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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分析結果與討論分析結果與討論分析結果與討論分析結果與討論 

     Salmon (1988)在討論到教師的心理時，認為教學的意義「不同於只是

傳遞知識的包裹，而是試圖去分享你自身認為有意義的事物。」因此教師與

其教學是不能分割的。Williams & Burden (19997)也指出「教師之間的差異

不單單是好、壞或是有能力、沒能力的問題，因為每個教師都是獨一無二的。...

沒有兩個教師或是兩個教學環境是相同的。」教師在課堂上所進行的偏誤改

正不但牽涉到教師信念與教師行為之間的互動，而且許多看似不明顯的因素

例如整個課堂的氣氛、教師與學習者之間的默契以及學生的反應再再都影響

了教師在瞬間所做出的決策，為了完整地呈現每位教師的信念、行為及課堂

教學效果之間的關係，在本研究中單獨呈現個別個案的分析結果是必要的。 

     而在本研究中，每個個案的寫作並非依照傳統的敘事方式，而是遵循

一系列的問題進行回答，這樣的寫作方式常見於多重個案的報告(Yin , 

2003)。這樣的寫作方式雖然可能限制了研究者的發揮空間，但卻能清楚地

呈現出每個個案的情形。在第三章中，我們根據課堂偏誤改正流程提出了四

個階段的分析架構，本章第一節到第四節也將依照此架構中所涵括的一系列

問題，來呈現個別個案的分析結果。第五節將綜合四位教師的資料進行跨個

案的分析，進一步地探討教師行為、教師信念與教學效果三者之間的關係。 

第一節 個案一 

     T1 的班是早上八點的課，研究者帶著攝影機進入教室時，學生均已坐

定，準備開始今天的語言「操練」。說是操練並不為過，因為 T1 的教學流

程得相當精密，除了要求學生預習當天的教學內容之外，教師也將每個階段

的教學內容，例如當課生詞、搭配詞、當課語法等等，均以 powerpoint 的

形式呈現、教師能準確地掌控教學的流程與使用的時間，其用心令研究者印

象深刻。然而在這麼緊湊的節奏下，教師亦在進入正式的教學內容前，花些

許時間以閒聊的方式了解學生最近的生活，或學習上是否有任何問題。因此

班上的氣氛顯得相當融洽，T1 私底下還跟研究者透露，平常上課最常遲到

的韓國學生，聽說要錄影，硬是起了個大早，趕在八點前踏進教室，免得讓

老師沒面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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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錄影期間，這個班的教學主題是與政治相關的內容，不管是詞彙或

延伸討論的內容較不容易引起學生的興趣，但是大部份的學生還是依照教師

的要求做好了預習的工作。在這個班，學生必須先自行預習課文及生詞內

容，在上課時教師不做領讀的工作，而是以自行設計的提問來引導學生使用

當課的生詞及句型回答教師的提問。 

     在直接觀察時，研究者也注意到 T1 在不同的教學階段中角色的轉換非

常明顯。在課堂一開始與學生閒聊的暖身階段，T1 與學生的對話類似於一

般母語者與非母語者間的閒談，例如討論學生週末的活動，或是學生在台灣

所觀察到的一些選舉現象，此時，若學生的話輪中出現偏誤，T1 傾向於忽

略學生的偏誤，而專注於學生所要表達的內容。 但是在進入正式的教學內

容時，T1 馬上恢復教師的身份，師生間的互動均以當課的子題為主軸來進

行，T1 改正偏誤的次數也明顯地增加。 

     透過課堂語料的分析，得出 T1 在課堂中進行偏誤改正的大致情形。在

2 個小時的課堂中，學生的話輪總數為 636 個，其中有 185 個話輪是有偏誤

的話輪，偏誤的發生率為 29.0%。在所有有偏誤的話輪中，T1 改正了 142

個，佔所有偏誤話輪的 76.7%。而在教師改正的偏誤中，成功修復的偏誤有

92 個，修復率為 64.6%。如表四-1 所示。以上所呈現的是 T1 於課堂中改正

學生偏誤的概況，接下來要進一步呈現 T1 對不同類型的偏誤所做的改正。 

表四-1 T1 課堂偏誤改正情形 

 
學生話輪總數 

偏誤發生 

(偏誤發生率) 

教師改正 

(改正率) 

偏誤修復 

(修復率) 

次數 636 185 142 92 

(比率)  (29.0%) (76.7%) (64.6%) 

     在本研究中，將學生於課堂上所發生的偏誤分為四種類型，分別是語

音、詞彙、語法及語意。在 T1 的課堂中，語音偏誤發生的次數最多，佔所

有偏誤的 51.89%，其次是語法及詞彙的偏誤，最少的是語意的偏誤。然而，

T1 的改正率最高的是語意偏誤，其次是語法及詞彙的偏誤，最低的才是語

音的偏誤，如表四-2 所示，由此看來，在教師決定是否改正偏誤時，偏誤

的類型是一個相當關鍵的因素，對不同的語言形式，T1 所要求的正確度也

不同。而語音偏誤雖然是改正率最低的，卻也是修復率最高的，意為相對於



初級華語課堂教師進行語言偏誤改正教學方式之個案研究 

 

 50 

其他類型的偏誤，T1 針對語音偏誤所提供的正確範例是學生最容易覆述

的，或是教師針對語音偏誤所提供的相關資訊是學生最易於理解的。 

表四-2 T1 課堂中不同偏誤類型的改正及修復情形 

偏誤類型 語音 語法 詞彙 語意 小計 

偏誤發生次數 

(次數/總偏誤數) 

96 

(51.89%) 

37 

(20%) 

36 

(19.45%) 

15 

(8.10%) 

185 

(100%) 

教師改正次數 

改正率 

65 

(67.70%) 

30 

(81.08%) 

32 

(88.88%) 

14 

(93.33%) 

142 

(76%) 

偏誤修復次數 

修復率 

53 

(81.53%) 

14 

(46.66%) 

16 

(50%) 

9 

(64.28%) 

92 

(64.78%) 

*改正率=教師改正次數 / 偏誤發生次數；修復率=偏誤修復次數/教師改正次數 

     以下就進入教師課堂上改正偏誤的四個階段，對 T1 的改正行為及相關

的種種因素做更深度的探討。 

一、偏誤發生 

    在學生的話輪出現偏誤時，T1 如何決定是否改正學生的偏誤呢? 從課

堂語料的分析可以看出，T1 的語意偏誤的忍受度不高，因此雖然語意偏誤

出現的次數很少，但 T1 幾乎到了「有錯必糾的地步」。而這樣的語意偏誤

通常發生的情況是學生答非所問，所以教師要求學生再次提供正確的內容。 

     若單就偏誤的語言形式(語音、語法、詞彙)而言，顯而易見的是 T1 對

語法跟詞彙的正確度的要求標準高出語音許多。訪談過程中，在談到不同語

言形式在課堂上所佔的比重時，T1 如此表示： 

 

在初級語音是比較重的，在中級是語法，在高級是詞彙。...視華二應該是初

中級，所以還是在語法，我會花比較多時間在語法上。...因為中級還在建構

一些形式的階段。...因為我們這堂課主要是課文，我進行通常是文法然後跟

生詞搭配，  所以重心放在文法教學跟內容...。(訪談記錄 1) 

     由此看來，因為 T1 所認知的教學重點在文法跟生詞的搭配上，為了讓

學生正確地使用文法及生詞，自然加強對此語法及詞彙偏誤的改正。此外，

T1 也提到在進行改正時，她不單單著眼於引起偏誤的學生，同時也會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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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偏誤對其他學生的影響，T1 認為語法偏誤對全體學生的影響高過於語音

的偏誤。 

 

...我會先糾語法，因為語音常常是個人的，但是語法在這一課還沒鞏固的，一

定要快糾，要不然別的學生會以為這樣也可以。有的人甚至會寫下來，就糟糕

了。(訪談記錄 2) 

     T1 認為語音是個人的，這樣的信念也反應在教師對不同學生存在著不

同的改正標準，例如在語音偏誤發生時，T1 會視引起偏誤的學生是誰，然

後就教師對該學生的了解而決定是否改正。例如在談到改正語音偏誤時，

T1 舉班上的一名西班牙學生為例。 

 

像我們班的西班牙學生，如果他聲調很不穩是糾不來的，如果你糾他太多的音

對他的表達沒有幫助。...我問過他本人的意願，他聽寫寫得出來，他記得那

個音應該發幾聲，可是發不出來，像這樣我就不會糾他。(訪談記錄 3) 

    而除了以上種種因素的考量以外，T1 決定是否進行改正的另一個因素

是改正的時機。在語言課堂上，教師面臨的一個兩難的問題就在於應該讓學

生完整地表達還是讓學生正確地表達呢? 在談到何時應該打斷學生的話輪

進行改正時，T1 的回答是： 

 

有點隨機，如果他講的詞不清楚，已經游移了，我會馬上幫助他，或別的同學

已經露出不知道他在講什麼的時候，我會馬上打斷他，如果現在練語法，但語

音出了小錯，我就不打斷他，如果打斷他，他會忘了他講什麼。(訪談記錄 4) 

     T1 認為何時改正學生的偏誤，是隨機選取的，但是從 T1 的敘述中也

可看出，T1 主要是就學生的反應來決定改正的時機。就 T1 的表現看來，單

單是偏誤發生的階段，在教師的腦海所進行的決策過程已經是相當驚人的

了，然而在問及 T1 在決定是否改正時是否有任何依循的標準，T1 毫不猶豫

地回答「沒有」。 

 

沒有，有時候可能有的錯我沒聽到。有時候打斷也是很難，但他講完以後我又

忘了，就會沒糾到，就是我也意識到他的錯，但是我也不記得。(訪談記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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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現象，研究者在直接觀察中也注意到了，「教師若未在偏誤發生的

當下改正，等學生整句表達之後，改正的重點似乎偏向於句末的偏誤。」(觀課記

錄 1)。意即若話輪中出現多個偏誤，但 T1 並未立即打斷，則在學生完整表

達之後被改正的偏誤是最後出現的偏誤，然而最後發生的偏誤不一定是最有

改正價值的，有時中間略過的偏誤是更重要的偏誤。 

     從上面的敘述看來，雖然 T1 能清楚而明確地闡述自身對課堂偏誤改正

的信念，但是在實際改正偏誤時卻無法達到預期中理想的狀況，這樣的現象

反應出了 T1 對課堂偏誤改正的信念與實際行為之間存在著一個差距。在實

際的課堂偏誤改正中存在著模糊的地帶，即教師想改正卻沒改正或是教師應

該改正卻沒察覺到。而這樣信念與實際行為之間的對教學的效果會有什麼影

響呢? 接下來，討論教師實際改正偏誤的方式。 

二、教師改正 

     在課堂中T1傾向用什麼樣的方式改正學生的偏誤呢? 在分析轉寫的課

堂語料後，統計出 T1 一共進行了 142 次的改正，其中 107 次使用的是重述

策略，佔整體改正策略的 75.35%，再加上顯式改正策略(4.22%)，T1 以直接

提供正確範例的方式所進行的改正有 113 次，佔整體的 79.57%。而形式協

商策略(包括要求澄清、元語言反饋、誘導及重覆)的使用相當少，僅佔

20.42%。如表四-3 所示。 

表四-3 T1 所使用的改正策略類型及其修復狀況 

 顯式 

改正 

重述 要求 

澄清 

元語言

反饋 

誘導 重覆 小計 

使用次數 6 107 4 9 10 6 142 

修復次數 3 74 2 3 7 3 92 

修復率 50% 69.15% 50% 33.33% 70% 50% 64.78% 

     由上面的分析結果可以看出，T1 在改正學生偏誤時，主要的方式是重

述學生的句子，但將句子中出現偏誤的部份刪去或修改，直接提供學生正確

的範例，但不明白指出偏誤的發生。而在談到什麼樣的策略能有效地改正偏

誤時，T1 也清楚地表示出自己對重述策略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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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有很多種，覆述是一種，還有你讓他自己去改正也是一種，可是課堂中大

部份都用覆述的，要不然可能你講完了，比較敏感的學生會懂，可是有些學生

不懂。我覺得課堂中覆述會比較容易了解，而且別的學生也會注意我在注意這

個學生的錯，其實你改一個學生別的學生也在學。...我覺得覆述是一種有效

的糾錯。(訪談記錄 6) 

     而從語料的分析結果看來，T1 所謂的「覆述」也就是本研究中所謂的

重述策略。從 T1 的敘述看來，T1 同時肯定直接提供正確範例或間接提供資

訊的改正方法，但就是否能讓讓學生易於理解而言，T1 認為直接提供正確

範例的改正，學生比較容易注意，也比較容易理解教師所期待的正確形式是

什麼。這樣信念與 T1 課堂的語料分析的結果是一致的。 

     而在之前的研究中，對於學生是否容易注意到教師所使用的重述策略

有兩極化的結論，但卻都肯定重述策略的優點在於重述策略是最不容易造成

溝通中斷的改正方式，換言之對學生所要表達的內容所造成的干擾是最小。

而 T1 大量使用重述策略，使得課堂的互動能維持原有的節奏。 

     除了以口頭的方式改正學生的偏誤之外，T1 也使用其他非語言的方式

來輔助，常見的有在改正語音偏誤時以手勢示意正確的調值、或以唇形示意

正確的發音方法。在改正詞彙偏誤時，會輔以板書的使用，板書的功能有二，

一是補充學生未學過的詞彙，二是提供視覺的輸入，喚起學生對該詞彙的記

憶。若改正的內容為當課的生詞或語法，T1 也會同時指向牆上的投影內容，

讓學生能更快速地理解教師所要改正的內容。因此，T1 在改正偏誤時常常

不只是使用單一策略改正，而常常是輔以非語言的改正方式。 

     對於非語言策略的改正方式，T1 亦抱持相當肯定的態度，在接受訪談

時，T1 提到自己過去觀課的經驗，在該課堂中教師所使用的非語言改正方

式令她印象深刻。 

 

在明德時觀察一些老師上課，像糾音我看過一個老師，學生說錯，她就(拍兩

下白板)，然後學生就很快地自己改了過來，我覺得效果非常好。可是短的句

子比較容易覺察到，但是中級剛說了兩三個句子，你讓他自己想，他也不知道

自己哪裡錯。(訪談記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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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面的敘述可以看出，T1 雖然肯定以間接提供資訊的方式來引導學

生修復偏誤，但是 T1 對學生所抱持的信念是，對中級學生來說，要在較長

段的敘述中去理解甚至是處理自身所引起的偏誤是有困難的。由此看來，

T1 在改正偏誤時，除了會就自己所了解的學生特質來判斷如何改正以外，

同時也受到自身對學習者所抱持的信念影響。就如同建構主義所主張的，在

教學的過程並非教師單方面的給予，教師同時也透過學生所反饋的內容在建

構自己對教學內容、教學方式甚至是這個世界的認知。下面，就來看看學生

如何回應教師的改正。 

三、學生回應 

     在教師改正學生的偏誤後，學生完整回應、簡單回應或不回應並不代

表學生已經習得或未習得教師所改正的內容，但如同在第二章所討論的，偏

誤改正的功能之一在於引起學生注意到目標語的正確形式，若學生能正確而

完整地回應教師的改正，就表示學生已經注意到教師所提供的正確範例。因

此在本研究中，我們進一步分析學生對教師改正的回應情形，以此做為判斷

改正效能的依據。 

     表四-3 呈現出 T1 改正後，不同改正策略對偏誤的修復狀況。T1 課堂

整體的偏誤修復率是 64.78%。其中修復率最高的是誘導策略(70%)，其次就

是重述策略(69.15%)。然而因為誘導策略出現的次數相當少(僅 10 次)，很難

依此判斷其修復能力。而 T1 使用重述策略的修復率與 Lyster & Ranta(1997)

的研究結果(27%)相較，高出許多，較接近 Ellis et al (2001)的研究結果

(75.3%)。在討論了 T1 課堂中的偏誤改正效果之後，接下來要討論教師如何

感知學生的回應。 

     T1 表示在改正之後，會確認學生是否已經注意到所改正的內容，而確

認的方法即是要求學生重複方才改正的內容。 

 

我會要求他再說一次，我會去意識他有沒有被我糾到，通常如果他重複能夠重

複對，就表示他知道。如果小句子，就讓他重覆那個小句子，他們通常會自己

想，然後再說，看他們眼神轉一下，你大概知道他們在想。(訪談記錄 8) 

    然而，學生能夠重複教師所改正的內容並不意味學生理解了教師所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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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目標，因此研究者再次詢問教師如何確認學生不是無意識地在重複。 

T1 明確地回答了這個問題，T1 認為從學生的表情，及複述的速度可以判斷

出學生對改正的理解程度。 

 

一方面可以從表情看出來，有的人跟人家說的，會說得斷斷續續的，所以說覆

述第二次、第三次的時候要讓他們的速度跟上來。有時候他們都懂意思，可是

他們的舌頭還沒熟練，所以要再說。...一旦他們慢下來他們就會拖，這樣一

方面語速不自然，二方面表示他不夠熟練，所以複述有時候有點枯燥，可是就

像之前有人說雖然 drill 很枯燥，但是能不能 drill 進去是一種技巧。(訪談

記錄 9) 

     從上面的敘述中可以看出，在 T1 的偏誤改正信念中除了追求正確的語

言形式外，還有另一個目標，那就是讓學生能以自然的語速來表達，這樣的

觀念在另外三位教師的訪談及觀察中並沒有出現。而對「語速」的要求也明

顯地表現在 T1 的課堂上，因此研究者在課堂觀察中也察覺了此一現象，在

觀察筆記上紀錄著「T1 在要求學生覆述時有時會跟學生一起覆述，來維持學生

的語速，有時則以手打拍子，來加快學生的語速。」(觀課記錄 2)。由此可看出，

T1 在課堂上所呈現的教學方式，背後有一明確的信念支持，因此雖然 T1

也明白要求學生覆述教師所提供的正確範例可能讓學生感到枯燥，但是 T1

因為相當肯定要求學生覆述所能發揮的功用，因此在課堂上明確地執行「強

化」的步驟。 

四、教師強化 

     上面談到 T1 在改正之後，會要求學生覆述改正的內容，來確認學生已

經理解了改正的內容。教師實際的做法如何呢? 從課堂的語料中，統計出

T1 強化的次數共 24 次。而 T1 進行強化的情形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偏誤是

由原來引起偏誤的學生所修復的；另一種是偏誤是由同儕修復的。 

     在第一種情況中 T1 強化改正效果的方式有兩種。第一種是教師在學生

修復偏誤之後，拋出了延伸的問題，確認學生對改正內容的理解是否正確。

如例四-1，學生對「誤會」一詞使用錯誤，T1 以重述策略改正，學生也做

出理解反應。之後，T1 再拋出「什麼是誤會呢?」這樣的問題，來檢視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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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誤會」一詞的理解。然而這樣的強化方式在語料中是很少見的，因為這

樣的強化方式很容易讓師生的溝通偏離原來的主題。 

 

例四-1 S： 因為那時候我對她誤會了 

 T： 我誤會她了 

 S： 我誤會她了 

 T： 什麼是誤會呢 

 S： 我想的跟他的想的不一樣 

     第二種強化方式是合唱。在修復偏誤之後，T1 常以手勢示意全體學生

一起覆述改正後的內容。如例四-2 中，T1 領讀生詞「政治」，S1 跟讀時，

「政」出現語音偏誤，T1 以顯式改正策略「不是 zhong4」直接指出偏誤的發

生，同時提供正確的範例「政治」，之後 S1 覆述 T1 改正的內容，修復了偏

誤，隨及 T 再示範一次正確的範例，並以手勢示意全體學生一起覆述。 

 

例四-2 T ： ....來，政治 

 S1： zhong4zhi4 

 T ： 不是 zhong4，政治 

 S1： 政治 

 T ： 很好，政治(手勢) 

 SS： 政治 

     而在偏誤由同儕修復的狀況中，T1 會先讓學生輪唱，最後回到原來引

起偏誤的學生，確認學生已經理解教師的改正之後，再讓全體學生合唱。如

四-3 中，S1 引起了語音偏誤，T1 以顯示改正策略指出偏誤的發生，並且示

範正確的範例之後，T1 將話輪交給其他學生，由其他學生修復偏誤，並輪

流重覆改正的內容，最後回到 S1，由 S1 重覆一次改正的內容，確認 S1 修

復了原來的偏誤之後，T1 以手勢示意全體學生再覆述一次。 

 

例四-3 S1： 候 xuan2ren2 

 T： 不是候 xuan2ren2，候選人(聲調手勢） 

 S： 候選人(指定幾個學生念，最後回到 S1) 

 T： 很好。(合唱手勢) 

 SS： 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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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 進行這樣「操練」形式的強化步驟，除了確認學生是否理解改正的

內容之外，是否還有其他用意呢? 在訪談時，研究者特別就這個問題請教了

T1。T1 提到了她對強化抱持如此肯定的信念，一方面是因為在教學經驗中，

曾有其他教師給予這樣的建議，此外也透過自身學習日文的經驗印證了這種

強化方式的效果。 

 

我以前發生過這樣的例子，就請 A 再說一次，B再說一次，然後全班一起說。

但是後來別的老師給我建議，你無論如何一定要回到那個學生，讓他再確認一

次，我覺得這樣非常有效。而且我自己學日文，日文老師也用這個方法，我就

發現有時候你自己講半天講不準，老師已經重覆兩三次你也講不準，他讓全班

來，一個一個。輪到你的時候又多聽了好多次，我覺得很有效。當然不可能做

到百分之一百，但至少可以改正他自己，他知道有問題，而老師在努力，同學

也在努力，他會意識到。」(訪談記錄 10) 

     由 T1 的敘述看來，T1 認為偏誤改正除了幫助學生能更正確地使用目

標語的語言形式之外，另外一個重點在於，讓學生能體會教師跟同儕之間求

好的心情，進而激勵自己追求更好的表現。這也就是 Annett(1969)所認為的

教師反饋應具有刺激的功能，雖然針對課堂偏誤改正所做的研究顯少談到這

個部份，但在 T1 的信念中是確實存在的。 

    以上，就課堂偏誤改正的流程中的四個階段，討論了 T1 實際的改正行

為、其行為背後所抱持的信念及學生的反應情形。接下來，要討論的是第二

位教師的課堂。 

第二節 個案二 

     T2 的教學年資雖然不長，但其教學是相當受到肯定的。研究者在詢問

T2 是否能進入課堂錄影時，一開始 T2 顯得有點為難，因為最近已經安排了

兩組人員到課堂上進行教學觀摩，這兩組人員都是華語教學相關系所的學

生，一組是透過師大國語中心安排的教學觀摩，另一組是該校教師直接與

T2 連絡的。T2 擔心太密集的觀課活動，可能會讓學生有負擔感。此外，因

為 T2 的教室是比較小型的教室，研究者很難在不影響學生的情形下觀課，

因此在 T2 詢問學生的意見之後，最後討論出來的辦法是研究者不進入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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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課，只進行課堂錄影的資料收集，以求將研究對課堂教學活動可能造成的

干擾降至最低。 然而，在第一次課堂錄影的過程中，因為攝影機發生問題，

被迫中斷資料的收集。所幸 T2 及該班學生均樂意配合進行第二次的錄影，

第二次錄影時該班的進度為第十課，看球賽。T2 也表示這個主題比較貼近

學生的真實生活，因此可以觀察到比較豐富的互動情形。 

    而因為無法直接觀察 T2 課堂教學的進行，因此在錄影後，研究者多次

反覆觀看錄影資料，並仔細紀錄特別值得注意的改正情形。觀看過程中讓研

究者相當印象深刻的是，在 T2 的班上，學生提問相當踴躍，學生的學習不

是處於被動的接受者的角色，而是主動地發掘問題。例如有一次，T2 在與

S1 互動時，S4 對 T2 說明的內容有疑問，便立刻發問。 

而在 T2 的課堂中，除了師生互動活絡之外，學生與學生之間的互動也

相當頻繁，T2 在接受訪談的時候也提到「這個班是老同學了，所以感情很好。」

(訪談記錄 11)。為了更進一步了解課堂中的氣氛，研究者除了觀看錄影資料之

外，也把握每次進入課堂架設攝影機或更換帶子的機會觀察學生言談與活

動，而該班學生也會主動與研究者聊天，讓研究者感覺到在這個課堂中，學

生的角色是非常鮮明的。 

     跟 T2 正式訪談的時間，安排在 T2 上課之前的一小時。在接受訪談時，

T2 的語調輕柔，讓人覺得很親切，而 T2 也不厭其煩地回答研究者提出的每

個問題，有時還問研究者「這樣回答到了嗎?」。在整點的鐘響時，離 T2

上課的時間只剩十分鐘，研究者感到時間的壓力，因為再訪談下去 T2 就完

全沒有休息的時間了，因此研究者便請 T2 先去上課，若有其他的問題，會

再去 T2 的辦公室請教 T2，而 T2 也非常主動地問「你還需要多少時間?」、

「要不要約我下課以後的時間呢?」、「如果你還有問題，隨時來找我。」(訪談

記錄 12)，讓研究者非常感動。 

     T2 的教學風格一如其人，有條不紊，即使整點的下課鐘響了，T2 還是

不慌不忙地把正在進行的教學內容做很好的處理之後，才讓學生休息，因此

有幾次研究者準時在下課鐘響時到達 T2 的教室，但還在教室外等 T2 將該

時段的教學活動結束，才能在學生們休息的時間進入課堂換帶子。在課堂教

學中，T2 也總是不急不忙地仔細處理每個環節，例如生詞的領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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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耐心地處理學生所提出的每一個問題。 

     T2 的學生在上課之前會先在家看該課的 VCD，預習生詞及課文內容。

在上課之前，由一名學生將當天要教的生詞先寫在白板上。一開始上課，

T2 就生詞與學生討論，由學生就預習時所發現的問題提問，同時 T2 補充與

生詞相關之用法。之後 T2 領讀生詞，在領讀時，研究者觀察到 T2 會不時

地提供常與該生詞搭配出現的詞，以短句的方式呈現，並要求學生覆述，因

此在訪談時，研究者向 T2 請教了這個部份。T2 表示她習慣以短句來呈現生

詞，這樣的做法可以幫助學生辨識生詞的詞性並熟悉生詞的用法。 

...我從以前就有個習慣，生詞的部份我會給他們幾個短語，比方說如果是 SV，

我一定會用很，比方說好看、很好看。我會用短語的方式讓他們去辨識它的詞

性，比方說牽涉到介詞的時候，例如關係，我就會說有關係，跟他有關係。(訪

談記錄 13) 

     生詞討論完之後，T2 發下講義，講義的內容為該課課文的大綱，T 就

大綱中的內容進行提問，並與學生討論，確認學生對課文內容的理解是否正

確。最後進行的是語法的教學，T2 先將該課重要的語法或句型抄寫於白板

上，以便學生在練習語法時可以參考，然後 T2 提問，並引導學生以白板上

的句型回答。 

     那麼在 T2 的課堂中，偏誤改正的情形如何呢? 在分析 T2 課堂的語料

後，統計出學生的話輪總數為 534 個，其中 179 個話輪出現了偏誤，偏誤的

發生率為 33.5%，意即約三分之一的學生話輪是有偏誤的話輪。而在所有的

偏誤話輪中，教師改正了 133 個，改正率為 74.3%。改正後，有 73 個偏誤

得到了修復，修復率為 54.8%。如表四-4 所示。 

表四-4 T2 課堂偏誤改正情形 

 
學生話輪總數 

偏誤發生 

(偏誤發生率) 

教師改正 

(改正率) 

偏誤修復 

(修復率) 

次數 534 179 133 73 

(比率)  (33.5%) (74.3%) (54.8%) 

    在 T2 所改正的偏誤中，詞彙偏誤跟語法偏誤的改正率都非常高，均達

96%，而發生次數最多的語音偏誤，改正率只有 61.81%，顯示在四種偏誤

類型中，T2 對語音偏誤的接受度高於對其他類型偏誤的接受度。T2 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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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誤類型的改正及偏誤修復情形如表四-5 所示。而在 T2 進行改正後，修復

率最高的是語音偏誤，最低的是語意偏誤。接下來，要詳細地討論 T2 在課

堂上改正偏誤的情形。 

表四-5  T2 課堂中不同偏誤類型的改正及修復情形 

偏誤類型 語音 語法 詞彙 語意 小計 

偏誤發生次數 

次數/偏誤總數 

110 

(61.45%) 

27 

(15.08%) 

30 

(16.75%) 

12 

(6.70%) 

179 

(100%) 

教師改正次數 

改正率 

68 

(61.81%) 

26 

(96.29%) 

29 

(96.66%) 

10 

(83.33%) 

133 

(74.30%) 

偏誤修復次數 

修復率 

49 

(72%) 

8 

(30%) 

14 

(48%) 

2 

(20%) 

73 

(54.88%) 

*改正率=教師改正次數 / 偏誤發生次數；修復率=偏誤修復次數/教師改正次數 

一、偏誤發生 

    當學生的話輪中出現偏誤時，T2 如何決定是否進行改正呢? 在談針對

這個班的教學重點時，T2 認為按照這個班的程度，教學的重點在於語法及

詞彙。但 T2 也強調了改正語音偏誤的重要性，而且 T2 體認到語音偏誤是

課堂中最容易改正的偏誤類型。 

 

...視華二就著重在語法跟詞彙上，...現在這個班語音我還是會糾，我覺得語

音要不停地糾下去，可能比重稍微降低一點，可能會偏重在語法跟詞彙上，可

是語音還是要糾，不管他程度多高，而且語音是最直接最好改的。(訪談記錄

14) 

    T2 為什麼對語音偏誤的改正抱持如此樂觀態度呢? 在談到聲調對西方

學生來說是不是一個難點時，T2 認為聲調並不是學習中文的過程中最困難

的部份，若在以中文為母語的環境中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語音是可以改

的。而若連母語者的語音都可以改，那就沒有所謂化石化的問題了。 

 

...發音跟聲調，如果學到一種境界是可以改的，因為連母語者都可以改，所

以學生也可以改。(研究者：你覺得在初級的時候反而比較難改嗎?) 不是說聲

調難改，而是可能要很長時間，你要在這個環境中的時間很長。(訪談記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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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T2 之所以如此強調語音偏誤的改正與其自身學習語言的經驗有

關，T2 以自己過去學習英文的經驗為例說明語音的重要性。「我自己在學英

文的時候，如果我發音不好就不好意思說。」(訪談記錄 16)。然而，即使 T2 對

語音偏誤抱持如此重視的態度，但 T2 在課堂上所進行的改正並未受此信念

影響而改變，意即在 T2 的課堂中，語音偏誤的改正率並未高於語法及詞彙

偏誤的改正率。可是在 T2 的認知中，卻覺得自己所改正的主要是語音跟詞

彙的偏誤。「偏誤改正很重要，可是我覺得我糾的大部份是語音跟詞彙，我覺得

語法不是那麼容易改。」(訪談記錄 17) 

     然而，對照訪談語料及課堂語料時發現，T2 所陳述的信念與實際的課

堂行為並不完全相符，從表四-5 可以看出，就改正的次數而言，語音偏誤

的改正的確高出其他偏誤類型許多。但 T2 對語法偏誤及詞彙偏誤的改正不

論是改正次數或是比例都相當接近，而不是如 T2 所陳述的偏重於語音及詞

彙的改正，這反應出了 T2 並未完全意識到自身在課堂上針對學生偏誤所進

行的改正。然而，就偏誤改正的效果而言，就如 T2 所認知的，相對於語音

偏誤及詞彙偏誤的改正，語法偏誤的改正不是那麼容易。 

     此外，在談到改正的判斷標準時，T2 談到了在不同的課堂活動中，所

改正的重點也不同。T3 以語法練習及報告兩種不同的活動來說明，在要求

語言形式正確的活動中，T3 對語音、詞彙的正確度要求較高，而在重視流

暢度的口頭報告時，為了讓學生完整地表達，T3 僅就會造成誤解或無法理

解的偏誤進行改正。 

 

我覺得要看什麼樣的活動，如果現在是在練習語法的話，可能發音我會改，詞

彙我會改。但如果他在說段落層次的話，比方說在報告的時候，發音我可能挑

重點改。(研究者：立刻改嗎?) 立刻，可是我不會打斷很多次，如果是外國腔

就算了，至少是大家聽得懂、很流利的，我可能就略過，可是如果造成誤解，

或是我聽不懂那一句，我可能要求他再重述。(訪談記錄 18) 

     然而，因為本研究所觀察的課堂以要求語言形式正確度的課堂為主，

所以無法比較出在兩種不同的課堂活動中，教師改正標準是否有所不同。接

下來要分析教師改正學生偏誤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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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改正 

     T2 如何改正學生的偏誤呢? 首先，課堂語料的分析結果顯示出，在 T2

的課堂中，出現次數最多的改正策略是重述策略，佔整體改正的 72.93%，

亦即，T2 會重覆學生有偏誤的句子，但刪去或修改偏誤的部份，以直接提

供正確範例，來修復所發生的偏誤。在重述策略之外，T2 所使用的形式協

商策略(包括要求澄清、元語言反饋、誘導及重覆)共計 28 次，佔 21%左右，

顯示出 T2 並不常使用協商的方式引導學生修復偏誤。 

表四-6  T2 所使用的改正策略類型及其修復狀況 

 顯式 

改正 

重述 要求 

澄清 

元語言

反饋 

誘導 重覆 小計 

使用次數 8 97 7 7 10 4 133 

修復次數 2 60 2 4 4 1 73 

修復率 25% 61.85% 28.57% 57.14% 40% 25% 54.88% 

     然而，在訪談中，T2 談到自己改正學生偏誤的方式，T2 認為自己會問

學生對不對(元語言評論)或直接表示自己不了解學生的語意，讓學生再重新

敘述一次(要求澄清)。 

 

有的時候我就問學生這個句子對不對，有時候我聽不懂他意思的時候，就看別

的學生反應怎麼樣，我聽不懂就說不懂，然後他會再說一次他的意思。(訪談

記錄 19) 

     如同 T2 所敘述的，T2 在溝通真的發生中斷時(教師或同學無法理解學

生表達的內容)，才會使用要求澄清策略，這樣的作法類似一般母語者與非

母語者的溝通。學生引起的偏誤若尚在教師可以理解的範圍內，通常 T2 不

會刻意使用要求澄清策略，而是採用重述策略直接改正。因此雖然 T2 認為

自己通常以要求澄清的方式，引導學生修復偏誤，然而，在 T2 的課堂中，

學生的表達會讓教師或同學無法理解的情況並不多，因此 T2 使用要求澄清

策略的次數也相對地少。對照 T2 的課堂語料分析與訪談的語料，可以發現

T2 對自己在課堂上改正偏誤的認知與實際的行為是有落差的，T2 並未意識

到自己使用了大量的重述策略，由此看來 T2 在課堂上所進行的偏誤改正，

有時是習慣性的，而非有意識地改正。 



第四章  分析結果與討論 

 63 

三、學生回應 

     從表四-6 可以看出，在 T2 改正之後，有 54.88%的改正可以成功地修

復學生的偏誤。就偏誤的語言形式類型而言，語音偏誤的修復率最高，其次

是詞彙偏誤，再者是語法偏誤。而就改正策略而言，偏誤修復率最高的是重

述策略(61.85%)，亦即在 T2 的改正中，重述策略是最有效的方法，其次是

元語言反饋(57.14%)及誘導(40%)策略。如表四-6 所示。 

     除了數字所呈現結果之外，如同在之前研究者提到的，在 T2 的課堂

上，學生的角色非常鮮明，常常主動發問或回答教師的提問。此外，T2 也

重視讓學生發揮的空間，在談到教師所扮演的角色時，T2 認為教師的角色

應該類似於導演的工作，課堂中教師的話不必多，應該儘量把話輪轉移給學

生，讓學生去嘗試新學的詞彙及語法。 

 

我覺得應該是像導演吧，老師說的話越少越好，學生說的話越多越好，你要用

很精簡的語言、很短的句子，以不浪費課堂上的時間為主，然後讓他們可以去

應用新學的詞彙、語法。(訪談記錄 20) 

     而這樣的信念，除了明顯地表現在 T2 的課堂教學上，同時也影響了學

生對 T2 改正的回應，在 T2 的課堂中，教師改正後所得到的回應是多方的，

意即回應教師改正的學生不只是原本引起偏誤的學生，也不一定只有單一學

生，而可能是多個學生。此外，T2 也提到，這個班的學生感情很好，所以

同儕之間常常互相幫忙改正或修正對方所引起的偏誤。 

 

我們班的學生很愛幫忙，『喔，他的意思是什麼什麼。』學生就會這樣子說。...

我們班的學生常常會用錯詞彙，比方說外婆跟老婆，其實大家都聽得出來，所

以會幫忙改他的詞彙，這一班會，有的班不會，因為同學感情不夠好，這個班

因為是老同學，所以他們敢改。(訪談記錄 21) 

     然而，這樣「互相幫忙」的情形使得教師的改正與偏誤的修復之間呈

現出複雜的關係。在例四-4，T2 進行 「要不是...早就...」的句型操練後，

S1 請 T2 再示範 「早就」的用法，而在 S1 發問時，話輪中出現了語音偏誤，

T2 以重述策略示範 「早就」的正確語音，S1 覆述了教師所提供的範例，

成功地修復了偏誤。之後，T2 並不直接回答 S1 的問題，而是試著引導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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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 「早就」的用法，在 S1 第一次的嘗試中出現了偏誤，T2 以要求澄清

策略，示意學生偏誤的發生，然而回應 T2 改正的並不是原來引起偏誤的學

生，而是 S5，可是 S5 的嘗試出現了第二個偏誤，T2 以重述策略提供正確

範例，但回應 T2 改正的確又是另外一個學生，S2，而 S2 的回應又偏離了

T2 原來針對 S5 所要改正的內容，而且形成了第三個偏誤的話輪。最後 T2

以重述策略提供了兩個正確範例，並要求全體學生一起覆述。但從語料中無

法得知這 S1、S2 跟 S5 如何理解 T2 最後的改正，因此很難判斷出教師的改

正對偏誤的修復效果如何。 

 

例四-4 S1： 請你給我 zao4jiu4 怎麼用 

 T ： 早就啊 

 S1： 早就，請你給我一個句子 

 
T ： 

比方說，我今天坐錯車了，我要來師大，可是我坐到 101

去，所以遲到了 

 S1： 要不是我去 tai4pei4101 

 T ： 阿? 

 S5： 要不是我坐那輛.公車 

 T ： 坐錯車，所以要不是我坐錯車  

 S2： 我就準 shi4 了 

 T ： 我就準時來，我早就來了，來，一起，早就來了 

 SS： 早就來了 

     由上面的例子看來，同儕回應時，若沒有成功地修復偏誤，就會增加

偏誤的次數。若是同儕的回應偏離了 T2 原本要改正的內容，就會造成原本

進行的改正被迫中斷，亦即引起偏誤的學生沒有機會回應。在資料的分析

中，這也被視為沒有修復的偏誤，因為無法看出原本引起偏誤的學生是否已

經理解了偏誤的發生及教師所要改正的內容。而在進行數字上的分析時，以

上兩種情形都會降低原來應有的偏誤修復率。 

     由 T2 的課堂中，可以看出若教師對話輪轉換的控制比較弱，意即學生

自由發言的次數多，常常會因為話輪轉換到其他學生身上，而造成教師改正

的中斷，如此一來便影響課堂偏誤改正效率在數字上的呈現。但對課堂偏誤

改正的實際效果有何影響，還需待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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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師強化 

    在 T2 的課堂語料中，總共有 16 次的強化，其中生詞教學 2 次，課文

領讀 3 次，課文討論 6 次，句型練習 5 次，T4 的強化多在課文教學的階段

發現一個特別的現象，在 T2 強化改正的內容時，有時會分為多個層次進行。

如同例四-5，T2 與學生討論課文的內容，S2 的表達出現了詞彙偏誤，T2 以

誘導策略改正，但 S2 並未理解 T2 所要改正的內容，後來由 S5 修復了該偏

誤(同儕修復)，接著，T2 以顯式改正策略再說明一次，同時以兩次合唱的方

式強化學生對正確形式的記憶  

 

例四-5 T ： 他有很多的球迷。再來我們看看十五號選手，他的球技怎

麼樣?  

 S2： 追到球以後 

 T ： 每次 什麼 

 S2： 追到球 

 S5： 搶 

 T ： 不是追喔，是搶(動作)，因為打籃球的時候要搶球，來，一

起，搶球 

 SS： 搶球 

 T ： 搶到球  

 SS： 搶到球 

    在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 T2 所進行的強化有三個層次，第一個是在

偏誤修復後，再次說明。第二次是以動賓詞組的方式呈現(搶球)，第三次回

到原來偏誤的內容，以短語的方式(搶到球)呈現出正確的語言形式。其中再

次針對改正內容進行說明的功用在於確認原來引起偏誤的學生(S2)對改正

內容的理解。而以短語的方式分兩次進行強化則與 T2 的教學習慣有關，因

為 T2 認為這樣的方式有助於學生辨識詞彙的詞性並熟悉其用法。 

     這樣多層次的改正，多出現在該班學生普遍都會發生的偏誤上，如此

細心的處理，也顯示出教師對偏誤改正的重視。 

第三節 個案三 

     T3 是一位相當親切的老師，雖然對於直接觀課及課堂錄影的研究方式

感到些許的壓力，但是 T3 似乎已經習慣這樣的壓力，因為在研究者進入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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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觀課時，班上也有三位由國語中心安排的華語相關系所的學生再現場觀

摩。因此，在研究者誠意地請求之下，T3 同意參與研究，但要求研究的結

果必須以匿名方式呈現。 

     在研究者進入課堂觀課時，T3 的教學主題為休閒活動。T3 首先進行生

詞的教學，在生詞教學時，教師一面提問，一面輔以字卡提示學生用該生詞

回答 T3 的問題。在討論課文內容時，教師先將課文整理出大綱，將大綱板

書在白板上，然後按照大綱段落逐一引導學生發言討論，同時進行語法操練。 

     上課時 T3 總是語調輕柔、面帶笑容，課堂中氣氛顯得相當輕鬆自然，

在第一天觀課時，有一位同學遲到了，T3 也只是笑笑地問「怎麼遲到了」。

而 T3 在提問時，通常會讓學生自由回答，並不特別指定由哪個學生回答，

除非是某些學生發言的次數特別少。總之，T3 對課堂的氣氛力求自然。不

希望讓學生覺得枯燥或有壓力。 

     而這樣的表現與 T3 本身的教學信念有關。T3 認為華語教師的角色類

似於演藝工作人員，華語教師的工作除了語言教學之外，也要注重氣氛的營

造，讓課堂的教學在輕鬆、不枯燥的情況下進行。 

 

教學是一種表演耶，你要表演，讓他們懂這個東西，還要利用表演讓教室的氣

氛不要那麼的，讓學生覺得對這個有興趣，所以用表演的方式，讓學生產生興

趣，覺得有意思，不要那麼枯燥無聊。(訪談記錄 22) 

    研究者在進行訪談的時候也發現，對於訪談時所提到的某些問題，若是

T3 沒想過的問題，或 T3 覺得太難回答了，T3 不會勉強自己回答。例如研

究者詢問 T3 如何處理學生的偏誤時，T3 就直接回答「我不知道。」(訪談記

錄 23)。此外有些問題可能反應出 T3 教學上的疏漏，但 T3 還是毫不掩飾地

據實相告。例如研究者在與 T3 討論課堂轉寫的語料時，研究者針對一個 T3

沒有改正的偏誤，向 T3 請教沒有改正該偏誤的原因。T3 很坦率地回答「可

能沒聽到，或者是可能就讓它過去。」(訪談記錄 24)。當研究者進一步詢問若

能夠再重來一次，會改正這個偏誤嗎? T3 毫不猶豫地說「嗯，因為我覺得它

是個病句。」(訪談記錄 25)。T3 這樣自然而不喜歡被勉強的個性也表現在對

學生偏誤的改正上，下面就來看 T3 課堂中偏誤改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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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課堂語料的分析中得出，在 T3 的課堂中學生話輪總數是 637 個，其

中 232 個話輪出現偏誤，偏誤發生率為 36.42%。在所有有偏誤的話輪中，

T3 改正了 146 個，改正率為 62.93%。T3 改正的偏誤中，有 43 個偏誤成功

地修復了，修復率為 29.45%。如表四-7 所示。 

表四- 7  T3 課堂偏誤改正情形 

 
學生話輪總數 

偏誤發生 

(偏誤發生率) 

教師改正 

(改正率) 

偏誤修復 

(修復率) 

次數 637 232 146 43 

(比率)  (36.42%) (62.93%) (29.45%) 

     在 T3 的課堂中，語音偏誤的發生次數最多，佔整體偏誤的 68.53%，

其次是語法跟詞彙偏誤，最少的是語意偏誤(3.44%)，但教師對偏誤的改正

比例是最高的是語意偏誤(100%)，其次是詞彙偏誤(90.62%)，再其次是語法

偏誤(78.78%)，最低的是語音偏誤(52.20%)，T3 改正了約一半的語音偏誤。

然而在 T3 的課堂中，偏誤的修復率並不高，平均只有 29.45%，意即在 T3

改正之後，僅有 1/3 的改正成功地修復學生的偏誤。就偏誤類型而言，修復

率最高的是詞彙偏誤(37.93%)，其次是語法偏誤(30.76%)、語音偏誤(26.50%)

及語意偏誤(25%)。如表四-8 所示。 

表四-8  T3 課堂中不同偏誤類型的改正及修復情形 

偏誤類型 語音 語法 詞彙 語意 小計 

偏誤發生次數 

次數/偏誤總數 

159 

(68.53%) 

33 

(14.22%) 

32 

(13.79%) 

8 

(3.44%) 

232 

(100%) 

教師改正次數 

改正率 

83 

(52.20%) 

26 

(78.78%) 

29 

(90.62%) 

8 

(100%) 

146 

(62.93%) 

偏誤修復次數 

修復率 

22 

(26.50%) 

8 

(30.76%) 

11 

(37.93%) 

2 

(25%) 

43 

(29.45%) 

*改正率=教師改正次數 / 偏誤發生次數；修復率=偏誤修復次數/教師改正次數 

一、偏誤發生 

     在學生話輪出現偏誤時，教師依循什麼樣的標準來決定是否改正呢? 

研究者在訪談時，詢問 T3 如何決定是否要改正學生的偏誤呢? T3 的回答是

「其實也是隨機啦。」(訪談記錄 26)。T3 認為課堂上的偏誤改正有賴教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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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覺反應，在瞬間做出決定，而這樣的直覺反應是從何而來呢? 研究者進一

步詢問 T3 對課堂教學重點的認知。T3 認為視學生不同的語言程度，有不同

的教學重點，在初級班，課堂教學的重點在於語音聲調，而高級班則是語法、

詞彙、篇章。 

 

可能是階段性的吧，初級班跟高級班不一樣，初級班基礎要打得好，所以語音

聲調很重要。其他程度的班也很重要，可是語音在初級班定型了，就很難改，

所以高級班的語音很難改，改不了也沒辦法，所以語法、詞彙就變得很重要。

(訪談記錄 27) 

     接下來，研究者跟 T3 談到 T3 對該班的看法，T3 認為該班的程度應該

屬於中級的程度，所以課堂上比較重視語法跟詞彙，但是 T3 也提及語音偏

誤的改正，並以兩個發音較有文題的學生為例，她認為改正的效果雖然不盡

理想，但重點是學生對自己的語音偏誤有了自覺。 

語音我也糾，可是因為已經化石化了，如果我一直糾他，他就不用說話了。...

我好幾次跟他(俄羅斯學生)講過他的毛病在哪裡，我覺得好像比較好。捷克學

生我也跟她說過，有時候我發現她比較有自覺，但如果句子一說長還是不太

穩。(訪談記錄 28) 

     就偏誤的語言形式而言，從上面的敘述中可以看出，T3 認為按照這個

班的程度，偏誤的改正應該著重於語法跟詞彙，而語音偏誤雖然也改正，但

改正的效果不大，因為到了這個程度，學生的發音習慣已經定型，很難再改

正。此外，T3 表示她傾向於在一對一的口試時，進行語音偏誤的改正。因

此在課堂上改正語音偏誤的次數較少。而語法偏誤的改正，T3 表示會儘量

改正，詞彙的使用出現偏誤時，她也會儘量改正。這樣的信念與課堂語料分

析結果是一致的。 

     在談改正的時機時，T3 認為改正語音偏誤最好的時機是馬上錯馬上糾，

因為若不馬上改正，學生很難察覺自己所造成的語音偏誤，而語法偏誤的改

正時機則視情況而定。 

 

...有時候不是等他句子講完就糾，有時候他講到這個，還沒講完，只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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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的結束，馬上錯，馬上糾。(研究者：你覺得這樣效果比較好嗎?) 我覺得這

樣不錯，...我覺得馬上糾，他馬上知道錯的是什麼地方，我覺得這個效果還

不錯。可是有時候我等他說完才糾，可是如果是聲調語音馬上糾比較好。(研

究者：為什麼? ) 如果等他說完才糾，他不知道他剛剛說錯了，他不覺得自己

說的有什麼不對，完全沒發現自己說的是奇怪的聲調。(訪談記錄 29) 

     此外 T3 也談到針對不同的學生會採取不同的改正標準，通常若學生的

偏誤不多，T3 會儘量改正，若學生的偏誤次數很多，T3 會選擇性地改正。

以語音偏誤為例，T3 表示若學生的語音不到位，則會視學生本身的發音準

確度決定是否要改正。 

如果他沒什麼不好，只是不到位，就會改他，如果他還有更嚴重的問題，就改

更嚴重的。...要看人，如果他錯沒那麼多，就會每個糾。如果錯真的太多了，

就會挑著糾吧。」(訪談記錄 30) 

二、教師改正 

     而 T3 如何改正學生的偏誤呢? 從課堂語料的分析中得出，T3 在課堂

上改正學生偏誤時，傾向於使用重述策略，在 146 次的改正中，T3 使用了

107 次的重述策略，佔整體改正的 73.28%。而形式協商策略(包括要求澄清、

元語言反饋、誘導及重覆)的使用次數只有 30 次，其中以誘導策略的次數最

多。如表四-9 所示。 

表四-9  T3 所使用的改正策略類型及其修復狀況 

 顯式 

改正 

重述 要求 

澄清 

元語言

反饋 

誘導 重覆 小計 

使用次數 9 107 6 3 15 6 146 

修復次數 5 29 3 1 2 3 43 

修復率 55.55% 27.10% 50% 33.33% 13.33% 50% 29.45% 

     T3 使用重述策略的頻率非常高，而且 T3 不僅在改正學生偏誤時使用

重述策略，在進行教學時，T3 也會習慣性地重覆學生沒有偏誤的句子，這

樣的重述並沒有改正的意圖。例如，在例四-6 中，S2 回答教師的提問時，

所使用的目標語並沒有偏誤發生，但教師仍然重覆一次 S2 的句子。這樣的

重述是非改正性的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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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四-6 T ： 什麼時候說「敬」?  

 S2： 生日的時候 

 T ： 生日的時候，怎麼敬? 

 S2： 敬酒 

 T ： 敬酒，可以呀 

    為什麼 T3 會大量地重述學生的句子呢(包括改正性與非改正性的重述)? 

研究者特別針對這個現象向 T3 請教，T3 表示這樣的重述主要的功能還是在

於針對學生的偏誤，提供正確的範例，讓學生能理解該語言形式的正確用

法。而非改正性的重述，可能是因為學生說得太小聲，教師要讓別的同學能

聽到，所以重述學生的句子。然而有時候，教師重述只是為了「補那個空檔」，

意即做為在學生的回應與 T3 下一個提問之間的一個緩衝，然而這樣的重述

常常是習慣性而無意識的反應。「有時候他說得很小聲，有時候他說得不對，

我希望他聽出來我說的對的句子，大部份是這樣，有時候只是補那個空檔。」(訪

談記錄 31) 

     這樣改正性重述與非改正性重述交替出現的情形，會造成學生無法判

斷教師的重述中是否暗示學生的目標語使用出現了偏誤。若學生無法察覺教

師的重述是否具有改正的意圖，學生就無法針對教師的改正做出回應，接下

來，我們要看在 T3 課堂中，學生對教師改正所表現出的回應。 

三、學生回應 

    從表四-9 可以看出，T3 使用重述策略進行改正之後，修復率僅有

27.10%，有 2/3 以上的偏誤並未修復，為什麼修復率會如此低呢? 在詳細檢

視轉寫的課堂語料中發現，T3 以重述策略改正學生偏誤有 107 次，但其中

62 次的改正結果是學生沒有任何回應，佔整體改正的 57.94%。 

     學生沒有回應 T3 以重述策略所做的改正，除了上面討論過的，T3 習

慣性地使用改正性與非改正性的重述，使得學生難以分辨何者是具有改正意

圖重述。此外，課堂語料也顯示出，T3 在進行改正之後，常常直接進行下

一個主題，沒有預留讓學生回應改正的時間。在例四-7 中，T3 問學生對選

丈夫的標準，S 回答時出現了語音的偏誤，T3 以重述策略提供正確的範例，

但並未讓 S 有回應改正的時間，就繼續進行原來討論的主題，使得改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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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中斷，因此無法判斷學生是否已經理解改正的內容，甚至無法判斷 S

是否察覺到 T3 所進行的改正。 

 

例四-7 T： 如果要選丈夫呢? 選丈夫的眼光好應該要怎麼? ...要選什麼

樣的人? 

 S： fu1zi2 的人 

 T： 選一個負責的人，還有呢 

     由上面的討論可以看出，在分析由 T3 課堂轉寫的語料時，偏誤的修復

率偏低的原因有二，一是教師習慣性地使用非改正性的重述，一是教師未預

留讓學生回應改正的時間。因此造成學生對改正的回應率偏低，當然，學生

對教師的改正做正確的回應並不代表學生已習得該語言形式的正確用法，但

是確能保證學生已經注意到教師的改正意圖，甚至是注意到教師改正的內

容，而這是課堂中的偏誤改正的意義所在。 

四、教師強化 

     在學生修復偏誤後，T3 強化改正內容的方式有二，一是要求學生獨唱，

即由引起偏誤的學生再重覆 T3 所提供的正確範例；一是再次針對改正內容

加以說明，包括板書的使用。但在 T3 的課堂中，強化的次數也非常少，總

計有 2 次要求學生獨唱、一次板書及一次說明，共四次。 

     然而，在訪談時，研究者發現 T3 對強化的認知與其實際行為是有很大

的差距的。在與 T3 一起檢視課堂轉寫的語料時，研究者特別與 T3 討論在

例四-8 中所進行的改正。在例四-8 中，S 在回答 T3 的提問時出現了一個語

法偏誤，T3 以重述策略提供的正確的範例，但 S 的回應只是「警察叔叔」，

無法判斷 S 是否注意到 T3 的改正中「給」的存在。 

 

例四-8 T： 如果你家隔壁開派對，唱卡拉 ok，所以你怎麼樣 

 S： 打電話警察叔叔 

 T： 你不得不打電話給 

 S： 警察叔叔 

 T： 好，我們來看下一個生詞，這是 

     因此研究者向 T3 請教，是否認為該偏誤的處理到這個階段就可以了。

沒想到 T3 的回答卻是「那就是我的錯囉！」，T3 認為自己並沒有完整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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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這個偏誤。接下來，T3 還談到偏誤改正的標準做法是應該叫學生重頭到

尾再說一次。 

 

標準情況應該叫他重頭到尾說一次。這是最好的做法呀。...(研究者：這樣可

以保證糾錯的效果嗎? ) 不能保證，但是起碼他照著說一次，應該會進一點到

腦子裡去吧，但下次他可能還是這樣說。...當然我希望他再說一次是希望他

聽到我說正確的句子，但是不知道，也許學到，也許沒學到。(訪談記錄 32) 

     T3 也表示這樣的「標準做法」可能與她工作經驗中曾被灌輸的觀念有

關，雖然在 T3 的認知中，這是「最好的做法」，然而，T3 卻對其改正效果

抱持不確定的態度，她希望這麼做學生能夠學到，但是 T3 的教學經驗卻讓

T3 認為，即使按照標準做法改正了學生的偏誤，可是下次他可能還是這樣

說。T3 所接收到的觀念並不符合自身的教學經驗，因此雖然 T3 理解所謂的

改正做法，但在課堂中卻無法執行其所理解的標準做法。 

     此外，在一開始提到 T3 的個性是不喜歡被勉強，在課堂教學中也重視

將課堂氣氛營造得輕鬆自然。然而，課堂中的偏誤改正本身已經是一個不「自

然」的行為14，而以要求學生獨唱或合唱的方式來加強學生對改正內容的記

憶使得整個改正的流程顯得更加不自然。因此，除非有非常堅定而明確的信

念支持，要不然 T3 很難在追求課堂自然輕鬆的信念下，又同時徹底執行她

所認知的偏誤改正的標準流程。 

第四節 個案四 

    T4 是四位教師中，華語教學年資最淺，教學經驗也比較少的，因此研

究者一開始詢問其參與此課堂研究的意願時，T4 拒絕了。原因在於 T4 對自

身的教學並沒有太大的把握，T4 認為自己對課堂教學的許多技巧尚未純

熟，還在摸索當中，而且在得知另外三名參與研究的教師都受過華語教學的

專業訓練後，T4 對於要進行課堂錄影，及以轉寫語料的方式來分析課堂的

                                                
14因為在課堂以外的母語者與非母語者的對話中，不會針對語言形式的偏誤進行如此權威

式的改正，這個問題在之前學者的研究中也曾提及，如 Allwright (1975)、Fanselow 

(1987)、Chaudron (1988)等。 



第四章  分析結果與討論 

 73 

方式，感到相當有壓力。 

    然而，T4 在過去從事兒童美語教學時，常常跟同事討論語言教學方法

及心得，也涉略一些語言教學研究的報告，且任教於師大國語中心期間，多

次參加華語教學相關的研討會，對語言教學研究有相當濃厚的興趣。因此研

究者進一步向 T4 保證研究的內容會以匿名的方式呈現，過程中也會不斷和

參與研究的教師討論，並且會將研究的結果提供給參與此次研究的教師，讓

教師更了解自身的課堂教學，以做為日後改進課堂教學的參考。於研究者詳

細說明後，T4 答應參與此次的研究。  

     在研究者觀課的期間，T4 的教學主題為看電影，是學生很有興趣討論

的主題。在開始上課前，T4 先當日的生詞依討論的子題分類板書於白板上，

除了當課生詞以外，也補充之前學過但可以用於討論這些小子題的詞彙，並

且以不同顏色書寫，以便學生區分當課生詞與學過的詞彙。T4 首先領讀生

詞，並就學生有疑義之處加以說明。然後以設計好的提問內容，引導學生以

白板上的生詞回答。 

進行課文教學時，T4 首先讓學生輪流念課文上的句子，一面改正學生

的語音，然後以提問的方式來確認學生對課文內容的理解。第三個部份是語

法的練習，T4 將語法板書於白板上，然後以提問的方式引導學生使用白板

上的句型回答問題。在觀課期間研究者也特別注意到 T4 在與學生互動時的

姿勢，不同於一般教師坐或立於白板前方的位置，T4 喜歡雙手交叉，立於

白板的側邊，好像真的在討論，而不是講授。研究者好奇地詢問 T4 為什麼

一直站在白板的側邊，T4 的回答也很簡單「因為怕會擋到白板上的字，也可

能是習慣吧!」(訪談記錄 33) 

     雖然 T4 的教育背景及教學經驗與前述三位教師並不相同，但其於課堂

上教學的方式卻非常類似，這一點令研究者相當好奇，因此在訪談時特別請

教 T4 如何安排課堂的教學流程。T4 表示這樣教學流程是師大國語中心對密

集班的統一教法，過去帶過密集班，中心曾給過一份教學指南，按照上面的

教學方法試過幾次，覺得效果不錯，所以就繼續沿用。 

     在訪談過程中，T4 對研究者提出的問題總是稍做思考之後，才說出自

己的看法。而其中讓研究者印象深刻的是，T4 對華語教學抱持著一種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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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態度，T4 認為華語教師於課堂中所扮演的角色類似於化學老師的角色。

教師的工作是介紹材料的性質，說明實驗的做法，但對於實驗結果，教師的

主控權是很小的。  

 

教學好像在進行一種語言實驗，華語教學就好像在做實驗，你把東西放進不同

的容器中會有不同的反應，有不同的反應時間，結果也不一樣。你把生詞、句

型都教給學生，但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反應之後，學生會生成你想像不到的句

子，我覺得這是一個實驗性很高的東西。...有點像化學老師，你告訴學生怎

麼做，也讓學生去練習，但每個學生做出來的結果不一樣，有的更好，有的不

太理想。(訪談記錄 34) 

     在這樣的理念下，T4 對課堂中的偏誤改正會抱持什麼樣的看法呢? 在

談及課堂中偏誤改正的重要性時，T4 坦承她之前並沒有特別思考過這個問

題，但她肯定課堂中的偏誤改正是必要，然而改正的效果如何，她則是存疑。

此外相較於學生所使用的語言形式是否正確，T4 認為學生能完整而流暢地

表達自己的想法是更重要的。 

 

我沒有特別地意識過(課堂中的偏誤改正)，我知道要改，但對於偏誤改正的效

果如何，我抱持著中立的態度。我覺得學生能溝通比較重要，如果偏誤改正會

影響學生溝通的意願，或是打斷溝通的話，我就不會特別去糾。(訪談記錄 35) 

    那麼在 T4 的課堂中，實際的偏誤改正情形如何呢? 在分析課堂語料後

得出，學生話輪總是是 572 次，其中有 251 個話輪出現偏誤，偏誤發生率為

43.88%。在 251 個偏誤話輪中，T4 改正了 176 個，改正率為 70.11%，這樣

的改正率並不低。在教師改正後，成功地修復了 87 個偏誤，偏誤的修復率

為 49.43%，亦即教師的改正中，約一半是有效的改正。 

表四- 10  T4 課堂偏誤改正情形 

 
學生話輪總數 

偏誤發生 

(偏誤發生率) 

教師改正 

(改正率) 

偏誤修復 

(修復率) 

次數 572 251 176 87 

(比率)  (43.88%) (70.11%) (49.43%) 

     在 T4 的課堂中，出現次數最多的偏誤類型是語音偏誤，共計 156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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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整體偏誤的 62.15%，其次是語法偏誤(22.31%)、詞彙偏誤(14.34%)，出現

次數最少的是語意偏誤，僅有 3 次。而 T4 的改正則以語意偏誤及詞彙偏誤

的改正率最高，分別為 100%及 97.22%，改正率最低的是語音偏誤(63.46%)。

由此看來，T4 對語音偏誤及語法偏誤的接受度是比較高的。而在三種語言

形式(語音、語法、詞彙)的偏誤類型中，修復率最高的是語法偏誤(56.41%)，

語音偏誤的修復率(48.48%)居中，最低的是詞彙偏誤(45.71%)。如表四-11。 

表四-11  T4 課堂中不同偏誤類型的改正及修復情形 

偏誤類型 語音 語法 詞彙 語意 小計 

偏誤發生次數 

次數/偏誤總數 

156 

(62.15%) 

56 

(22.31) 

36 

(14.34%) 

3 

(1.19%) 

251 

 

教師改正次數 

改正率 

99 

(63.46%) 

39 

(69.64%) 

35 

(97.22%) 

3 

(100%) 

176 

(70.11%) 

偏誤修復次數 

修復率 

48 

(48.48%) 

22 

(56.41%) 

16 

(45.71%) 

1 

(33.33%) 

87 

(49.43%) 

*改正率=教師改正次數 / 偏誤發生次數；修復率=偏誤修復次數/教師改正次數 

一、偏誤發生 

    在學生的話輪出現偏誤時，T4 如何判斷是否要進行改正呢? 針對這個

問題，T4 的回答是「說真的，我沒有想過耶，應該是直覺的反應吧。嗯...真的

不知道耶。」(訪談記錄 36)於是，研究者詢問 T4 課堂上的教學重點是什麼? T4

所重視的是詞彙跟語法的搭配，但對語音的要求只以能溝通為主。 

 

我自己可能比較偏重詞彙跟語法，因為我覺得詞彙的用法是非常重要的。如果

學生要說出正確的句子，詞彙跟語法要能夠搭配。語音方面我覺得主要是以能

溝通為主。(訪談記錄 37) 

     研究者又進一步詢問 T4 認為什麼樣的偏誤需要改正，什麼樣的偏誤不

需要改正。T4 認為會影響到溝通的偏誤是需要改正的偏誤。但若偏誤出現

的次數頻繁，而且經過多次的改正還不見效果，T4 就不會再改正。 

 

就是真的會影響到溝通，學生說的句子沒有辦法理解的時候，就針對偏誤發生

的地方去糾。那有些他已經化石化了，比方說日本人 e 的音特別容易念錯，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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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糾過很多次，還是錯，那我可能就放棄了。口試的時候可能會再提醒，但課

堂上就不糾了。(訪談記錄 38)    

     而 T4 也表示，在課堂上不改正學生偏誤的原因是，在課堂以外改正的

效果是更理想的。T4 提到以寫作的方式改正語法偏誤是很有效的，語音偏

誤的改正則適合在口試時進行，而這樣信念是源於 T4 本身的教學經驗。 

 

 語法上的偏誤不影響溝通的話也不用糾，我每個禮拜讓學生寫一篇作文，我覺

得語法的錯誤主要是在寫作的時候糾。因為我有一個學生，他的語序本來很有

問題，常常出現英語式的語法，在作文中我糾了他好幾次，後來我發現他在口

語中錯誤的次數也減少了。因為在寫作時，學生比較會注意到語法的使用，所

以我覺得寫作時糾正語法是比較有效的。...語音的糾錯主要是在口試的時候

進行，因為一對一的時候可以仔細地讓學生反覆練習。如果課堂上學生說的語

音我懂的話我就不特別去糾。(訪談記錄 39) 

二、教師改正 

     在談到如何改正學生的偏誤時，T4 很坦承地表示她並不清楚應該怎麼

改正，她也認為在改正學生偏誤時同時也要處理學生對改正的感受，所以是

很複雜的問題，她舉了一個自己教學經驗中的例子。 

 

有一次，在練習句型，那個句型已經練過好幾次，有個學生被我改過好幾次，

可是輪到他，他又說錯了，我就說『噢』，然後拍了一下白板，指指上面的句

型。然後學生就很無奈地說：『I’m just trying to use the pattern.』，

當下我覺得自己不應該那樣改正他，因為他在嘗試，我卻在其他同學的面前否

定他的努力。(訪談記錄 40) 

     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事件，卻讓 T4 銘記在心，在這之後，T4 在課堂

上進行糾錯時，首先注意的是學生情緒的反應，如果學生面有難色或對 T4

的改正感到不自在，T4 就會降低改正的頻率。研究者進一步詢問 T4 這個班

對教師改正的接受度高嗎? T4 表示這個班上有一個很用功的學生，她很期

待 T4 改正她的句子，因著這個學生，班上其他同學也對教師的改正有正面

的看法，使得 T4 能放心地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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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介意我糾她，而且她覺得老師糾她，她才會進步，而且她會注意我糾別的

學生的錯，如果她不懂我為什麼糾別的學生，她還會問我。因為她，其他的同

學也受到她的影響，所以在這個班上糾錯，我沒有壓力。(訪談記錄 41) 

     在實際的教學中，T4 如何改正學生的偏誤呢? 從表四-12 可以看出，

T4 在改正偏誤時主要使用的改正策略是重述策略，在 176 次的改正中，使

用了 116 次重述策略，佔整體改正的 65.90%。而形式協商策略的使用共計

51 次，佔整體改正的 28.97%，其中以元語言反饋策略的使用次數最多，達

27 次。 

表四-12  T4 所使用的改正策略類型及其修復狀況 

 顯式 

改正 

重述 要求 

澄清 

元語言

反饋 

誘導 重覆 小計 

使用次數 9 116 8 27 13 3 176 

修復次數 2 65 2 13 4 1 87 

修復率 22.22% 56.03% 25% 48.14% 30.76% 33.33% 49.43% 

     在第三章提過，所謂的元語言反饋策略是指教師針對正確的語言形式

提供評論或與其相關的訊息或問題。從 T4 的課堂語料分析可以發現，除了

重述策略之外，T4 也喜歡以元語言反饋策略來進行改正。T4 改正的方式包

括，以口頭方式告知學生聲調、指板書內容讓學生明白哪個字念錯了、以手

勢做出聲調的調值、板書聲調符號、以口頭方式告知學生如何調整聲調(例，

一聲，高一點)、以手指唇形提醒學生注意發音方法、針對偏誤的部份提問(例

如：兩個三聲怎麼念?)，或提供學生相關的線索(我們前幾課學過的)等等，

而這些改正方式通常不會單獨出現，而且單獨出現時往往無法成功地修復

偏，在 T4 的課堂語料中，以元語言反饋策略進行改正時，通常是兩個以上

的改正方式搭配出現，或是搭配其他類型的改正策略進行改正。 

     而 T4 喜歡用元語言反饋的方式進行改正與其「實驗性」的教學風格也

有關係，在研究者直接觀察 T4 的生詞教學時，紀錄著， 

 

教師有耐心地以不同的方式提供學生線索，而學生也不斷地嘗試各種可能。然

而這樣不斷地嘗試各種可能，會不會反而讓學生對正確形式的印象變得模糊

呢?(觀課記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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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研究者針對這個問題向 T4 請教。T4 一開始很坦白地說她沒想過

這個問題，不過她也認為不無可能，而且她表示這樣的改正方法是她最近的

新「嘗試」。但是她強調她這麼做的目的並不是要讓學生能記得單一生詞的

聲調，而是希望透過這樣反覆的練習讓學生對聲調、發音方法有更好的掌握。 

現在他們或許要試好幾次才能說出正確的答案，可是不斷地試下去，我想以後

他們看到這些符號或手勢或許可以直接反應出正確的答案來。(訪談記錄 42)  

     然而，當研究者進一步詢問 T4 打算如何來檢驗這種做法的效果時，T4

思索了一下，然後回答「我還沒想到這個部份。而且學期已經過了三分之二了，

我也不知道能做到什麼程度。」(訪談記錄 43)由此看來，T4 雖然很願意嘗試

新的教學方法，但是缺乏完整而周詳的計畫。 

三、學生回應 

    在 T4 改正後，學生回應的狀況怎麼樣呢? 從表四-12 可以看出，在 T4

的課堂中，教師使用重述策略時，學生成功回應的比例最高，為 56.03%，

其次是元語言反饋策略，學生成功回應的比例為 48.14%。 

    進一步分析 T4 使用元語言策略的效果時，發現在 27 次的改正中，19

次是針對語音偏誤的改正，成功地改正了 13 個偏誤，修復率為 68%。而 T4

以元語言反饋策略改正語法偏誤的次數僅有 1 次，其餘 7 次改正均針對詞彙

偏誤，然而，7 次的改正都沒有成功。原因有二，一是 T4 所提供的偏誤不

足以讓學生完全修復偏誤，在例四-9 中，S 將主角跟演員的意思混淆，因此

發生了詞彙偏誤，T 並不直接提供正確的範例，而是指板書 “演員”，希望 S

能自動修復偏誤，但 S 雖然了解了 T 所要改正的內容，卻無法說出正確的

發音，而造成了需要再修復的偏誤。 

 

例四-9 S： ...我有一個...我欣賞一個 nan1zhu1 角，Nicolas Cage 

 T： 喔，欣賞一個男(指板書：演員) 

 S： 男 yan2yuan4 

     除了教師所提供的資訊不足以外，另一種狀況是，以元語言反饋策略

改正時，常常會引起同儕的回應。例如在例四-10 中，S2 的句子裡同時出現

了語音跟詞彙的偏誤，T4 以要求澄清策略「開眼睛嗎?」暗示偏誤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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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S2 並不理解自己的句子裡有什麼問題，T4 進一步以元語言提問「我們以

前學了什麼?」告知學生這是前幾課學過的詞彙，之後 S1 說出了正確的詞

彙，經過 T4 的強化，S2 才明白 T4 所要的改正內容。 

 

例四-10 S2： 主 ti4 讓我覺得開眼睛 

 T ： 開眼睛嗎?  

 S2： 不是嗎? 

 T ： 我們以前學了什麼? 

 S1： 眼界 

 T ： 開眼界，世界的界 

 S2： 世界的界，是喔 

     由上面的例子來看，當教師以元語言反饋的方式改正時，能夠將教師

所提供的資訊成功地轉化成正確的語言形式的人未必是教師改正所針對的

對象，而很可能是其他學生。在同儕修復偏誤的情況下，我們依然無法判斷

原來引起偏誤的學生，即教師的改正對象是否已經理解教師改正的內容，也

就無從判斷改正的效果，而在本研究中並不列入修復一類。如此一來就使得

T4 以元語言反饋策略對詞彙偏誤所進行的改正所呈現出修復率為 0。在這

樣無法得知原引起偏誤的學生是否已經接收到改正的情況下，教師強化改正

的步驟就顯得更重要了。 

四、教師強化 

     T4 進行了 18 次強化，其中 4 次在句型練習時出現，14 次在生詞領讀

時出現，在討論課文內容及進行生詞教學時都不曾進行強化。而教師強化的

方式主要是以要求全體學生一起覆述改正後的內容。如例四-11 中，S 將「悲

劇」的聲調發錯了，T4 以元語言反饋策略「一聲高一點」提示學生將聲調提

高，教師所提供的資訊讓學生成功地修復了偏誤，之後 T4 要全部的學生一

起覆述改正後的內容。 

 

例四-11 S： bei3ju4 

 T： 一聲高一點 

 S： 悲劇 

 T： 很好，一起說，悲劇 

 S： 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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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T4 的強化主要是在生詞領讀時進行，但在生詞操練或課文講解

的階段都不曾出現，研究者就這個現象向 T4 請教。T4 認為，在生詞領讀時

要求學生覆述是很自然的事情，而在句型練習的時候，為了加強學生對某些

句子的印象，也會要求學生跟著覆述，但次數不多，可是在生詞操練或討論

課文時，如果要求學生覆述，是很不自然的。 

 

我會趁領讀生詞的時候糾學生的發音，因為我覺得這個時候學生也在注意自己

的發音，所以你糾了，他們會意識到，也會跟著說。...生詞的部份或是課文

內容，我都是問他們問題，他們回答，在這個時候要求學生跟著我把改過的句

子再說一次，我以前試過，可是我覺得效果不好，學生不愛跟著說，甚至有學

生對這樣的做法有點反感。後來我就不做了。(訪談記錄 44) 

     研究者進一步詢問 T4，為什麼以前會試著要求學生跟著覆述改正後的

句子呢? T4 表示以前她聽過一個演講，那次的演講令她印象深刻，在那場

演講裡主講人談到這個部份，她很有興趣，所以她就試著做做看，不過學生

的反應並不理想。 

     從 T4 的敘述以及課堂語料的分析可以看出，T4 認為改正後強化的步

驟應該在教師與學生都專注於語言形式時進行，才不會顯得不自然。但是從

T4 的個案中也顯示出一個問題，雖然 T4 很願意嘗試各種不同的教學方法，

但是常常對其內容及意義是一知半解的，因此往往無法發揮應有的成效，可

能進而否定該項做法，這樣的情形在教師培訓時也是很常見的。 

第五節 跨個案分析 

     以上分別討論了四位教師在課堂上進行偏誤改正的一些現象。在這一

節中，要整合四位教師的資料，進行跨個案的分析。在分析資料時，將一一

回答第一章所提出來的七個問題，分別是：一、教師在課堂上改正學生語言

偏誤的情形如何? 二、教師是否傾向於使用某種特定的改正策略? 三、教師

改正後，學生回應的情形如何? 四、哪些因素使得學生無法對教師的改正做

出成功的回應? 五、教師如何判斷偏誤是否應該改正? 六、教師如何判斷偏

誤改正的效果? 七、教師認為應如何進行課堂的偏誤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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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華語課堂上教師改正學生語言偏誤的情形如何? 

     在討論教師對學生偏誤的改正之前，首先要看一下在每個課堂中偏誤

發生的情形。綜合分析四位教師的課堂語料後得出，在四個課堂中，學生話

論總共有 2388 個，發生偏誤的話輪有 847 個，偏誤發生率達 35%，平均每

十個話輪，有三個以上會出現偏誤，而每個話輪所出現的偏誤為一個至多

個。這樣的偏誤發生率與之前學者的研究結果是很接近的，在 Lyster & Ranta 

(1997)的課堂研究中，學生話輪有近三分之一需要改正。 

     在四位教師的課堂中，偏誤發生率的高低與教師在課堂上進行教學的

方式有很密切的關係。偏誤發生率最低的是 T1 的 29%，T1 課堂的偏誤發

生率較低，這跟 T1 在課堂上使用 powerpoint 有很大的關係。因為不論是進

行生詞、課文或是語法的教學，T1 將當課的生詞、語法都投影出來，並引

導學生根據投影內容所提示的形式進行回答，透過這個方式，教師較能掌控

學生回答的內容，減少了偏誤的發生。而 T2、T3 及 T4 在進行生詞及語法

教學之時，均先將當課生詞、語法抄寫於白板上，或輔以字卡、講義，然而 

T4 課堂的偏誤發生率(43.8%)卻明顯高於 T2(33%)及 T3(36%)的課堂，

43.8%。這樣高的偏誤發生率與 T4 在課堂上讓學生「嘗試」的教學方式有

很大的關係。 

     在四個課堂中，發生偏誤的學生話輪共有 847 個，四位教師總共改正

了 597 個話輪，平均改正率為 70%。這樣的改正率略高於 Lyster & Ranta 

(1997) 62%的改正率，但低於 Locktman (2002)研究分析型課堂所得出的 90%

的改正率。這樣的結果與所觀察的課型有關。在第二章中提到

Seedhouse(2004) 認為不同的課堂活動形態會影響教師對改正的標準。在強

調語言形式與正確度的課型中，教師的改正比例較高。而在強調意義及流暢

度的課型中，師生之間的互動較接近真實生活中的對話，因此教師通常會忽

略學習者所使用的錯誤的語言形式或中介語形式，改正比例較低。 

     本研究中所觀察的四個課堂，一方面教師非常重視語言形式的正確

度，例如利用 powerpoint 或板書來提示學生應該使用何種語言形式，然而

另一方面，在這些課堂中，教師也都重視與學生之間的溝通互動，因此不論

是生詞、課文或語法的教學皆非以講授的方式進行，而是以提問的方式與學

生進行互動，在這種同時強調正確度與流暢度需兼顧的課堂中，教師所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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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偏誤改正自然就介於分析型課堂與溝通型課堂之間。 

     此外，分析結果也顯示出就偏誤的語言形式類型而言，教師最重視詞

彙偏誤的改正，改正率為 93.3%。其次是語法偏誤的改正，改正率為 79%。

改正率最低的是出現次數最多的語音偏誤，在 521 個語音偏誤中，教師只改

正了 60%左右。這樣的結果與 Courchene(1980)、Lyster(1998)的研究結果大

致相同。教師普遍著重在詞彙偏誤與語法偏誤的改正，較不注重語音偏誤的

改正。 

二、教師是否傾向於使用某種特定的改正策略?  

     就教師的改正是否直接指出偏誤的發生而言，教師所使用改正策略可

以分為顯式跟隱式兩種，而在隱式策略中，就教師是否提供正確範例又可分

為重述及形式協商兩種，其中形式協商包括了要求澄清、誘導、元語言反饋

及重覆四種策略。分析四位教師的課堂語料後得知，在課堂中教師改正學生

偏誤時，絕大多數是採用重述策略，佔整體的 71.5%。 

表四-13 四位教師所使用的改正策略 

改正策略 

教師 

顯式 

改正 
重述 

要求 

澄清 

元語言

反饋 
誘導 重複 小計 

T1 6 107 4 9 10 6 142 

T2 8 97 7 7 10 4 133 

T3 9 107 6 3 15 6 146 

T4 9 116 8 27 13 3 176 

總計 

(使用率) 

32 

(5.3%) 

427 

(71.5%) 

25 

(4.1%) 

46 

(7.7%) 

48 

(8%) 

19 

(3.1%) 

597 

(100%) 

     由此可知，在學生的話輪發生偏誤時，教師並不明顯指出偏誤的存在，

而是複述學生偏誤的語句，但去除掉發生偏誤的部份，屬於隱式的改正。重

述策略的使用率如此高，這樣的結果與其他學者的研究結果是一致的。由表

四-13 也可看出，教師普遍避免直接指出學生的偏誤，例如 「不對」、「你

應該說...」這樣的改正方式，因此顯式改正的使用率非常低，只有 5.3%。

 而使用率最低的是重複，僅佔 3.1%。所謂的重複意指教師單單重複學生話

論中偏誤的部份，通常會調整語調來突顯偏誤。然而，在改正語音偏誤時，

教師所調整的語調常常是提供了學生正確的聲調，在本文中列入重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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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歸入重複策略計算。因此只為突顯偏誤而調整語調的重複策略非常少。 

     元語言反饋策略則常常以非口語形式搭配其他策略出現，特別是重述

策略。例如，教師在重述學生的語句時，常搭配板書(文字)或手勢(例，調值)

來引起學生的注意，但在分類時，這種元語言反饋策略搭配重述策略的改正

會歸類於重述策略(因為重述策略的功能比較明顯)。因此實際上元語言反饋

策略的使用應高出 7.7%許多。其他的形式協商策略也存在著類似的現象。 

三、教師改正後，學生回應的情形如何?  

     在上面提到，重述策略是教師主要的改正策略，那麼學生對重述策略

的回應情形如何呢? 由表四-14 可以看出，在所有的改正策略中，有 53.6%

能使學生成功地做出回應。亦即在教師使用重述策略進行改正之後，有將近

一半的改正動作學生察覺到了，也隨之進行了修正，但另一半的改正動作被

學生忽略了，或是學生不清楚教師改正的目標，因此無法成功地回應。修復

率第二高的是元語言反饋策略，佔 45.6%。第三是重複策略，佔 42.1%，第

四是顯式改正策略，佔 37.5%，第五是要求澄清策略，佔 36%，修復率最低

的是誘導策略，佔 35.4%。 

     由上可知，重述策略的修復率雖然不算高，但相較於其他五種改正策

略，重述策略也可說是一種有效的改正策略。然而，如同前面提到的，許多

元語言反饋策略因與重述策略搭配出現而未列入計算，若將與重述策略搭配

出現的元語言反饋策略也列入計算，其改正效能應高於 45.6%。 

表四- 14 改正策略與其修復狀況 

改正策略 

修復情況 

顯式 

改正 
重述 

要求 

澄清 

元語言

反饋 
誘導 重複 總計 

使用次數 32 427 25 46 48 19 597 

修復次數 12 229 9 21 17 8 295 

修復率 37.5% 53.6% 36.0% 45.6% 35.4% 42.1% 49.9% 

四、哪些因素使得學生無法對教師的改正做出成功的回應?  

     在教師改正後，為什麼學生無法做出成功的回應呢? 以下將教師的改

正分為三種來討論，分別是顯式改正、重述策略跟形式協商。就顯式改正而

言，教師的改正中已經明確地指出偏誤的發生，同時亦提供了正確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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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理當能做出正確的回應，然而檢視課堂語料時發現，學生無法成功地回

應教師的改正，原因在於教師並未預留讓學生回應的時間，而繼續進行原來

的主題或是將話輪交給其他學生。在例四-12 中，教師指出了偏誤的發生「不

是從來」，也提供了正確的範例「應該是從現在開始」，但隨及將話輪交給

S2，因此無法確認 S1 是否已經理解教師所改正的內容。 

 

例四-12 S1:  答應他的女朋友從來 bu4 看別的 nu2hai2 

 T : 應該是從現在開始，不是從來。好，S2 呢 

     重述策略也具有跟顯示改正同樣的問題，教師在提供正確範例之後，

即中斷改正的流程，因此無法確認學生是否已經接收到教師所提供的範例。

此外，因為重述策略並不直接指出偏誤的發生，所以學生常常會忽略教師的

改正，特別是學生專注於表達自己的意見時，因此改正的時機就顯得相當重

要。另外還有一種情形是，教師雖然提供了正確範例，但因為重述策略本身

並不明確指出偏誤的所在，因此學生不了解教師所要改正的目標是什麼。例

如在例四-13 中，學生的句子發生了語法偏誤，教師以部份重述的策略提供

了正卻的範例 “我是”，然而學生並未理解教師所要改正的目標，因此回應

的句子又出現了需要再修復的偏誤。 

例四-13 S： 我有..我很有同情心的人 

 T： 我是 

 S： 我是一個同情心的人 

     有上面的討論可看出，教師若期待以重述策略修復學生偏誤，首先必

須了該在當下改正學生是否會注意到，在改正時，要讓學生察覺教師重述中

的改正意圖，並且讓學生理解教師所要改正的目標，在改正後則要預留適當

的時間讓學生回應。 

     雖然教師大部份傾向直接提供學生正確的範例，但相較於教師直接提

供正確的範例，形式協商較能引導學生自行修復偏誤或由同儕修復偏誤，因

此所達成的偏誤改正效果比較好。然而在本研究中，教師以形式協商的方式

改正學生偏誤，效果並不如預期。主要的原因在於，教師所提供的資訊是否

指出了偏誤的所在，且足夠讓學生修復偏誤，如果學生不了解教師所要改正

的目標，或是教師提供的線索過少，學生將教師所提供的資訊轉化為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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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而若要使形式協商策略發揮改正的效果，教師所進行的改正應該是多

重的，亦即結合兩個以上的改正策略。例如在例四-14 中，教師的改正結合

了誘導策略(再說一次)及元語言反饋策略(沒有「是」)，教師指出了偏誤的

所在，並要求學生重新組織剛才的句子，成功地修復了偏誤。 

 

例四-14 S： 我的國家，黑色是 dai4biao4 死 

 T： 再說一次，沒有是 

 S： 我們的國家黑色代表死 

五、教師如何判斷偏誤是否應該改正?  

 就整體的偏誤來說，四位教師表示在偏誤發生的當下，教師決定改正或

是略過，並沒有什麼判斷的標準。T1 認為 「糾錯是一種直覺的反應，沒有什

麼依循的標準。」(訪談記錄 46)。 T3 則認為課堂上所進行的偏誤改正是一種 

「隨機糾錯，有時是無意識地在進行。」(訪談記錄 47)。T4 則表示「就是真的

會影響到溝通，學生說的句子沒有辦法理解的時候，就針對偏誤發生的地方去

糾。...但有時候我並沒有意識自己怎麼糾錯。」(訪談記錄 48) 

而就不同的偏誤類型來說，教師所進行的課堂教學活動會影響教師對不

同偏誤類型的改正。如 T3 所說， 

 

我覺得要看什麼樣的活動，如果現在在練習語法的話，可能發音我會改，詞彙

會改。但如果在報告的時候，發音我會挑重點改，次數比較少，至少是大家聽

得懂，很流利的，可能就會略過，可是如果造成誤解或是我聽不懂，我可能要

求他再重述一次。...如果是語法練習，語法的偏誤就非改不可。(訪談記錄 49) 

     在談到對不同偏誤類型的改正時。四位教師都認為語法偏誤的改正是

非常重要的，而兩位教師談到了詞彙改正的重要性，對於語音偏誤的改正，

四位教師都認為應該改，但在課堂中不應該佔太大的比例。在談到語音、詞

彙跟語法的改正比重時，T1 認為語法是最重要的， T3 也認為語法的偏誤

應該儘量改正，而語音的偏誤是在沒有其他偏誤出現時，才進行語音偏誤的

改正，除了強調語法偏誤的改正以外，T2 也重視詞彙偏誤的改正，T2 認為

按照學生的程度不同，改正的重點也有所不同。而 T4 也同時強調語法跟詞

彙偏誤的改正，因為 T4 認為語音對溝通的影響不如語法跟詞彙來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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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四位教師也認為在語音偏誤的改正上，對不同的學生應該有不

同的改正標準，主要的區別在於學生的語言能力還有學生的意願，例如 T1

表示， 

 

...如果他願意改，我就會提醒他有哪些要注意的；如果學生不是很想改，那

上課的時候我糾你。......看人，如果是那個學生(程度較差者)，我大概糾 5%，

很優秀的學生大概只要錯，我就會糾。(訪談記錄 50) 

六、教師如何判斷偏誤改正的效果?  

 在四位教師中，T1、T2 跟 T3 認為自己會注意到改正後學生如何回應。

T4 則坦言自己並不會意識到糾錯的效果。而 T1、T2 跟 T3 雖然都注意到學

生的回應，但三位教師對學生回應的程度要求不同。其中，T1 很明確地要

求學生要重複教師改正的內容。而 T2、T3 雖然也意識到學生在改正後的回

應，但相較於 T1，T2 跟 T3 並不要求學生能做出明確的回應，而是著重於

學生所要表達的想法，繼續進行下去。 

在課堂上，教師針對學生的偏誤進行改正後，學生就不會再犯同樣的錯

了嗎? 在改正的當下就可以看出改正的效果嗎? T2 認為改正的效果是沒辦

法立刻知道的，而且改正的效果會因學生而異。 

 

我覺得沒有辦法在當下立刻知道(改正的效果)，有些學生很聰明，在他後來寫

的文章，或他的 output 中可以知道他已經改過來了。但是有些學生一改再改，

都沒有用，他可能複誦一次，可是你沒辦法立刻檢查他對了沒。...你可能看

到他改了，但下次再出來也不保證會對。(訪談記錄 51) 

改正的效果因學生而異，教師們認為學生的自覺與自我要求，對偏誤改

正的效果有決定性的影響。在談到聲調的改正時，T1 認為聲調能不能改，

端視學生對聲調的敏感度及自我要求。 

 

聲調要看每個人的敏感度，大部份的學生都可以學得很好，能夠要求自己的人

都可以做得很好。...(學不好的)，有的是他根本聽不出其中的分別，第二種

是他的老師沒有要求，他自己又沒有自覺。(訪談記錄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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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偏誤改正的效果除了讓發生偏誤的學生意識到自己語句中的偏誤，進

一步加以改正外，同時還避免了對其他學生造成錯誤的輸入。在四位教師

中，T1 特別注意到這一點，她認為課堂偏誤改正的效能不是只針對某個學

生，而是針對全體的學生進行的。 

七、教師認為應如何進行課堂的偏誤改正?  

 在四位教師中只有 T1 較清楚完整地回答這個問題，T1 認為在課堂上進

行偏誤改正時，重述是一種很有效的策略，因為學生較易理解。而形式協商

策略雖然也有用，但是學生不容易察覺到。 

T2 在改正語音偏誤時，常使用重述策略(教師重述，然後請學生再複述

一次)。在改正語法偏誤的時候，所敘述的改正方法是要求澄清策略，而改

正詞彙則常使用重述策略(給他換個詞彙)，還有元語言反饋策略(板書或讓學

生查字典)。 

     T3、T4 對實際改正的流程敘述得較少，但一般而言，T3、T4 所謂的 “糾”

也是指“重述策略”而言，例如 T4 在談到學生沒有意識到教師的改正的情況

時提到「因為課堂上時間很緊湊，如果糾了一、兩次，學生沒有意識到，我可能

叫大家一起念。...」(訪談記錄 53) 

所謂「糾了一、兩次，學生沒有意識到」意即教師以重述策略提供了正確

範例，但學生卻沒有意識到教師的改正意圖。這樣的情形在 T3、T4 的課堂

中出現頻率頗高。T4 的補救策略是叫大家一起念一次，以此讓學生注意到

教師所進行的改正。若沒有這個讓學生一起複誦的動作，那個教師所進行的

改正就會在學生的忽略下變成一個無效的改正，而使得偏誤改正的修復率降

低。 

     Slimani (1992)針對 ESL 課堂互動所做的研究也發現，教師在以重述策

略改正學生的句子時，如果後面沒有加上說明或是讓學生進一步地參與(例

如，覆述。)，這樣的改正通常學生是會忽略的。學生的回應是一個確保學

生注意到教師所提供的正確範例的步驟。 

    因此四位教師也都談到對於「強化」的態度，四位教師的態度不儘相同。

T1 對強化的效果是非常肯定明確的，因此在課堂上確實地執行這個步驟。

T2 跟 T3 也都肯定「強化」步驟的重要性，T3 甚至認為這是改正的一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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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做法」，但 T2 因為在課堂上的主導性較不強，因此在「強化」時，多以

獨唱的方式進行，而少要求全班一起合唱。T3 則因為顧及課堂氣氛的輕鬆

自然，而下意識地避開此一步驟，因此在 T3 的課堂上強化的次數非常少。

T4 則是在經過「實驗證明」後，選擇僅在生詞領讀時就學生的語音偏誤進

行強化，其他教學活動中，幾乎都省略此一步驟。 

     以上，就四位教師的課堂改正情形及其改正信念逐一進行了個案探

討，同時也綜合進行了跨個案分析。在討論中可以發現，四位教師對課堂中

的偏誤改正雖然都帶有肯定的想法，但依其本身教學信念的不同，而左右了

課堂上的改正行為，進一步影響到課堂改正的成效。透過四個個案的比較，

不難發現若教師對改正的信念沒有一完整的架構，則在執行改正時往往是模

糊的，無法徹底執行每個改正的步驟。信念是支持教師行為的重要因素，有

清楚而明確的信念才會產生出行動，這樣的信念並非單單由知識的傳遞或行

為的操練可以建立起來的，而是必須透過教師對自身教學行為所做的反思。

在第五章中，將要就研究的結果對如何提高課堂改正的效能及教師的培訓提

出一些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