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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70 年代後期，認知語言學（Cognitive Linguistics, CL）

快速發展，成為語言學的新興領域（cf. Geeraerts 2006）。近

三十多年來認知領域的相關理論與分析已漸導入二語（外語）教學

（second/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應用。除了以不同理論闡釋語

言分析之外，亦有一些研究嘗試結合理論於外語教學實驗應用上

（e.g., Achard and Niemeier 2004a; Boers and Lindstromberg 2006; 

Robinson and Ellis 2008; Littlemore 2009; Tyler 2012）。舉例來

說，Boers 與 Lindstromberg（2008）探討運用認知語言學提升詞

彙（word）、詞組（phrase）與習語（idiom）的學習成效，而 De 

Knop 與 De Rycker（2008）則是將認知語言學（CL）引入語法教

學層面。另外，Boers、De Rycker 與 De Knop（2010a）以教學效

益為導向，突顯哪些認知語言學之主張對實際教學具有影響力，且

可運用於二語學習上。

如何有效地結合認知語言學理論與外語教學乃是當今外語教學

關切的主要研究課題之一。若進一步聚焦於語言形式表述，如何幫

助二語學習者迅速有效地掌握目標語言結構與四項技能（聽、說、

讀、寫），應是外語教師與專家學者積極關切的議題，例如詞彙與

閱讀教學、文化意識提升、構式（句式）（construction）、習語、

多義詞（polysemy）（如：介系詞，多個不同義項間的關聯）等等。

認知語言學強調意義、身體經驗的體現（embodiment or embodied 

experience）、與概念結構的重要性，視語言為人類認知思維的體

現，若能將認知語言學主要宗旨及原則適當地應用於外語教學上，

將可提供二語學習者具理據性（motivated）1、真實、自然的語言學

1 理據性的學習（motivated learning）（in the form of the bodily and/or conceptual motivation, 
cf. Kövecse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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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環境，進而培養其目標語（target language）的文化思維能力，促

進目標語之學習（cf. De Rycker and De Knop 2009）。

整體而言，本章旨在提供讀者重點背景知識，簡述認知語言學

重要理論概念，以及闡述傳統語言學與認知語言學於語言觀、習得

觀和教學觀的差異。本書主要研究範圍聚焦於以認知概念為基礎之

華語 2教學議題探究，結合重要的認知理論及概念基礎，試圖將理

論融合並實踐於漢語為二語教學之實務上，且透過實證考察，測試

其可行性與有效性。本章包括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引言，說明

本書之研究動機，第二部分比較傳統語言學學派與認知語言學的異

同，討論源自於認知語言學且已應用於外語教學的重要概念，並簡

述本書所論及之議題。第三部分簡述認知語言學派主要特色、語

言學習與教學應用的關係，且論述現今外語教學應用上的啟示與侷

限。最後，第四部分將簡介本書架構及各章節之研究重點。

1.1 研究動機

認知語言學為二語教學開啟了嶄新的視野，先前外語學習的研究

課題主要集中於普遍語法理論（Universal Grammar theory）、母語遷

移（L1 transfer）、中介語（Interlanguage）分析、語言輸入（language 

input）、認知心理應用（Cognitive Psychology application）、語言

處理（language processing）等面向。以認知語言學為基礎的外語

學習課程目的在於捨棄對學習者無意義的語法規則，或傳統過時

2 本書使用「華語」或「漢語」指稱「華語」、「漢語」、「中文」、「普通話」等意涵，

而引文中的用詞則忠於原文，不作更動。「華語」使用偏向於教學應用上，而「漢語」

則用於語言現象及理論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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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言學習法，並同時以學習者的目標結果為導向，於語法及練

習部分導入和設計一個符合二語學習者認知發展的教學方法（e.g., 

Verspoor  and Lowie  2003;  Tyler  and  Evans  2004;  Morimoto 

and Loewen 2007; Csábi 2004; Boers and Lindstromberg 2008; 

Robinson and Ellis 2008; Holme 2009; Littlemore 2009; Tyler, 

Muller and Ho 2011）。在英語外語研究方面，許多研究試圖將認

知語言學應用於教學法中。例如，Boers與 Lindstromberg（2006）

證明提升學習者概念隱喻（conceptual metaphor）意識有益於詞

彙習得。Cadierno 與 Robinson（2009）調查二語學習者於學習詞

彙化模式（lexicalization patterns）之目標語詞彙時，若母語與二

語分屬不同語言類型（linguistic typology），則母語仍具一定影

響，即中高級學習者雖已逐漸發展出合適的二語詞彙化模式（L2 

lexicalization patterns）表達，然母語遷移的影響（L1 transfer 

effects, cf. Odlin 2008）仍存在，而 Brown 與 Gullberg（2010）

進一步指出學習二語時，詞彙化模式的影響並非僅是單向的，而

是雙向的。Verspoor 與 Lowie（2003）的研究顯示運用原型概念

（conceptual prototype）與輻射狀網絡（radial network）於教

學上，有助提升多義詞詞彙學習（vocabulary learning）效益。

Tyler（2012）進一步將研究層面延伸至複句語法（clause level 

constructions）及較複雜的詞類考察，如英文能願動詞（modal 

verbs, cf. Tyler 2008）。

回顧與語言本體及外語學習過程相關的研究，早期以純語言

分析及其啟示為主（如 Taylor 2006, 2008; 王寅 2007；安可思 

2009；胡壯麟 2004；黃居仁 2009；蘇以文 2005；蘇以文與畢永

峨 2009；戴浩一 2002，2003，2007），有些以心理學線上加工

蕭惠貞老師-清樣20170214.indd			4 2017/2/15			上午	10:55:47



� 第一章　緒　論 005

處理（on-line processing）為研究內容（邢紅兵 2011；江新與

房豔霞 2012）。有些則著重於二語語言習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與教學研究，如教師教學「提問」之句型（陳純

音 2011），而有些以認知概念融入教學教案設計為主（戴金惠

2014）。在研究方法方面，束定芳（2013）彙整了近年認知語

言學研究之發展趨勢，課題大多集中於隱喻（metaphor）、轉喻

（metonymy）和構式進一步擴展，且研究方法包括內省法、語料

庫研究法、心理實驗研究方法、多模態研究法（基於詞彙化模式的

語言類型研究、隱喻和轉喻、語言與思維、手勢與思維）、腦神經

實驗法等多元方法。在眾多研究方法中，受到青睞者即是語料庫法

與實證研究法，而實證研究則以外語研究成果為多數。近年來關注

華語教學實證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包括以課室教學提問為主要

議題之實證探究（陳純音 2011）、結合二語學習、心理學與教育

學於漢語認知處理教學應用之研究（馮麗萍 2013）、以實境個案

分析經驗分享為導向的教學指南（宋如瑜 2013）、以跨文化溝通

交際為主的教學研究（朱我芯 2013）、側重於閱讀與寫作策略於

新加坡中小學課堂教學法之探究（胡月寶 2015），以及基於「語

文為主、科技為輔」理念，將科技運用於中文二語教學應用上（陳

俊光與謝佳玲 2016）等研究。然而，從認知語言學理論出發，同

時輔以華語教學實證探究的專書甚少 3。因此，不同於上述主題，

本書試圖從漢語作為二語學習研究之實驗語料進行深入探究，希望

結合認知學派的基礎概念，藉由實證研究之執行，討論其結果與啟

示，希冀填補上述之學術空缺。

3 僅文秋芳等人（2013）所編著《認知語言學與二語教學》較為相關，該書兼顧理論
介紹與教學研究，然內容多以英語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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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背景與議題

語言學習究竟是基於規則（rule）的學習過程，還是基於

以使用為基礎（Usage-based）的學習過程？傳統語言學學派主

張：⑴語言系統是一個由封閉且分割的子系統組成的獨立系統，

與一般認知能力無關；⑵傳統學派，如結構主義和生成語法學派

（Generative Grammar）強調語言的形式，認為語法為一自治系

統且可獨立於意義，形式與意義內容彼此分離，語言符號具有任

意性（arbitrariness）；⑶人類的語言能力取決於與生俱來的「語

言習得機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LAD），語言由

有限的規則系統組成無限生成的句法系統，語言是普遍語法，不

同於其他認知能力，兒童不需專門教學即能自然地通過「內化」

（internalize） 而 習 得 母 語（ 一 語 ）（cf. Ungerer and Schmid 

2006; De Rycker and De Knop 2009; Tyler 2012；李福印 2008；

文秋芳等人 2013）。

反之，不同於上述觀點，Croft 與 Cruise（2004: 1-4）則從

三個基本假設 4 介紹認知語言學的特點：⑴語言並非一種獨立自

主的認知能力；⑵語法即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5；⑶語言

知識源自於語言使用。上述三個論點反對生成語法學派，強調語

4 引自 Croft and Cruse（2004：1-4）：“(i) Language is not autonomous cognitive faculty；
(ii) Grammar is conceptualization；(iii) Knowledge of language emerges from language 
use”。

5 不同語言學家對「概念化」之方式持有不同的觀點，本書採用 Langacker（1987）
之看法，其認為識解（construe）是人類用不同方式感知（描述）同一情景的能力，
亦是概念化的重要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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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非封閉的自主系統，必須參照認知過程，重視形式與意義、意

義與意義間之系統聯繫。語言結構與人類身體經驗及概念知識相

關，語法建立於意義上，詞彙與句法密不可分（cf. Tyler 2012: 

20-21），且語言規則之掌握並非與生俱來（李福印 2008）。另

一方面，基於使用為基礎觀之理論，Langacker（2008）提出語

言具有以下六大內涵：⑴規約性語言單位是從語言使用事件抽象

概括（generalize）而來；⑵任何符號單位相對於語言使用事件具

有圖式性（schematization，即基模化的特徵體現）；⑶出現頻率

（frequency）或複現率（recurrent frequency）對語言學習效率

十分重要；⑷充分接觸語言單位的典型用法；⑸語言學習內容盡

可能接近真實的社會文化環境；⑹規則的概括性有限，基礎圖式

（schema）的抽象概括能促進語言學習。上述要點說明，「以使

用為基礎」的理論注重人類的基本認知能力（感知系統、記憶和理

解、學習機制等），及學習者與所處的環境互動（亦即學習過程基

於使用為基礎）之重要性。語言習得主要依靠主體（即人）的主動

建構、認知能力，透過反覆使用而概括成語言知識（cf. Tomasello 

2003），而非依賴先天的「語言習得機制」，或基於規則學習的

過程。

一般而言，認知語言學家對於語言的基本共識有三：⑴語義

是核心；⑵語言符號或結構是有意義的單位（理據性）；⑶語言

以使用為基礎（劉正光與艾朝陽 2016）。認知語言學派強調學習

者積極主動的建構過程，即透過語言輸入歸納語言形式與意義配

對的理據，進而概括出語言形式的結果（reconstructing, cf. Ellis 

and Cadierno 2009）。認知語言學派主張基於體驗（experienced）

的內在語義觀，即語義以語言使用的經驗為基礎。人類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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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體驗和互動中形成意象圖式（image schema）6 和認知模型

（Cognitive Model），並在此基礎上進行範疇化（categorization）

和概念化。意即語義的形成是範疇化、概念化、認知方式、隱喻

機制、概念框架、推理等過程，且意義與形式密不可分。Ungerer

與 Schmid（2006）提出認知語言學包括三種表徵特性：經驗

觀（experiential view）、突顯觀（prominence view）、和注意觀

（attentional view）。文秋芳等人（2013）提出認知語言學派 7所主

張之語言觀有三大特點—「體驗性」（embodied）、「隱喻性」

和「理據性」，此三特點密切相關，所有來源基礎主要為體驗性

（embodied，身體經驗為最根本的基礎），隱喻性是基於語言的

實際體驗，而理據性則源於前兩者。廣義而言，認知語言學特點

還包括視角性（perspectives）、動態性（dynamicity）、百科觀

（encyclopedicity）、體驗觀（embodiment）、原型觀（prototype）、

意象圖式等特點（Geeraerts 2006；王寅 2007）。

另一方面，以應用外語教學目標導向為重點，源自於認知語言

學相關的外語教學啟示及主張，有以下六項（重點引自 Boers and 

Lindstromberg 2006: 305-309）：

⑴ 語言是通用認知結構（general conceptual structures）的一

6 意象圖式是一個結合意象（image/imagery）與圖式（schema）的概念，有助我們理
解日常的抽象概念。意象圖式是在日常生活體驗中反覆出現的結構，連結抽象概念

和具體物體之間的動態模式（Lakoff 1987），亦是人類如何建構範疇（category）、
分析隱喻、理解意義延伸的一個重要概念，本書的意象圖式即是以此為基礎。另

外，第四章的研究主題亦包括視覺上的語義概念圖，透過此概念圖加上語義網絡

（semantic network）以呈現義項間的遠近關係。
7 Tyler（2012: 20-25）和 De Rycker與 De Knop（2009）亦曾介紹相似的認知理論原
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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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而非獨立機制（Langacker 1987）。

⑵ 主張以使用為基礎的動態語言觀（Tomasello 2000），而天

生具有「語言習得機制」之假說並不存在。 

⑶ 形式語言學與生成語法學派所主張的語法與詞彙二分法並

不存在，主張應視語言為大量複雜規約（conventionalized）

符號的庫存清單。

⑷ 詞彙與句式應被視為語義網絡（semantic network）8 的

節點（nodes），透過聯想激發，而非謬誤地區分語言字

典意義和百科意義（dictionary meaning vs. encyclopedic 

meaning），忽略語言常複現的語義延伸現象。

⑸ 語言的比喻表達（figuration/figurative expression），尤其

是隱喻和轉喻，在語義和句式思維具重要的影響地位。

⑹ 語義是概念化的過程，反映語言使用者如何主觀化識解

（construe）外在世界，且深受特定文化偏好的影響。 

上述 Boers 與 Lindstromberg（2006）所提出的六項要點，主

要是以認知語言學為基礎，論及與二語教學應用密切相關的重點，

以下將逐一討論之。

首先，語言不是一個獨立自主的系統，語言能力是人類通用能

力的一部分，認知單位互為聯繫，整體上須經由其他通用認知能力

對語言習得、語言使用過程進行類比、調整等綜合作用（Ungerer 

and Schmid 2006）。換言之，語言習得、語言使用屬於對客觀事

8 語義網絡是指以圖式方式呈現義項間的關係（Croft and Cruse 2004），而此概念亦
常見於心理學或是計算機語言學（詞彙網絡［lexical network］的建立，Fellbaum 
1998），然本書主要是結合輻射狀方式（radial approach）與概念隱喻原則（conceptual 
metaphor principles）呈現義項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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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進行認知處理的過程，例如「分類」（categorize）是人類語言

的基本特性之一，此過程稱為「範疇化」，代表研究為顏色範疇

實驗（Berlin and Kay 1969），指出人類比較依賴焦點色（focal 

colors）進行範疇化，且焦點色於認知辨識較為突顯（prominent 

salient），因此兒童較早習得且更容易記憶，此結果後來成為「原

型」（prototype）9概念的依據之一，「原型」即是心理表徵概念

結構之認知參照的基礎。

第二，語言習得與以使用為基礎的語法特性。不同於傳統

語法的規則說，「語言或語法教學著重於有意義、具溝通目的

之學習、重視真實語言（authenticity）與頻率的議題」（cf. De 

Rycker and De Knop 2009）。人們在互動體驗基礎上，形成圖式

（schematization, cf. 王寅 2007），經由此類圖式對外在事物主動

進行反覆比較、分析、抽象化、漸漸形成完整的圖式概念，於使用

過程中達到一定的穩定性，才會儲存於人類的記憶中。

此外，語言的基本功能為交際溝通，而頻率是語言學習與語言

變化的重要因素之一（Bybee 2008; Ellis 2002）。複現率不僅是語

言單位形成固化（entrenched）的因素之一，亦是影響二語學習成

效的重要關鍵。認知學派主張語法規則是人們在語境（context）

互動中，通過實際語言的反覆接觸（frequency of encounter）和使

用，不斷地抽象概括總結而成的規律。

第三，詞彙與語法間具符號形式連續性（continuum）特點。

9 本書所提及之「原型範疇」（prototype category），實際上與輻射狀範疇（radial 
category）及基本層次範疇化（basic-level categorization）的概念相似，即各義項間
存在一定的聯繫，皆透過原型中心意義／基本義／核心義（central sense）出發，呈
現不同成員與中心義的關聯（e.g. graded centrality, cf. Croft and Cruse 2004），如：
輻射狀網絡或語義網絡。

蕭惠貞老師-清樣20170214.indd			10 2017/2/15			上午	10:55: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