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１章　生活、認知與教學
The Gateway to Cognition

We can never be “after theory” in the sense that there can be no reflective life 
without it. We can simply run out of particular styles of thinking 

as our situation changes. (Eagleton, 2003: 221)

圖片來源：筆者於 2010 年至 2014 年在台灣拍攝的「大門」的照片，多數位於
台北市和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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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與中文教學

走在台灣的巷弄街道中，不難發現眾多不同的「大門」

所帶出的台灣經濟史，斑駁的木門、生銹的紅鐵門、新穎的鋁

門……正細訴著它們的故事。生活的種種反映了我們的過去與

現在，捕捉住歷史中的社會認知與文化縮影，從公寓頂樓加

蓋、巷弄的行車文化、里長制度、騎樓的演變、藥妝的盛行，

以至於今日7-11所販賣的商品，都與昔日截然不同。這些，在

在說明著我們對「環保意識」、「健康意識」、「全球化意

識」的認知能力提升，以及區域經濟與貿易的互通有無現象；

教學者若能從生活中意識到這些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的元

素，就更能加深我們對教育、語言教學與中文教學內容編纂的

認知，就能重新發現「小鳥枝頭皆朋友」、「落花水面皆文

章」、「處處留心皆學問」的真諦。

比方說，下頁左圖指出「騎樓」的意義，同時反映了從前

的騎樓往往有許多腳踏車、摩托車隨意停車的問題，甚或擺地

攤的文化現象，而今日在台北市則是「違者拖吊」。下頁右圖

則讓我們又有一種回到學校的感覺，原來「吅」唸 xuān 1，而

現在社群媒體常出現的「囧」字則唸 jiŏng 2。

1 《說文解字》：驚嘑也。从二口。凡吅之屬皆從吅。古同「喧」xuān，大

聲呼叫。也同「訟」sòng，訴訟。（出處：漢典）

2 古同「冏」。（出處：漢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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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動態的、是活的，隨著時代而改變，這些改變也

重新形塑了我們對事物的認知。Byrnes（2010: 316-7）就檢視

了三篇重要的語言教育文獻，並指出近年來外語教育經歷了

巨大的改變，從昔日著重於「文化產品」（cultural products）

到今日的「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而這三篇

重要文獻即為  1996 年與  2000 年的〈美國外語教學標準〉

（The 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2001年的

〈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架構〉（CEFR; Th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和由 MLA 2007 年主導的〈外國語言

與高等教育：變遷世界下的新架構〉（Foreign Languages and 

Higher Education: New Structures for a Changed World）。比

方說，最大的變遷之一就是科技已成為我們生活當中的一部分

（Technology is a way of life），影響所及，大到無線網路的標

示，小到一把日常生活中的扇子乃至冰箱上的軟磁鐵，無不有

「科技」的圖符意涵融入其中。

騎樓文化與停車問題  原來「吅」唸 xuān
2014 年 2 月攝於台北市師大路 2014 年 2 月攝於台北市萬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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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已經成為無線網路的城市（左圖），而 APP 的應

用標誌也廣為商家使用（右圖）。如下頁照片可見，許多商店

和語言中心開始使用臉書和 Q-code 來介紹產品或課程。網際

網路無線上網已四處可見，包括桃園中正國際機場；就連臉書

「讚」LIKE 的扇子也買得到，而買茶的時候甚至附贈 LINE 

FRIENDS 的冰箱磁鐵。科技已經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無

形地轉化了我們對周遭世界的認識。

當我們正視生活就是寶藏的同時，生活已成了教學的素

材，平易近人卻又充滿著十分有深度的認知現象，而認知，正

是打開生活與教學的大門之鑰。

　反思任務（一）

你注意到全球及區域性的變遷了嗎？你認為哪些發生了變化的

現象可以成為教學的素材？（可參考教材）

感謝陳怡卉老師提供 2014 年攝於台北市興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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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攝於台北市公館 2014 年攝於台北市和平東路

買茶送的 LINE FRIENDS 冰箱軟磁鐵陳淑杏老師
提供的扇子

2014 年攝於桃園國際機場

生活、認知與中文教學清樣1104.indd   5 2014/11/4   上午 09:57:37



生活、認知與中文教學006

認知與語言教育

從「5個新Cs」、「教師認知」到 

「認知語言學」

筆者想先針對本書中所提到的「認知」一詞下一定義：

「認知」為一種現象、一種行為與知識系統。從認知與語言

教育方面切入，筆者將從「5Cs+C」和「5 個新 Cs」來討論認

知之於語言教育的重要性，接著再探究「教師認知」（teacher 

cognition）的議題，最後並分析認知語言學與二語及外語習得

的關係。

所謂的  5 C s  就是〈美國外語教學標準〉所提出的：

人際交流（Communication）、文化（Cultures）、學科聯

繫（Connect ions）、語言與文化比較（Compar isons）和

社區應用（C o m m u n i t i e s）。《語言教育家雜誌》（T h e 

Language Educator）於 2013 年八月一篇文章中更指出第 6 

個 C 的概念之於課堂中的重要性，即為同情憐憫心或同理心

（Compassion）；文章中指出，協助培養教師與學習者提升對

社會的關注與自覺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應該為語言教育

注入「人文」的因素。

而「5 個新 Cs」的概念則是由 Levine 和 Phipps 等學者

（2011）所提出，其重新檢視語言教育的理論和語言教育之於

「世界的情況」（the state of the world）兩者之間的關係，並

因此在 5Cs 的基礎之上增加為「5 個新 Cs」。筆者認同語言

教育本是「實踐性理論」（theory in practice），會隨著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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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遷而改變；課堂教學與理論是密不可分的關係，也因此學界

必須正視「一線老師」的重要性，必須視「一線老師」為資產

（assets）。同時，一線老師也應該正視其專業進修的必要性。

因為實踐性理論是需要教師們在理論與行動之間不斷地激盪與

對話，方能達成如白建華老師（2007）所說的目標—「博

採眾長，走自己的路」，走出上述學者提出的一條「實踐性理

論」的大道。根據 Levine 和 Phipps 等學者（2011）的研究，

他們認為「理論」並非一個具象的實體，而是包蘊在教與學的

過程當中；就因為它像空氣存在一般、看不見的本質，其重要

性往往被忽略。因此，教師的「反思」內容和行動研究就提供

了語言教育研究的新方向，而教師的反思能力也為語言教育注

入了新的契機。

我們必須重新檢視過去只著重以技能訓練為主的態度，語

言教育在現今的世界新格局中也該重視跨語言（translingual）

與跨文化的能力（transcultural competence），教師與學習者都

必須對自身的語言文化與二語或外語的語言文化有一定程度的

認知。換言之，學習者必須能與受過教育的目標語者交流（to 

function），更要有能力對世界的情況以母語（L1）和母語文

化（C1）的角度進行反思（to reflect），也能理解並體諒其他

在母語社會中說外語的非母語人士（to relate），這就是 MLA 

2007 年報告中對跨語言與跨文化能力的定義。

Lev ine  和  Ph ipps  等學者根據這些改變提出了「5  個

新  C s」，其中包括語境或語言環境（c o n t e x t）、複雜性

（complexi ty）、能力或包容力（capaci ty）、同情憐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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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ssion），與衝突（conflict）。筆者將「5 個新 Cs」的

圖表統整如下：

 

因應世界情況的改變，教師對語言教育的認知也應隨之改

變，從傳統的「5Cs」到現在增加的「5 個新 Cs」。

首先，我們來看看語境或語言環境（context）。生態教

學模式將教室中發生的語言教育契機視為對語境或環境層面的

回應，而語境和新的語言環境正是不斷地從教學、學習和語用

中被創造出來的。筆者認為此「語境」並非僅僅依存於文章裡

的上下文或對話中，而是活生生地存在於生活當中，在選材、

白板、講義和投影片的佈置裡，在課室的佈置中，也在教室的

師生互動間，甚或是課後的小組任務或作業討論中。也因此，

訓練教師對生活的敏感度，使之對應用教學產生多層面性的想

Context

Conflict Complexity5個新 Cs

Compassion Capacity

Levine 和 Phipps 提出的「5 個新 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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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並且了解學生個性與背景，將對的人放在同一個小組，其

本質就已經提供了對「語境」或「語言環境」新的解讀方式。

第二，複雜性（complexity），所指的是語言與學習語言

本身就是複雜的系統，而這複雜系統中所包含的主事者、要

素、過程等等又各自成為一個複雜的支系統。為了要更了解其

中的複雜性及互動性，在了解每一個系統的同時，也得了解系

統之間的相互作用。其中 van Lier 提供了一個生態學習模式，

以發展學習者之語言自覺能力、主動性與自主性為主。

第三，能力或包容力（capacity），意指一種具創意的、

互動協作的能力，透過教室內外語境的互動以及運用語言

（to language）的過程中促使新語言的成長。比方說，Byrnes

（2006）指出 competence 和 performance 的二分法變得既沉重

且無用，而溝通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又顯得過於

重視口語與交流的能力。Byrnes 認為 capacities 與 abilities 雷

同，同時能讓從事外語教學的老師捨棄上述的二分法，而重新

容納其他的溝通模式—包括文史閱讀等。

第四，Levine 和 Phipps 認為語言學習是富有同情憐憫之心

的（compassionate）。試想，為何我們需要語言教育？學習外

語的目的到底是什麼？學者們認為語言教育的「同情憐憫心」

與環境有關。社交的過程是透過主動的語言互動參與來達成

的，比方說，給過往的旅客和看似疲累的人用他們的語言打一

聲親切的招呼，這就是「同情憐憫心」，這就是同理心。也因

此，語言除了有交流的功能性之外，筆者認為學習外語也是培

養同理心（empathy）的一個重要環節，得以擴展自我對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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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文化的容忍度（tolerance），更能了解他人，進一步讓不

同語言文化的人們彼此之間相處更為圓融、更富同情心。

第五，衝突（conflict）與同情憐憫心（compassion）就

一個宏觀的角度來說，是一種互補的關係。如果教師在國際專

業的課程中討論世界上發生的問題，卻不重視對其語言與文化

的基本了解，是否真能解決該問題，還是反而成了製造問題

的人？這個問題也讓我們重新檢視外語教育在教育環節中的重

要性。打個比方，在沒有同理心的前提之下，於語言教育中使

用不願理解他人文化的語言就非常容易造成課室的衝突。而在

這當下教師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Brenner, Arens & Dasli（in 

Levine and Phipps 2011:12）認為教師應該要「教衝突」（teach 

the conflicts）以及衝突背後的評論性與跨文化原因，筆者對

此深表同感。筆者認為教室內本就容易產生思維和語言文化衝

突，適時地教授學習者「背後的為什麼」也是語言教育非常重

要的目標。

基於傳統「5Cs」所增加的「5 個新 Cs」，對教師與學習

者的跨語言與跨文化能力都有一定的要求，接下來，筆者想

探討的就是 Borg（1997）與其他學者所提出的「教師認知」

（teacher cognition），筆者依 Borg 的研究統整如下圖示。

Borg（2003）對語言教師認知的統整與研究以其在 1997 

年的研究作為起點，他指出有四大影響語言教師認知的因素，

分別為學校教育、專業進修、環境因素和課堂實踐。而其中課

堂實踐和專業進修對教師認知有雙向的影響，學校教育則構成

了語言教師前期對語言教育的認知，也對其前期的教學模式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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