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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語言學，不少人可能會想到「可
能可以學到很多語言？」、「要學什麼語
言？」、「感覺很難」……，其實這些都
是一般人聽到語言學這三個字常會問的習
慣性問題，你也有這些疑惑嗎？那麼到兒
童英語教育學系陳淑惠教授的課堂上來，
也許會讓你對於語言學的概念有新的認
識。

執教三十一年，教學經驗豐富
在兒英系服務超過二十年的陳淑惠教
授，投身教職已逾三十一年，這次獲得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優良教師獎」，她說「不敢當！」並表
示，其實系上和學校有很多老師更優秀，
而自己只是僥倖幸運。淑惠老師認為，每
個老師都有自己的教法，也許是自己的教
法剛好符合過去這幾年學生的喜好，但並
不見得都適合每一年的學生，且學生及班
級有個別差異性，也不見得都會喜歡自己
的教法，所以教學有時也需要調整策略。

︻文∕楊育青︵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生︶︼

陳淑惠 教授

善用例子與實驗，讓理論變有趣
你沒想過的語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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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已有多年的教學經驗，但淑惠老
師每一次上課前，仍然得花上不少時間備
課。淑惠老師說，其實老師們上課壓力很
大，而這份壓力不只來自教學的內容，必
須要清楚自己要教的重點，還有班上氣氛
的帶動，因為多數老師也不希望上課過程
死氣沉沉。而每位老師的教法也各有不
同，例如有些老師可能會在意學生的想法
及反應，上課中間不時還要穿插例子與笑
話，或利用同學有的相關經驗作例子延伸
說明，讓學生能藉由周邊熟悉的生活經
驗，能對所學印象更深刻。而這些都不是
可以提前準備好的。除了取決於班上的班
風外，有時候還得考驗老師的臨場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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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認為，教書最難的部分除了課程的
內容外，班級的氣氛經營以及師生間的互
動情形也很重要，還有上課流程要能連貫
一致。她說，氣氛的掌握，是上課時最累
的事情了。多年的教學也讓她能不斷在摸
索教學心得。
在淑惠老師的課堂上，少見有學生睡
覺。因為她至今依然維持手寫黑板授課的
習慣，讓她忍不住笑說：「這似乎不太上
進？」因為她認為，學習的過程中，如果
能夠手動、眼動以及耳動的話，因為各方
面的管道都用到了，對於學習而言是比較

處理語言訊息時，在聽見訊息時，會使用

有效果的。「就好像在讀東西的時候，如

哪些策略去做理解？是語音先處理？再處

果讀出來，再加上手寫的話，不覺得這個

理字？再處理句子？再處理語意？或是可

東西的記憶較深刻？」而這一切的影響都

能同步？又比如說小孩在學習語言時，會

來自於她在美國攻讀博士時的研究所句法

出現哪些機制？包括第一語言，第二語言

學教授。

或外語的語言習得能力？還有在閱讀的策
略上常聽到「由上而下」或是「由下而

淑惠老師說，這位教授的教學和研究

上」。這些都是心理語言學常探討的議

相當優秀，他教的句法學是抽象理論課

題。但因為我們並無法將人的腦袋剖開，

程，這位教授認為學生在閱讀學術性文章

觀察大腦的運作機制，因此嚴謹的心理語

或批判文章前，一定要先有清楚概念，所

言實驗就成了心理語言學很重要的一個步

以教授課程時，他一直都用手寫黑板授課

驟。

基礎概念，那時覺得學習很扎實，但教授
對她的影響不只如此，還包括了上課的結

在淑惠老師的課堂上，實驗與例子是

構、流程。使她覺得，這樣的教法是能夠

不可缺少的兩項元素。因為知道學生在理

讓學生擁有系統的概念並且是清楚的。

論的學習上較困難，因此她上課時也特別
注重學生的反應。因為覺得學生對於理論

善用例子與實驗，
理論也能變有趣

課程較不易理解，加上自己很注重學生的
反應。因此她會在課堂中切入日常相關的
議題為例，或是講些笑話，來幫助學生理

淑惠老師的專業項目為語用學跟心理

解並維持輕鬆的氣氛。此外，小組討論也

語言學，都是理論與應用的科目。她解

是她課堂上常見的元素，更是她用來確認

釋，其實心理語言學就是在探討人在處理

學生的學習狀況以及課堂複習的重要部

各種語言訊息時，內心的思考歷程。例如

分，小組討論的問題除了要消化剛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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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外，也要做腦力激盪探索問題。

張圖，一張描述烏龜追兔子，一張描述猴
子追貓，受測者同時聽到問題“烏龜追貓

她提到，其實不少人對於語言學這個

嗎？”，受測者被要求依據圖示判定句子

科目難免有著前述的盲點，但她解釋，其

真偽，若有不正確的地方，要用問句所用

實語言學是用科學分析的方法，針對語言

的句型，如 SVO 做修改。受測者可以依

的結構進行研究。而它的目的在於以工具

所字選的圖示描述烏龜追兔子，回答「不

描述母語人士對其母語所隱含的母語文法

是，烏龜追兔子」，把貓改成兔子，但也

知識概念。她補充，其實語言有很多方面

可以依所字選的圖示描述猴子追貓，回答

的結構，如句法、語音，構詞、語用、語

「不是，猴子追貓」，把烏龜改成猴子，

意等，還包括如何將這些概念應用在英語

雖然兩種回應方式都正確，但是發現受詞

教學及心理語言上。說完這些，老師隨

被確認並被更改的機率顯著比主詞被確認

即說了幾個數字：「拔流散藝舊琉拔起

並被更改的機率較高，英文也是，不過中

（86319687）」，並問道她說的中文會

文比英文機率更高，淑惠老師當場也給學

不會聽起來很奇怪？

生做實驗，看學生的反應，因學生是不同
程度的英語學習者，其反映又是另一值得

「會！」

探討的議題。

接著她解釋，我們會覺得這段中文

淑惠老師說，自己上課時會先廣泛的

的聲調（tone）奇怪，或是覺得文法怪

介紹理論，之後就像這樣再以學生熟悉的

異，是因為我們已經具備中文這個語言的

事物為例或是以實驗來解釋一些語言現

語音知識，雖然沒辦法明確說出中文的聲

象。她提到，藉由做實驗或是例子，不只

調系統，但知道這些數字的聲調不對。又

是增加班上同學們的互動情形，有時候藉

或者在句子的結構上，她提到如中文的一

由學生理解的事物，反而讓他們更容易進

般結構是主詞動詞受詞，如「我愛你」，

入狀態。她笑說，有時候還能意外發現學

但是日文則是將動詞放在最後，構成「我

生們獨特的才能呢。

你愛」。淑惠老師教說每個語言都有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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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法結構，使用者會善用各種不同句型

此外，小組討論也是課堂上很重要的

（如主動或被動）或語調達成特定的語用

一個項目。淑惠老師說，自己每上完一個

或言談功能，這就是語用學的一部分，例

章節之後，便會進行小組討論。但大學生

如在一般主動 SVO 句子，說話者會將他

和研究生討論的題目性質有些差異，就大

她認為較重要且要凸顯的部分放在受詞

學生而言，小組討論可以針對之前所教的

位置，這種現象中文又比英文更明顯，有

內容複習；而就研究生而言則是更深一層

跨語言差異。

的腦力激盪。

為了讓學生理解，淑惠老師會舉心理

對淑惠老師而言，教學最大的成就感

語言實驗例子做說明，例如受測者看到兩

來自於學生上完課後，向她表示自己能夠

你沒想過的語言學：善用例子與實驗，讓理論變有趣

理解課堂上的內容，並能有系統的理解。
她提到，曾有學生考上中文研究所，便曾
經向她表示，自己在上完語音學之後，對
於理解中文系所的相關語音理論課程有極
大的助益。也曾有學生表示，兒英所課程
紮實，不論到國外留學或博士班進修或跨
領域語言學門或英語教學應用都有很大助
益。

讓人印象深刻的學生
執教多年，淑惠老師教導過的學生很
多，她說有不少學生都讓他印象深刻。例
如有研究生為了寫好一篇論文，專程前往
英國尋找資料；也有博士生，即使健康狀

他學生公平，她沒有給該學生通過，學生

況不理想，就算手術不斷也堅持要把學業

當下有些難過但也認同。淑惠老師同時也

完成。但讓她也是讓老師們最費神的，卻

提示學生，也許另外一個非教職方向比較

是被二一的學生。

適合你也不一定。她提到，學校老師對被
二一的學生常常很費神處理，畢竟老師有

淑惠老師提到，曾經有一位她授選修
課的學生，擔心成績不佳，請她給補考機

公平的計分方式，學生也要能清楚認知老
師給分的方式。

會，因為只差一點，且學生似有改過意
願，就給她機會。淑惠老師說，其實她知
道這名學生可能因為談戀愛有點分神，雖

很多事都是「因緣際會」，
當下必須對自己負責

然之前有提醒過該名學生了，但並沒有太
淑惠老師大學畢業後，即到師專擔任

大的效果。但她仍然選擇相信學生下學期
會用功彌補。

助教。之後，又前往美國讀語言學碩士，
返台後即前往大學教授英文，之後再度前

但這名學生下學期的課還是一樣，期

往美國攻讀語言學博士。她提到，由於自

末時狀況危急。但這次淑惠老師把學生找

己的父母與多數親戚多是老師，從小有些

來，一項項的說明哪邊不合格，包括出席

許接觸，不過大學畢業之後，坦白說也不

率、小組討論以及考試成績等，各項加總

知道未來要做什麼，因緣際會下投身教

都無法通過。

職。

淑惠老師對學生說：「我有責任面對

她認為，很多事都是因緣際會。例如

所有的學生，不是只面對你。」為了對其

自己的求學之路並不是一氣呵成，而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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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繞了許多路之後才取得博士。她提到，

間與身體狀況都有限，但她仍然努力完成

雖然取得碩士學位之後，自己的教授曾經

事情。時過境遷，她認為現今的自己，應

要他繼續攻讀博士，但因家庭因素她還是

該無法回到當時的狀態，因此當下就是必

選擇先回台教書。之後還曾經有加拿大大

須把握好機會，並且盡力完成每一個階段

學提供她全額獎學金，但她最後卻選擇放

該做的事。

棄。問她：「覺得可惜嗎？」她反而笑
說，如果當時選擇就讀的話，也許對她來

同樣的，她也要求學生必須盡到自己

說並不見得是一件好事。最後很幸運，也

的本份。淑惠老師提到，學校師長都很認

是因緣際會獲得大學入學免學費獎學金，

真教書，既然老師做好自己要做的事，如

而她終於選擇離職前往美國踏上另一條讀

備課或是清楚地傳授一些東西或是經驗的

博士的道路。

分享；那麼學生也要做到學生的。除了要
求學生缺課要請假外，也不能無故遲到，

即使在美國求學的過程，壓力非常

必須要在上課時間十分鐘之內抵達，不過

大。除了課業壓力之外，還必須身兼助教

若學生臨時有緊急事，可以請同學向老師

工作。不時還得面對學生的挑戰。不過，

說明。同時，她也會要求學生上課必須要

淑惠老師並不認為這樣「百轉千迴」的經

抄筆記，而不是呆坐在位子上。而考試就

歷不好。相反的，她樂觀地認為：「很多

考這些筆記的內容與概念，但鼓勵學生做

事都是因緣際會，但要盡力。」

延伸閱讀。

例如之前在系所行政服務時，必須同

她常說自己並不會太在意學生的成

時肩負教學、指導論文、國科會計畫與其

績，但會在意學生每一次進步的狀況。最

他計畫，以及行政等繁重的事務。即使時

重視的無非是學習態度與負責任的態度。
而所謂的負責任便是不會任意蹺
課，不要讓父母為自己的功課操
心，做好本分該做好的事，認真
學習。另一方面，「因緣際會」
有時候並沒有辦法控制，因此輪
到 自 己 時， 就 必 須 盡 力 把 它 完
成。如果那時候沒有弄好，現在
要時光倒流也沒有辦法了。

陳淑惠老師與學生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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