)及 Hendricson (1978)認為

應該改正出現頻率高的偏誤，課堂研究的結果顯示，教師實際的偏誤改正行

為與學者所主張的是相反的。可見偏誤出現的頻率並非教師考量的重點，那

對於教師來說，什麼樣的偏誤才是重要的偏誤呢? 

     Courchêne (1980)針對 10 位教師於成人 ESL 課堂所做的研究顯示，教

師判斷是否進行偏誤改正主要的依據標準主要有兩個：(1)是否會妨礙溝

通；(2)是否與當課的教學重點有關。Nystrom(1983)及 Chaudron(1986)的研

究結果也得到同樣的結果。這樣的結果反應出，在有限的課堂時間內，教師

認為除非學習者的偏誤已經造成溝通的中斷，或是偏誤內容為當課教學的重

點，才會花時間改正。這樣的做法呼應了 George(1972)所提到的改正必須符

合「經濟性」的概念，也與 Burt(1975)所說的改正全面性偏誤的觀點相符。 

二、偏誤的語言形式類型 

     上面就偏誤本身的性質，談到教師在判斷是否進行偏誤改正的時候會

考慮學習者的偏誤是否已經造成溝通中斷，或是否與當課教學重點有關。除

了這兩個因素以外，偏誤的語言形式類型(語音、詞彙、語法)也會影響教師

是否針對偏誤進行改正。 

     在 Courchêne (1980)所研究的課堂中，教師對科目內容(subject content)

偏誤的改正率是 100%，詞彙偏誤的改正率是 97%，語法偏誤的改正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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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改正率最低的是語音偏誤，只有 41%。 Lyster (1998) 針對四個沉浸

式的小學法語課堂研究教師使用的改正策略與學習者的理解的關係，研究的

結果也發現教師的偏誤改正著重在語法及詞彙上，但是語音的修復率是最高

的。Ellis(2001)針對溝通式的 ESL 課堂中學習者的理解進行研究，研究結果

也指出教師的改正集中在語法和詞彙，少部份在發音，語用和拼字幾乎被忽

略。然而與前三者相異，Fanselow(1975)的研究結果是，教師進行改正比例

最低的是語法偏誤，Fanselow 的研究中指定教師教授以語法為主的課程，

但是為何教師對語法偏誤的改正率低，Fanselow 並未加以說明。 

     從上面的文獻整理中可以看出，就偏誤本身的性質而言，教師實際在

課堂上進行偏誤改正時，大致依據兩個準則：(1)學生語句中出現的偏誤是

否會影響溝通；(2)學生語句中出現的偏誤是否與當課教學重點有關。就偏

誤的語言形式來看，教師改正傾向以語法和詞彙為重點，語音的改正比率較

小。但為何教師對不同語言形式的偏誤有不同的改正比重? 在學者的研究中

並沒有加以探討，因為以上的研究僅就課堂中的偏誤改正現象進行觀察 、

統計及分析，但未涉及教師信念的探討。 

三、課堂型態 

     除了偏誤本身的性質以外，還有一些外在因素會影響到教師是否改正

偏誤，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課堂的型態，所謂的課堂型態除了整個課堂的教

學型態以外，也包括了在單個課堂中教師所安排的課堂活動的型態。 

     首先就課堂的教學型態而言，Hendricson (1978)認為偏誤改正應更限制

於語法操練的課堂活動(manipulative grammar practice)中，在溝通活動中，

偏誤改正不應該成為強調的重點。這樣的論點與一些學者研究的結果相符。 

     在 Courchêne (1980)的研究中，教師對科目內容(subject content)偏誤的

改正率高於對語言形式偏誤的改正。Chaudron (1986)針對 3 位法語教師進行

研究，研究的課堂為沉浸式課堂，包括了一般科目(數學、科學及地理)及法

語，課堂觀察的結果發現在一般科目的課堂中，教師優先改正跟科目內容相

關的偏誤，語法偏誤的改正率只有 37%，但在法語課堂中，語法偏誤的改

正率約為 77%。由上面的結果可看出，在以溝通內容為主的課堂中，教師

較不強調偏誤改正，但在強調語言形式的課堂中，偏誤改正的出現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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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sper (1985)針對高中的英語課程進行研究，觀察在以形式為取向及以溝通

為取向的活動中，修復的情形如何。研究結果也發現教師與學習者的修復行

為會依課堂的焦點而有所不同。 

     Seedhouse(2004)以會話分析的角度來討論“修復 (repair)”
2的結構，

Seedhouse 認為不同的課堂形態會有不同的修復結構 (organization of 

repair)，亦即教師進行改正的標準會隨之不同。Seedhouse 以形式與正確度

(form-and-accuracy) 、意義與流暢度 (meaning-and-fluency) 及任務取向

(task-oriented)三種形態的課堂為例。在強調形式與正確度的課型中，修復的

結構是被嚴格控制的，意即學生的輸出若不能完全符合教師所要求的語言形

式，即使學生的輸出是正確的，也可能被教師視為一種需要被修復的句子。

而在強調意義及流暢度的課型中，修復的結構比較接近真實生活中的對話，

教師通常會忽略學生所使用的錯誤語言形式或中介語形式，除非學生的偏誤

已經造成了溝通的中斷。在任務取向的課型中，因為重點在於任務的達成而

非語言的使用，而且在這種課型中修復主要是由同儕修復或學生自行修復，

並非由教師進行，然而在這種學生—學生的互動，雖然有偏誤出現，學習者

也不會嘗試去修復。 

     Brown (2000)在談到教師在考慮是否進行改正時，也會考慮偏誤發生時

的溝通的內容(communicative context)，亦即學生是否說話說到一半? 目前溝

通的內容教師能隨時打斷嗎? 例如是個人性的活動、分組活動或全班整體的

活動，同時也要考慮是學生-學生的互動或是教師-學生的互動。 

     由以上的文獻回顧中可看出，課堂活動形態或課型是影響教師決定是

否對學習者的偏誤進行改正的一個要素。 

四、學習者因素 

     除了上述這三個因素為影響教師是否改正學生的偏誤之外，如

Cohen(1975)所建議的，教師在決定是否進行偏誤改正時也應考慮到學習者

的特性。Nystrom (1983)針對雙語小學(英語—西班牙語)裡的四個課堂進行

研究，其中觀察到一個特殊的案例，在四位教師中有一位教師有意識地不去

                                                
2 意即課堂上教師對語言互動中所發生的偏誤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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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正學生語句中出現的變體(deviant form)，原因之一是因為她認為這樣的偏

誤在非標準的方言環境中是很普遍的，而學生大部份的時間也是為了真實的

需要而溝通。 

     而 Brown(2000)也認為，教師在決定是否進行改正時，應該要考慮的學

習者因素包括學生的語言發展階段及學生的情感因素，所謂的情感因素包括

學生對改正是否感到焦慮，是否有表達的自信，自尊心強不強，學生對改正

的接受度高不高等等。 

     此外，許多研究的結果指出教師的改正是不一致的(Allwright 1975;  

McTear 1975; Fanselow 1975; Chaudron 1977 )，其中一種情形是在學生發生

相同的偏誤時，有的學生，教師進行改正，但有的學生，教師並不改正，或

許這也反應出了教師將學習者的個別性當做決定是否進行改正的考量因素

之一。 

小結 

     經由以上的文獻探討，可以整理出影響教師是否對學生語句中所發生

的偏誤進行改正的四個因素： 

(1) 偏誤的重要性：即學習者所造成的偏誤是否會引起溝通的中斷，及

是否為當課的教學重點。 

(2) 偏誤的語言形式類型：一般來說，教師傾向於改正學生的語法偏誤

及詞彙偏誤，語音偏誤的改正率相對地比較低。 

(3) 課堂活動的形態：在以溝通為主的課堂(活動)中，教師較不強調偏

誤改正，在以語言形式為教學重心的課堂(活動)中，偏誤改正的出

現率較高。 

(4) 學習者因素：教師會視學生在生活中對語言的使用需求，學生的語

言發展階段以及學生的情感因素來決定是否進行偏誤改正。 

以上討論了在偏誤發生時，教師決定是否進行改正時所考量的幾個因

素，但在實際的課堂上，教師選擇進行改正的偏誤有時是隨機的，意即無意

識地改正，如 Fanselow(1978)所說的這是缺乏訓練的結果，我們將在第四章

中討論這個問題。接下來要討論教師所使用的偏誤改正策略有哪些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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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師改正偏誤的方式 

     在這一節中，我們要回顧的內容是教師改正偏誤的方式，包括了教師

在課堂上如何改正學生的偏誤，這些改正方式具有哪些特徵? 教師的改正具

有什麼樣的功能? 學者們如何將這些策略進行分類? 及教師對這些策略的

使用情形。 

一、偏誤改正的特徵與策略類型 

       Allwright (1975) 在進行課堂研究之後，歸納出教師於課堂中所進行的

偏誤改正行為有九種基本特徵(features)，分別是： 

(1)指出偏誤發生的事實(Fact of error indicated.) 

(2)隱含指責(Blame indicated.) 

(3)指出偏誤所在(Location indicated.) 

(4)提供範例(Model provided.) 

(5)指出偏誤類型(Error type indicated.) 

(6)指出修復方法(Remedy indicated.) 

(7)暗示改善(Improvement indicated.) 

(8)暗示嘉許(Praise indicated.) 

(9)給予嘗試的機會(Opportunity for new attempt given.) 

      Fanselow(1975)將教師在課堂上教師處理偏誤的方式分為 16 種，除了

以語言的方式引導學生改正偏誤以外，Fasnelow 所觀察的教師改正方式還

包括以非語言的回應(例如，以搖頭的方式表示不同意)，或輔助教具(例如，

板書)進行改正。Chaudron(1977)則認為這樣的分類都太粗略(例如 Allwright 

1975，Fanselow 1975)，因為並沒有對各項分類進行明確詳細的定義。 

     Chaudron(1977)將改正處理分為類型(type)與特徵(feature)兩個部份。所

謂的特徵是必須依附在語句上，不能單獨存在的，例如：強調的語氣，或是

忽略(ignoring)，這些特徵必須對照前面的句子才能顯現其功能。類型指的

是可以獨立存在的，類型與上下文的關係會決定其特性及所隱含的信息，例

如：改變提問(altered question)，教師改變提問句的內容但不改變其語意。  

Chaudron(1977)的研究結果共歸納出 6 種特徵及 27 種類型，但在 27 個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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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 5 個屬於強化階段(即教師加強學生對改正後的語言形式的記憶)。所以

根據 Chaudron(1977)的分類，在偏誤改正階段中，教師所採用的策略共可分

為 22 種。 

          Chaudron 將教師的改正意圖、改正的效果及改正的內容都納入分類的

標準，例如：Chaudron(1977)將重複(repetition)策略至少分為四種，包括沒

有變化的重複(repetition with no change)、沒有變化可是有強調性重複

(repetition with no change but EMPH.)、有變化的重複 (repetition with 

change)、有變化且有強調性的重複(repetition with change and emphasis)。經

過如此細密的分類，Chaudron 總共列出了 22 種改正策略類型。 

     Lyster & Ranta (1997) 針對四個沉浸式的小學課堂進行研究，在語料轉

寫後，將教師的偏誤改正策略大略分為 6 類3，分別是： 

(1) 顯式改正(explicit correction)：提供正確的範例，並且明確指出有偏誤發

生，例如：“你應該說..” 

(2) 重述(recasts)：教師去掉偏誤的部份，重組出正確的句子4，但不明確指

出偏誤。這樣的策略是隱式(implicit)的。 

(3) 要求澄清(clarification request)：教師向學生表示不了解意思，或句子有問

題，請學生再說一次。 

(4) 元語言反饋(metaliguistic feedback)：教師提供跟正確範例有關的評論、

信息或提問，但不直接提供正確的範例。 

(5) 誘導(elicitation)：教師以三種技巧誘導學生說出正確的句子，分別是以

停頓的方式讓學生填空，以提問的方式誘導學生說出正確的句子及要求

學生重組句子。 

(6) 重複(repetition)：指教師單單重複學生有偏誤的部份，以突顯偏誤所在。 

     Lyster & Ranta 的觀察著重在教師的語言表現上，並未討論教師非語言

的改正(例如，手勢或以其他教具輔助)。但就 Lyster & Ranta 對這六種改正

策略類型的定義，我們可以將這些非語言的回應歸類在元語言反饋一類，因

                                                
3 Lyster & Ranta (1997)所做的偏誤改正策略的分類後來也被其他研究引用，如 Ellis et 

al. (2001)及 Panova & Lyster (2002)針對強調溝通的成人 ESL 課堂的研究。 

4 Lyster & Ranta 認為此一策略相當於 Chaudron(1977)的分類中的兩類:有變化的重複及

有變化且有強調性的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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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論是手勢或是教具的使用都能提供學生跟正確範例有關的訊息或評論。 

     為何 Chaudron(1977)及 Lyster & Ranta (1997)在進行課堂觀察之後，所

分類的策略類型在數量上有如此大的差異，如上面提到的，Chaudron(1977)

將教師的意圖跟改正的效果和內容都納入分類，且 Chaudron(1977)參考

Sinclair and Coulthard (1975)與 Allwright (1975) 的概念，將教師進行改正的

動作分為兩個部份，Opening Move 及 Follow-up Move，Follow-up Move 是

教師對學生的句子表示“接受”、“評價”或“評論”，Opening Move 則是教師用

來引導學生發言，因此教師對學生進行的改正，雖然是同一句話，但兩者所

分析出來的策略就有所不同。 

    在例二-1 裡，就 Lyster & Ranta(1997)的分析方法，教師使用的是一個

策略，重述策略，這樣的分類法會產生一個問題，就是學生的話輪中出現了

偏誤，但教師的回應卻是「很好」，乍看之下，可能是教師沒意識到學生的

偏誤，而「很好」的存在似乎也讓這個改正的意圖變得模糊不清；但就

Chaudron(1977)的類型，這個改正的動作可以分為兩種策略，「很好」是接

受(acceptance)策略，教師對學生的語意表示接受，第二個策略「要在白宮

工作不容易」，這是可以歸類於「有變化的重複」。  

 

例二-1 T(教師)： 到白宮的路好走嗎?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S(學生)： 要在白宮的工作的時候不容易 

 T(教師)： 很好，要在白宮工作不容易... 

由上面的例子看來，在分析教師所使用的策略時，除了分析教師所使用

的語言之外，也必須將教師的意圖納入考慮，可以更清楚地說明許多原本看

似模糊不清的教師的改正動作，就能對教師在課堂上所進行的偏誤改正有更

完整而正確的了解。 

      Seedhouse (2004)針對注重形式與正確度的課堂進行分析，研究發現教

師在課堂上會儘量避免使用“No”或“wrong”等直接否定的方式進行改正，並

發展出許多偏誤改正的策略，分為以下 8 類： 

(1) 以 “once more”、“pardon”、“what”等方式暗示有需要被修復的偏誤存

在。但這樣的方式並無法明確地指出偏誤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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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複偏誤之前的詞彙或部份的語句。相較於上一種策略，此種方式較

能明確指出需要被修復的項目。 

(3) 重述原來的問題。然而這樣的改正方式並沒有指出偏誤的所在。 

(4) 提高語調重複學習者偏誤的部分。這樣的方式可以鎖定偏誤的所在，

但也可能提供學習者錯誤的輸入。 

(5) 提供正確的語言形式範例。Seedhouse 認為這可能是最簡單且最快素

的改正方式，但是卻讓學習者沒有機會進行自我修復(self-repair)。 

(6) 解釋為何學習者的答案有問題，但不明說答案是錯的。 

(7) 接受學習者的偏誤，但隨即提供正確的形式。 

(8) 讓其他學習者修復。 

 Roberts (1995)以教師主導(teacher-fronted)的日語為外語的課堂進行偏

誤改正的研究，研究結果將教師的偏誤改正分為以下 7 類： 

(1) 要求(request)：教師要求學習者重複剛剛的句子。 

(2) 重複(repeat)：教師重複剛剛的提問。 

(3) 重述(recast)：教師針對學習者偏誤的句子提供正確的範例。 

(4) 部分重述(partial recast)：與前者類似，但教師只針對偏誤發生的部分

提供正確的範例。 

(5) 確認理解5
(confirmation check)：教師以確認理解的方式回應會話中有

問題的語句。 

(6) 提示(cue)：教師提示學習者重複剛才的句子。 

(7) 其他(other)：如手勢、換方式提問等等。 

 由 Lyster & Ranta (1997)、Roberts (1995)和 Seedhouse (2004)針對教師在

課堂上所使用的偏誤改正策略所做的分類可以看出，教師在課堂上進行偏誤

改正的策略大致可以分為七種，除了 Lyster & Ranta (1997)所列出的 6 種以

外，第七種是教師再次提問，意即在學習者出現偏誤時，教師可能重複剛才

的提問，此時教師也常常會把修復的機會交給其他的學習者，或是教師會換

個方式提問。 

      以上討論學者們針對課堂中教師偏誤改正策略進行分類的方式，並且

整理出七種主要的改正策略類型。接下來討論教師對這些改正策略的使用。 

                                                
5 採用靳(2005)之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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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偏誤改正策略之使用 

     教師在改正學習者偏誤的時候，通常採用哪種類型的改正策略? 哪些

策略的使用率較高? 教師為什麼採用這樣的方式來改正學習者的偏誤呢? 

Fanselow (1975)將教師對學習者偏誤的處理方式分為 16 種，分析結果顯示，

在 16 種處理方式中，使用率較高的有三種，除了不處理(No treatment，佔

18%)之外，另外兩種教師最常使用的改正方式分別是，一、提供部份的正

確回應或使用別的媒介來提供線索；二、口頭給予正確的回答。「提供部份

正確的回應」，或是「口頭給予正確答案」因只提供了正確的範例，但並未

明確指出偏誤的所在，所以相當於 Lyster & Ranta (1997)的「重述」策略；

而使用別的媒介來提供線索，因為提供了跟正確範例相關的信息，因此可歸

類於 Lyster & Ranta (1997)的元語言反饋。換言之，Fanslow(1975)針對教師

對學生語言偏誤處理所進行的觀察，結果顯示教師最常使用的策略分別是重

述策略及元語言反饋策略。 

     Chaudron (1977)僅就四種類型的重複策略進行分析比較。Chaudron 將

重複策略的四種類型搭配三種特徵進行改正策略效果的分析，四種重複類型

為：有變化的重複、有變化且有強調性的重複、沒有變化的重複、沒有變化

且但有強調性的重複6。三種特徵為：強調(emphasis)、消去(reduction)，以

及擴展(expansion)。所謂的強調是教師使用加重音、反複地重複、或疑問語

氣突顯偏誤的所在；消去意指教師只使用學習者部份的語句；擴展意為教師

在學生語句中加入一些語言元素(linguistic material)，使語句更為完整。研究

結果顯示教師最常使用的改正類型是有變化的重複，其次是有變化且有強調

性的重複，這兩種類型都屬於 Lyster & Ranta (1997)的重述策略。 

                                                
6 沒有變化的重複: T repeats S ut.(utterances) with no change of error, or omission of 

error. 

  沒有變化但有強調性的重複: T repeats S ut. with no change of error, but emphasis 

locates or indicates fact of error. 

  有變化的重複: Usually T simply adds correction and continues to other topics.  

  有變化且有強調性的重複: T adds EMPH. To stress location of error and its correct 

for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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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yster & Ranta(1997)針對教師的偏誤改正策略(corrective feedback)與

學習者的理解(uptake)之間的關係進行研究，對象為 4 位教師，課型為溝通

式課堂中，Lyster & Ranta 分析了四位教師使用六種改正策略的頻率，研究

結果顯示重述策略( recasts)的使用頻率最高，佔 55%，其次的是誘導策略

(elicitation)佔 14%、要求澄清(clarification request)，佔 11%、元語言反饋

(metalinguistic feedback) 佔 8%、顯式改正(explicit correction)，佔 7%，最後

是重複策略(repetition)，佔 5%。研究中也特別說明，因為重複策略常與其

他策略共現，所以有些使用並不列入計算，因此在此研究中，重複策略的使

用率顯得比較低。 

     Ellis et al(2001)針對溝通式課堂 ESL 研究學習者的理解(uptake)，其中

一部份是學習者對教師偏誤改正的理解。研究結果發現教師在回應學生的偏

誤時，主要使用的策略是重述(recasts)，和 Lyster & Ranta (1997)的研究結果

相同，Ellis et al 認為這樣的結果可能反應出教師對流利度的重視，因為重述

是最不會造成溝通中斷的策略。 

     綜合上面的整理，可以看出在課堂中教師最常使用的偏誤改正策略是

重述策略，在其他的研究中也顯示出這樣的結果(例如，Roberts 1995、

Doughty 1994)。但重述策略的使用存在著一些問題，因重述策略並不明確

指出偏誤的發生，若學生沒有意識到教師改正的意圖，就很容易忽略，因此

在 Lyster & Ranta (1997)的研究中，重述策略所達成的修復率並不高。 

 此外，Lyster & Ranta (1997)的研究指出，元語言反饋策略對學習者偏

誤的修復率很高，但在課堂中教師卻很少使用元語言反饋策略。但反觀

Fanselow(1977)的研究，Fanselow 觀察到元語言反饋是教師常用的改正策

略，但是是以非語言的方式呈現，然而除了 Fanselow(1975)以外，其他的研

究(例如 Chaudron 1977、Lyster & Ranta 1997、Ellis et al 2001)並未探討非語

言的改正策略。若真的要全面地了解教師在課堂上進行偏誤改正的狀況，我

們必須將非語言的改正策略也列入討論。而且教師在使用改正策略時常常會

使用多重性(multipul)的策略(Fanselow 1977)，而非只是單一策略，若忽略掉

教師非語言部份的表現，可能會誤判策略的效能。接下來，就要討論這個教

師在課堂上進行偏誤改正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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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師於課堂改正之效果 

      在討論偏誤改正的效果之前，我們要先了解教師反饋(feedback)的功

能。Annett (1969)認為，教師反饋在學習中具有三種功能， (1)刺激

(incentive) —激勵學生更加努力；(2)強化(reinforcement)—維持學生的回應，

(3)訊息(information)—改變學生的回應。但是在後來的偏誤改正研究中多著

重於強化及訊息兩種功能，而忽略了刺激的功能。而許多學者也不斷在研究

課堂中的偏誤改正對學習者的第二語言習得是否有幫助? 若有幫助，偏誤改

正是以何種方式促進學習者的語言習得，在釐清上述的問題之後，才能談偏

誤改正的效能。因此，在這一節將分為兩個部份進行回顧：一是偏誤改正與

第二語言習得的關係；一是偏誤改正的效能。 

一、 偏誤改正與第二語言習得 

  許多針對特定偏誤改正方式(主要是重述策略)的研究發現，偏誤改正

對第二語言習得是有幫助的，(如，Carroll & Swain，1993；Nicholas、Lightbown 

& Spada，2001；Long，2006)。也有學者針對特定的英語或法語的某些語言

形式進行研究，發現偏誤改正對這些語言形式的習得有幫助(如，Carroll, 

Rpberge & Swain，1992；McDonough & Mackey，2006)。在這一小節，要

回顧究竟偏誤改正在第二語言的習得中扮演何種角色? 以下分別從對第二

語言習得的三種假設進行討論，這三種假設分別是輸入假設 (the input 

hypothesis)、互動假設 (the interaction hypothesis)及輸出假設 (the output 

hypothesis)。 

 Krashen & Terrell (1983)針對第二語言習得提出五個假設，其中一個假

設即習得—學習假設(the acquisition – learning hypothesis)。Krashen & 

Terrell 明確地將成人發展第二語言能力的方式分為兩種，一是語言習得

(acquisition)，一是語言學習(learning)。所謂的語言習得是指類似於兒童學習

母語的方式，透過語言的自然使用而習得，為一種潛意識的過程，與正式的

語言教學無關。而語言學習指的是有意識地了解語言的知識、規則，經由正

式的教學來學習。Krashen & Terrell 認為語言習得是獲得語言技能最重要的

方式，語言學習的功能則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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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ashen & Terrell 認為語言技能的獲得在於習得，而語言的習得在於

學習者能理解略高於自身目前語言程度的輸入，亦即所謂的 i+1( i 代表學習

者目前的語言程度)。Krashen & Terrell 也認為聽力的理解和閱讀是語言課程

中最主要的部份，至於說的能力並不需要直接教，在學習者透過可理解的輸

入建立起語言能力之後，說的能力會自然浮現。在這樣的觀點之下，偏誤的

改正也顯得不重要了。Krashen & Terrell 進一步指出明顯的偏誤改正即使在

最理想的情況下也可能對學習者的表達意願有負面的影響。而直接的改正

(direct correction)對兒童的第一及第二語言習得而言，偏誤改正是沒有任何

效果的。 

然而，必須要注意的時，Krashen & Terrell 所謂的對習得沒有任何幫助

的改正是指顯式改正而言，亦即直接指出偏誤的發生。但就隱式的偏誤改正

方式，Krashen & Terrell 並不認為那是一種偏誤的改正，Krashen & Terrell

稱之為擴展(expansion)。Krashen 認為在非母語者說出無法理解的語句時，

母語者為了理解所聽到的內容，會採用一些方法，例如：換個方式提問、使

用一些非母語者的詞彙( non-native’s words)，重述所聽到的句子等等，這

些都是隱式的改正方式，但 Krashen & Terrell 將這些互動視為一種擴展

(expansion)而非改正，擴展的功能在於提供更多可理解的輸入。Krashen & 

Terrell 更進一步認為 「事實上，學習者所接收到的最有用的輸入是在跟教

師的交流中，教師透過擴展的方式嘗試理解學生表達錯誤的語意。」(Krashen 

& Terrell 1983)。換言之，就輸入假設而言，這樣的偏誤改正(擴展)對第二

語言習得是相當重要的。 

 根據輸入假設，若學習者無法理解第二語言的輸入，則習得無從發生，

那麼學習者如何理解第二語言的輸入呢? 除了將輸入本身調整為可理解的

輸入外，Long (1983)在研究母語者與非母語者的互動時發現母語者會以互動

調整(the modification of interaction)的方式來幫助非母語者理解，以達到第二

語言的習得，這就是所謂的互動假設(the interaction hypothesis)。由互動假設

的觀點來看，學習者無法透過電視或廣播直接學習主要並不是因為這些輸入

高於學習者的語言能力許多，而是因為沒有透過互動來進行調整。在這樣的

觀點之下，學習者並不是被動地接收可理解的輸入，而是透過與教師間的互

動協商(negotiation)來理解教師的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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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1983)歸納出 15 種互動調整方式，依其功能區分為兩種：一是策

略(strategies)，其功能在於避免對話出現問題；一是手段(tactics)，其功能在

於修復溝通過程中所發生的問題7，而在母語者與非母語者的對話中，所發

生的問題其中一種是非母語者無法理解母語者的輸入(input)，另一種是母語

者無法理解非母語者的輸出(output)，或答非所問。後者即相當於本文所討

論的偏誤。當母語者無法了解非母語者的輸出時，或非母語者答非所問的時

候，母語者可以用幾種手段來進行修復，而這些修復的手段則相當於教師在

課堂上進行偏誤改正的方式。例如：要求澄清(request clarification)，母語者

以疑問句的方式讓非母語者再表達一次剛剛說的意思。由此看來，偏誤改正

本身也是一種互動調整，因此能有助於第二語言的習得，然而值得注意的

是，偏誤改正以非母語者的輸出為調整的對象，因此其功能並不在於使母語

者的輸入變得可理解，而是使非母語者的輸出變得可理解。 

 有些學者認為若要讓學習者吸收(intake)所接收到的輸入，首先學習者

必須注意到自身的輸出(有偏誤的輸出)與目標語之間的差距(Lightbown，

2001；Schmidt & Frota，1986；Swain，1998)。Swain(1985)認為可理解的輸

入對第二語言習得或許是必要的，但在語法習得方面，可理解的輸入的功效

是過份被強調了。在她針對 69 名法語沉浸式課堂的學生所做的研究中發

現，即使經過了 7 年的沉浸式教學，在語法知識的使用上，學習者的表現明

顯低於母語者，意即學習者依然無法完全掌握目標語系統。Swain 認為學習

者在接收可理解的輸入時，所進行的是語意的分析，但是學習者若要進行第

二語言輸出，為了讓自身的輸出變得可理解，會將注意由對語言語意的分析

轉向對語言形式的分析，因此有助於習得。 

 這樣可理解的輸出(comprehensible output)也是透過互動調整來達成

的。Pica(1994)認為協商的功能不只在使學習者所接收到的輸入變得可理

解，同時在學習者輸出(output)時，母語者或教師會給予反饋，藉由對反饋

的協商，讓學習者注意到自身中介語的系統 (interlanguage system)。

Swain(1985)認為特別是在溝通發生中斷時，母語者所給予的負面反饋會促

                                                
7 Long (1983)所列出的互動調方式依其功能共分為三種，除了上面提到的 S(策略)與 T(手

段)之外，第三種是兼具兩種功能的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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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push)學習者調整輸出的形式，以使母語者能理解，換言之，教師針對學

習者偏誤所提供的改正，可以促使學習者做出正確的輸出。而在輸出的協商

過程中，學習者對語言形式的注意提供了學習者另一語言習得的來源。如同

Schmidt (1995)所提出的注意假設(noticing hypothesis)中所提到的「學習者會

將所注意到的輸入加以吸收學習(intake for learning)。」而教師所進行的改

正性反饋正提供了學習者注意(noticing)的機會。 

     以上從教師的輸入、師生的互動及學習者的輸出三種角度來觀察，可

以發現在語言習得中偏誤改正的功能如下：一、教師的改正，以擴展的方式

(例如，換個方式提問、使用非母語者的詞彙( non-native’s words)，重述所聽

到的句子等等)提供更多可理解的輸入，而對第二語言習得而言，這是一種

最有效的輸入(Krashen & Terrell  1983)。二、教師的偏誤改正以互動調整的

形式出現，修復對話的中斷，在這樣的溝通協商當中，學習者注意到自身所

使用的中介語與目標語之間的差異，這有助於學習者吸收所接收到的輸入。

三、最後，教師的偏誤改正可以促使學習者將自身的輸入調整為可理解的輸

入，過程中讓學習者注意到目標語的正確形式，進而有助於習得。在了解偏

誤改正在第二語言習得中所扮演的角色之後，接下來要談改正的效能。 

二、 教師改正的效能 

    對課堂偏誤改正效能8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種針對教師的偏誤

改正行為進行課堂研究(如，Chaudron 1977、Allwright 1975、Fanselow1977、

Doughty 1994、Lyster & Ranta 1997、Lyster 1998、Panova and Lyster 2002)。

如同上一節提到的，偏誤改正的功能在於使學生注意到自身中介語與目標語

形式的差異，進而調整自己的語言形式，因此在這一類的課堂研究中，教師

改正是否有效，就必須透過學生的反應來判斷。另一種是讓教師或學生觀看

課堂錄影，了解學生及教師對課堂偏誤改正行為的感知及理解(Slimani 

1992；Roberts 1995；MacKey, Gass & McDonough 2000；Lasagabaster & Sierra 

2005)。在本節中要分這兩方面來探討課堂上偏誤改正的效能。 

     Allwright (1975)認為對課堂偏誤改正的研究可以讓我們更了解教師的

                                                
8 也有許多研究以實驗的方式研究教師的偏誤改正是否有助於某些特定語言形式的習

得，但因研究多以英語、法語等其他外語的語言形式為對象，如因此不在此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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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效能。然而 Allwright 的研究卻顯示出教師在課堂所進行的偏誤改正是

不精確、不一致而且模糊的。Fanselow (1997)的研究也觀察到同樣的情形，

例如：教師在課程的某個階段接受了學生的偏誤，但該偏誤再次出現時教師

卻進行了改正，這顯示出教師改正標準是前後不一致的。此外，有時一個策

略有多重的功能，例如重複策略，Fanselow 觀察到有些教師有重複學生語

句的習慣，在沒有偏誤的狀況下複述學生的語句，在偏誤出現時也重複學生

的語句，學生往往無法分別這兩種重複的差別，這樣的改正可以被視為是模

糊的，可能也是無效的，不但無法幫助學生歸納出正確的語言形式，甚者會

讓學習者感到困惑。 

     雖然 Allwright 與 Fanselow 都對實際的課堂做了詳盡的描述，但只對偏

誤改正的效能做一概括性的描述，尚未明確地探討教師所使用的每一種偏誤

改正策略的效能。到底偏誤改正策略的效能應該如何判斷呢? Chaudron 

(1977) 認為判斷每一種偏誤改正策略效能最立即的方式就是計算每種策略

使用後學生正確回應的次數，雖然學生能正確回應教師的改正並不代表學生

已經習得正確的語言形式，但卻代表學生已經注意到改正過程中所使用的正

確的語言形式，根據 Schmidt (1995)所提出的注意假設(noticing hypothesis)，

這是學生將輸入吸收的第一步。 

           此外 Chaudron(1977)在研究中也提出了一個可以詳述課堂偏誤改正的

模式，在這個基礎上，可以探討偏誤類型、偏誤改正策略、學生的理解及偏

誤修復之間的關係。其研究結果發現有變化的重複加上消去或強調，對偏誤

的修復有正面的效果，但若加上擴展則學習者偏誤修復的比率很低。Doughty 

(1994)研究了以法語為外語的成人學習者對偏誤改正的反應。在 6 個小時的

課堂互動中，教師差不多改正了學習者一半的偏誤，在偏誤改正策略的使用

上，重述策略佔了 70%，其中有 20%的偏誤得到修復。從修復的比例來看，

重述策略的改正效能並不高。  

     Lyster & Ranta(1997)以沉浸式的法語課堂做為研究對象，研究偏誤改正

策略與學習者理解之間的關係。研究觀察了在不同的偏誤改正之後，學生回

應的狀況。研究結果顯示重述策略之後的理解反應最少，只有 31%，顯示

改正只有 50%，最成功的是誘導，學生 100%地做出理解的回應，此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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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元語言反饋跟重複學生的理解回應分別有 88%、86%、78%。此外，

研究也發現 4 種改正策略—誘導、元語言反饋、要求澄清及重複—最能引導

學生對偏誤進修復，這也就是 Lyster & Ranta 在此研究中所提出的形式協商

(negotiation of form)的概念，意即教師不直接提供正確範例，而是透過教師

針對正確形式所提供的相關資訊，經由溝通互動，由學生自行生成正確範例。 

Lyster & Ranta (1997)還指出，在學生的話輪中有 1/3 的話輪需要改正，

62%得到了教師的改正，而教師的改正中只有 55%有得到學生理解的回應，

其中只有 27%是正確的修復。因此，整體來說，在學生的偏誤中，只有 17%

得到修復。面對如此低的偏誤修復率，Lyster & Ranta 建議教師在進行改正

的時候，要能全面地考慮所有的策略，而不是過於依賴重述策略，如此能更

確保學習者的理解。同時，教師也應該考慮學習者的程度，對程度高的學習

者，使用重述策略的比例應該降低。 

Lyster (1998)研究了成人的 ESL 課堂中，偏誤改正策略與學生理解之間

的關係。Lyster 指出就語法偏誤而言，顯示改正的修復效果不如形式協商來

得好。在偏誤改正的過程中若教師不提供正確的形式，但提供資訊協助學生

重組有偏誤的句子，如此學生會更積極參與，由同儕或學生本人修復偏誤的

機率也更大。在此研究中，形式協商之後出現的理解形式為同儕修復或自我

修復的機率是 1/3。此外，一般認為教師在課堂中進行偏誤改正時會造成溝

通的中斷，Lyster 的研究顯示偏誤改正並不會使課堂互動中斷，相反的，理

解反應(uptake)表示學生又取得發話權，因為 Lyster 所觀察的課堂是並非傳

統的課堂，而是允許教師介入的課堂，所以教師可以與學習者互動而不會造

成學習者的挫折，學習者也期待教師如此的介入。 

      Ellis et al (2001)研究在溝通取向的課堂活動中，學習者對各種

FFEs(Focus on Form episodes)
9的理解反應。Ellis et at 將 FFE 分為三種：回

應性的 FFE (Responding FFE)、由教師開始的 FFE(Teacher-initiated FFE)、

及由學生開始的 FFE(Student-initiated FFE)。其中回應性的 FFE 是指在事件

中一位參與者(通常為教師)對另一位參與者(通常是學生)的語句做出反應，

因為語句有問題，不是語意不清就是其中含有語言形式的偏誤，意即教師針

                                                
9 意指學習者與教師針對語言的形式內容進行的討論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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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習者的偏誤進行改正。根據 Ellis et al 的研究，回應性 FFE 的理解反應

成功率很高，有 75.3%，意為教師在課堂上所進行的偏誤改正修復率很高，

這與 Lyster & Ranta(1997)的研究結果(修復率僅 27%)有非常大的差異。Ellis 

et al 的研究顯示教師改正的語言形式集中在語法和詞彙上，少部份在發音，

這與 Lyster(1998)的研究結果一致，教師著重在語法與詞彙的改正上，但是

語音的偏誤修復率是最高的。 

     另一項與 Lyster(1998)的研究結果相同的是，在回應性的 FFE 中，教師

所採用的策略以重述策略為主，但 Ellis 等人認為如果學生是參與度高的成

人，在改正學生偏誤時，可以放心使用重述策略。學生對重述策略的感知並

沒有什麼問題，意即學生能清楚感知到教師進行改正的意圖。此外，Ellis

等人認為當學生專注在他們認為重要的語言問題上且有機會就此問題進行

廣泛的討論時，理解回應成功的機率較高。 

     此外，Mackey, Gass & McDonough (2000)針對引起改正的偏誤類型進

行分類，結果發現學生最容易感知到的是針對語音的改正，語意及詞彙的改

正也相對地多，對語法10改正的感知最少。而且學生常常將針對語法所進行

的改正理解為針對語意的改正，或是不了解改正的重點為何。而對語音改正

的感知有 60%是正確的，學生對詞彙改正的感知也是大致正確，但針對詞

彙進行改正的語料數量少，所以在解讀時需特別注意。 

     以上就課堂研究中所分析出來的偏誤改正效能進行討論，重點大致可

分為以下幾點： 

(1) 除了 Ellis et al (2001)以外，大部份的研究顯示出課堂上的偏誤改正

效果不彰，偏誤修復率不高。這與教師所使用的改正策略類型有關。 

(2) 在課堂上教師最常使用的偏誤改正策略是重述策略，但除了 Ellis et 

al(2001)以外，大部份的研究顯示重述策略的修復偏誤的效果不佳。

因為重述策略並不明指偏誤的發生，也無法表明偏誤的所在。 

(3) 教師在課堂上所改正的偏誤以語法偏誤跟詞彙偏誤為主，改正語音

偏誤的比例較小，但在三種偏誤類型中，語音偏誤的修復率最高。 

                                                
10

 此處的語法指的是詞素句法(morphosyn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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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了提高改正的效能，除了直接提供正確範例的策略，教師應多採

用間接提供與正確形式相關資訊的策略，來促進學生自動修復偏誤。 

     在回顧針對偏誤改正的課堂研究結果後，接下來，要從學生及教師的角

度來看課堂偏誤改正的效能。 

     Slimani (1992)在對 ESL 課堂互動的研究中，對課堂進行觀察、錄音，

然後要求學生回想在課堂上注意到的語言項目，並填寫表格。研究結果發現

在課堂上教師所強調的語言項目有 36%都被忽略了，其中大部份都是偏誤

改正，而且是以教師採隱式策略重組學生的句子(重述策略)為最多。此外，

Slimani 也舉了幾個學生注意到的項目，其中有一項是教師以誘導的方式讓

學生修復偏誤。根據 Slimani 的研究，學生認為比起教師在隱式改正中提供

的正確範例，能夠促使他們自我修復(self-repair)的形式更能引起他們注意。 

     Roberts (1995)研究日語為外語的課堂中學生對教師偏誤改正行為的察

覺(awareness)與偏誤改正效能之間的關係，研究發現課堂上教師所使用的改

正策略 60%是重述策略，其中以部份的重述(partial recasts)最常見。然而，

重述策略雖然是教師最常使用的偏誤改正策略，卻不容易引起學生的注意，

因此偏誤的修復率不高。此外，Roberts 的研究結果也發現除了要讓學生注

意到教師偏誤改正的行為以外，還必須讓學生了解教師所要改正的偏誤是什

麼，如此偏誤改正才能發揮效能。此外研究結果也顯示學生是否能注意並了

解教師所要改正的偏誤與學生本身的第二語言能力有很大的關係。 

     Lasagabaster & Sierra (2005)針對教師及學生對偏誤改正的看法進行研

究。研究中共有 21 位受訪者，11 位為選修英語課程設計的學生，沒有教學

經驗。另外十位是合格的英語教師。首先，研究者讓受訪者看一個專家錄製

的教學錄影帶兩次，請受訪者觀察影片中教師對學生偏誤的處理，加以分

類，並以非常有效、有效和沒有效三種程度判斷其效能，且說明為何做這樣

的判斷，最後讓受訪者看錄影帶轉寫成的語料，進行小組討論，討論的內容

加以錄音，之後做進一步的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大部份教師將板書(在白板上書寫)視為一種有效的改正策

略，而且教師們認為快速的偏誤改正是沒有效果的。學生的看法是比起經常

性的改正，他們更喜歡自由地溝通，但是這並不意味他們不喜歡被改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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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喜歡有選擇性的改正，其中有兩個重點：(1)教師每次的改正需要花多一

點時間處理；(2)要用更多形式的資源及策略來提高偏誤改正的效能。亦即

改正策略要多樣化，且除了口頭改正以外，可以採用其他非語言形式的改正。 

     表二-1 為 Lasagabaster & Sierra (2005)教師及學習者所建議的偏誤改正

策略，包括了白板的使用、對比分析、拼字法，或是清楚的解釋等等。

Lasagabaster & Sierra 認為這些方法的功能在於提高學習者對偏誤改正的注

意。學生必須意識到教師的偏誤改正，如此改正才能發揮效用。他們同時也

指出，語法的解釋不僅要詳盡，更理想的是採形式協商方式，最能發揮效果。 

表二-1 Lasagabaster & Sierra (2005)教師及學生所建議的偏誤改正策略11
 

建議的策略類型 偏誤類型 

學習者 教師 

語音偏誤 個人化(Individualisation) 

L1-L2/L3 對比分析、使用白板 

個人化、L1-L2/L3 對比分析 

合唱(chorus repetition) 

解釋為什麼這是偏誤 使用白板、L1-L2/L3 的對比分析 語法偏誤 

教師與學習者都認為光是改正偏誤是不足以讓學習者修復偏誤

的，應該花多一點時間做更清楚的解說 

詞彙偏誤 更詳盡的解釋(花多一點時間) 多一點時間、使用白板、使用肢體

語言、讓學生更深入參與 

     從上面的文獻回顧中可看出，從學習者的角度對教師偏誤改正行為所

做的研究與之前針對實際課堂所做的研究結果一致。在課堂上，偏誤改正的

效能不彰，原因在於教師大量地使用重述策略，而重述策略並不容易引起學

生的注意，若學生無法察覺教師的改正意圖，則教師的改正自然就無法達到

預期的效果。此外，學者們的研究也指出，相對於教師針對學生的偏誤直接

提供正確的範例，教師間接地提供與正確形式相關的資訊(包括非語言的方

                                                
11 Lasagabaster & Sierra (2005)將教師與學習者所建議的策略分為五類，除了上列的語

音、語法及詞彙三類之外，還有聽力理解偏誤(listening comprehension errors)，因本研

究所關注的是教師針對學習者語言輸出上的偏誤改正，因此不討論聽力的問題。另一類

為語用偏誤(pragmatic errors)，但研究中教師及學習者均為對此提出任何建議，因此未列

於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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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更能引起學生注意，能察覺到自身中介語與目標語之間的差俱，進一

步能夠讓學生自行修復偏誤，在實際課堂中，這樣的改正學生回應的比例

高，從學生的角度而言，這也是學生所期待的。 

第四節   華語課堂中的偏誤改正 

        在華語教學的研究中，針對課堂中偏誤改正方式的論述很少，且散見於

一般教學研究報告中，並非以偏誤改正為研究之主題。例如，Duff & Li(2004)

以個案研究的方式對一位大學華語教師及其班級進行三個月的觀察，研究教

師在教授華語時所在課堂上所面臨的幾個問題。其中提及了教師在決定是否

改正學生偏誤時所面臨的難題，包括學生對教師改正的期待不盡相同，教師

如何去拿捏。 

另外一些論述則對華語教師在課堂中的偏誤改正方式提出建議做法，例

如劉珣(2002)在談到華語課堂的教學技巧時，他認為教師提問後，學生回

答，然後教師對其答案所給予的反饋是「發揮教師指導作用的一個重要方

面」，並進一步指出教師在改正時「不宜重覆學生的錯誤，而應說出正確的

答案，更好的方法是讓學生自己評改」這樣的建議，與 ESL 中學者對偏誤

改正的研究結果是相同的。 

    但就實際課堂所進行的偏誤改正研究，在華語教學研究中仍相當少見。

在本節中，主要針對兩篇文獻進行回顧，一是姚道中(2005)針對「中文老師

及學生對糾錯的態度」所進行的研究，二是陳宜秀(2005)在研究「華語教師

的文法教學信念」時對教師的偏誤改正信念所進行的探討。 

一、 華語教師對文法偏誤改正的信念 

    陳宜秀(2005)在研究華語教師的文法教學信念時，將教師的文法改正信

念列為研究問題之一，探討的內容為教師對改正時機、改正頻率和改正策略

的看法為何，改正的理由是什麼。研究對象為十二位華語教師，實習教師、

初職教師及資深教師各三名，研究主要以訪談的方式進行。 

    訪談結果顯示出在改正時機方面，教師普遍認為「在重點練習時即時改

正，溝通活動時則延後改正」，這樣的信念與 ESL 課堂的研究結果相同。

而同時陳宜秀(2005)也指出教師與學生互動接觸的經驗是影響教師決定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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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時候改正的原因之一。在改正頻率方面，「多數教師秉持著盡可能改正所

有的文法錯誤的信念，少數則因課堂時間運用與課堂節奏等因素而酌以調

整」，而這些「少數」的教師之所以抱持這樣的信念是因為共同參與過相同

的師資培訓。 

就教師所使用的改正策略而言，陳宜秀(2005)發現資深教師傾向於使用

顯式改正，即直接指出學生的偏誤，並提供正確範例；初職組及實習組則傾

向使用隱式改正，這顯示出實習組及初職組的教師對學生自行修復偏誤的能

力有較樂觀的看法。然而，因為該研究僅就教師口述的信念加以探討，尚待

透過課堂實際行為的觀察來印正其口述信念於實際信念是否相符。 

    而在陳宜秀(2005)的研究中，12 位教師都認為在課堂裡教師應該改正學

生的偏誤，其原因有三，(1)教師認為改正能刺激學生再次有意識地比較自

身使用的中介語與目標語間的差異。(2)有部分教師認為如果不改正學生的

偏誤，這些偏誤可能會內化為習得的一部分。(3)教師對學生能力和動機的

看法也是教師堅持改正的原因之一，有的教師認為改正可以協助學生產生更

精鍊的句子，也有教師認為改正對動機低落的學生有警惕作用。 

二、 教師及學生對偏誤改正的態度 

         姚道中(2005)以問卷調查的方式，就中文教師及學生對偏誤改正的態度

進行研究。研究對象包括 219 名學生及 56 名教師。填寫問卷的學生為明德

中文學校 (the Chinese school at Middlebury College)及夏威夷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的學生，學生的程度包括大一至大四。而教師的部份包

括明德中文學校 7 名資深教師，14 位夏威夷大學的教師(大部份是講師或是

助教)以及 35 位參與研討會12的教師(除了來自不同大學的華語教師之外，也

有高中老師及幾位僑校的中文教師。) 

     其研究重點有二，一為發音在語言學習中的重要性，一為課堂中偏誤

改正的重要性。而其研究結果顯示出大部份的學生都期待自己的語音正確度

能夠達到母語者的程度，但就教師的方面而言，教師們雖然也期待學生的發

音能夠準確，但教師對學生發音準確度的期待有時低於學生對自身的期待，

                                                
12 該研討會為 2002 年於美國芝加哥所舉行的「慶祝趙智超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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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有些新進教師認為只要學生能以中文溝通，即使發音不標準也是值得

高興的。 而就偏誤改正的重要性，大部份的學生都期待教師即時且重複地

改正其偏誤，而且不覺得被改正是尷尬的事情。資深的教師能符合這樣的期

待，但較缺乏經驗的教師會擔心使學生困窘而對改正有所遲疑。因此姚道中

(2005)建議教師可以針對學生對偏誤改正的態度做一調查，然後依學生的態

度給予不同的處理。 

    然而，雖然學生期待得到教師的改正，可是學生並不希望被打斷。學生

覺得教師應等待學生說完整個句子以後再進行改正。而在研究中，大部份的

教師也是如此處理學生的偏誤。但教師們也知道等待的時間不能過長，要不

然學生會無法了解教師所要改正的偏誤是什麼。 

     而就偏誤改正的方式，在問卷調查中，有半數的學生希望教師能提供

他們正確的範例並要求學生覆述。但是有 28%的學生並不希望教師要求他

們覆述正確的答案。而在研討會中接受問卷調查的 35 位華語教師中，有約

1/2 的教師在改正時會提供正確範例並且要求學生覆述。 

    雖然近期的研究指出以形式協商的方式來引導學生自行修復偏誤比教

師直接提供正確範例來得好，但大部份的教師仍然習慣使用後者。然而，許

多學生也偏好教師以直接提供正確範例的方式來改正偏誤。原因在於若使用

形式協商的方式，學生必須在短時間內想出正確的答案，對於學生而言是一

種相當大的壓力。但姚道中(2005)認為，只要教師能更經常性地使用形式協

商的策略，學生就會習慣這樣的改正方式，甚至喜歡這種改正方式。 

小結 

    在本章中，分別就影響教師做出改正決策的因素，教師採用的改正方

式、教師在課堂上改正偏誤的效果及華語課堂中教師改正的行為與其理念進

行了文獻的探討。在語言課堂的互動中，學習者的偏誤瞬間發生，這一瞬間

教師可以忽略，但是也可以更審慎地處理。在學習者使用目標語輸出時，就

是在對自身對目標語的假設進行檢驗，當偏誤出現時，教師適時給予的反饋

可以幫助學習者調整自身對目標語的假設，進而更好地掌握目標語的系統；

但教師過度的反饋也會造成學習者對目標語的使用產生挫折感，因此是否要

對學習者所造成的偏誤進行改正是需要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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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偏誤出現的瞬間，教師要立即判斷，這個偏誤會不會造成溝通的中

斷? 是不是本課教學的重點? 所謂的教學重點除了是否與本課內容有關之

外，還要考慮現在進行的課堂活動目的是什麼，例如：活動的目的是加強語

言使用的正確性或是培養學習者的溝通能力。再者，還要考慮學習者的個別

的差異和需求來決定是否進行偏誤改正。 

     而決定改正學習者的偏誤之後，接下來要考慮應該以何種策略來進行

改正才能讓學習者注意到教師的改正，並且明白所要改正的偏誤是什麼。此

外，實際進行改正時，教師所使用的往往不是單一策略，而是多個策略互相

搭配進行，因此，教師不能光憑身為母語者的直覺來進行改正，而是必須熟

練地使用各種偏誤改正的策略，才能在相當短暫的時間中做出正確的決定。

而在目前華語教學中，學者們也採用 ESL 教學的研究結果對華語課堂教學

做出了建議。也有學者研究了華語教師或學生對華語課堂中的偏誤改正所抱

持的態度，其結果與 ESL 的研究結果是相符的。 

總之，教師在課堂上針對學習者偏誤所進行的改正，雖然是瞬間發生的，但

卻是相當複雜的過程，若要使課堂上的偏誤改正有效率而且有效果地進行，

就必須要提高教師對偏誤改正的意識，如同靳洪剛(2005)在談到課堂中的糾

錯所說的「...沒有一定的經驗或訓練，教師很難做得完美。因此，系統訓練

十分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