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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到各科老師的職責與英語能力的提升，各科老師可以先從跟英語老師共備課程

開始。英語教師的任務應只限於為學科課程的英文正確性作最後把關。

 從教育學制上，漸進式的英語教學、要有雙語的配套措施且最好從小學低年級

開始。香港是漸進式的三語教育，小學的課堂，中、英文課即有相當的比例分配。

而中學後，雖有中文、英文中學之分，亦根據各級學校進行教學語言比例微調，促

進學生的中、英文學習。香港是六年一貫的完全中學，沒有臺灣高中升學考試壓

力，課程可以更加活化。大學入學學科測驗亦可就自己語言能力選擇中文或英文的

測驗卷。反觀臺灣，要落實雙語教育政策時，課程應與評估（assessment）一併規

畫。當師資不足，都市或偏鄉地區的英語能力顯現出差異，且需要面對升學考試的

壓力，這樣的措施更需謹慎考量。以上建議是可以供參考與發展的方向。

■口語語料庫詳見，「語料庫輔助的英語發音教學系統」：

https://corpus.eduhk.hk/english_pronunciation/

　　目前任職於香港教育大學語言學及現代語言學系副

教授、語言教育中心主任的陳雪珠博士，是今年9月來

訪中心的境外訪問學人。陳雪珠博士研究多語學習、語

言教育多年，在臺港擁有超過二十年以上的語言教育經

驗，傑出表現曾獲得國際殊榮與肯定。在學術休假期

間，來訪中心，最主要是進行研究計畫。中心擁有豐富

的學術資源與環境、期盼跟臺灣學者進行學術討論與交

流，並走進臺灣的田野，蒐集資料並推行語料庫的數位

教學，對研究計畫的執行有相當的助益。

 陳雪珠在求學時期就專注於語言學、語音、音韻學領域的研究。畢業後至香港

高教服務，從事跟自己專長契合之語音研究與教學工作。近年，著手第三語言、發音

的研究、英語語料庫的建置，以及電腦輔助語料庫的發音教學與教材設計。

 雙語教育（bilingual education），是臺灣關注與未來發展的政策。今年國家

發展委員會提出「2030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政府宣示在2030年前，朝向雙語

國家為目標，行政院編列百億預算執行雙語教育新制並定今年為雙語教育元年，誓言

要在2030年將臺灣打造為雙語國家。此次，中心特別邀請陳雪珠分享豐富的教育與

教學經驗，談論近期的研究計畫及臺港雙語教學的發展與建議。

研究計畫與跨語言遷徙

　　近年，「跨語言遷徙（cross-linguistic transfer）」是陳雪珠關注的焦點，主要

探討在多語言的環境下，學習者學習語言時，語言之間的互動消長與對學習的影響。

香港是一個多語言發展的社會，香港政府提倡的兩文三語的語言政策（兩文是指中

文、英文；三語是粵語、英語、普通話），影響著香港中小學課程的設計和實施。多

數香港人意識到提升自己第二語言和第三語言的水平以滿足日常交際和工作的迫切需

要。但是，日常生活中仍可觀察到，不同母語背景的英語學習者，學習第二語言、第

三語言時，發音其實會相互影響。發音常被當作最重要的考察、辨別或認同的象徵，

甚至因此而貼上負面標籤。

 此次的研究計畫，主要探究在華人語境下多語言學習者的第三語音發展。香港

自回歸後，社會文化變遷、政策的變動，在華人多語語境的社會脈絡下，何為第二語

或第三語，三語之間如何互動與影響，是陳雪珠博士研究的切入點。而經過前期研究

已有一些研究成果與發現，是值得此次計畫再深入探討的議題。除了生長環境，其中

可能跟語言熟練度（language proficiency）有很大的關係，而他們之間的關係與影

響為何，是此次研究的重點。研究對象將針對同為粵語為母語的英語學習者，分別來

自香港（第二語言為英語、第三語言為普通話）以及廣東（第二語言為普通話、第三

語言為英語）的學生。計畫主要有三項重點：一是找到粵語母語者在粵普英三語語音

學習上的發音錯誤；二是母語對英語和普通話習得的影響，進行聲學研究加以驗證；

第三是確定多語言學習者習得的第二語言以及第三語言語音特徵，特別關注第一語言

或第二語言在第三語言學習過程中的影響，並提出有效教學方案。

 陳雪珠談及此計畫的研究成果，將可被用於宏觀的語音學習，以及幫助學習者

對第二語言和第三語言語音習得的過程和經驗，進行自我反思，並提供用來開發語音

教師培訓的線上資源，與語音教學教材，以促進語音教學，幫助學生學習。　

口語語料庫轉化為打造英語教學的工具

　　在全球化的世界，英語是很重要的國際語言。大數據時代下，數位科技的應用亦

可以成為重要的研究與學習工具。多語的研究讓陳雪珠看見語言學習者的發音學習問

題，透過研究收集不同的語音，進行口語語料庫的建置並致力於英語口語語料的教材

研發。

 

 在國際化多語社會發展的香港，英語教師來自世界各地，語言有地區性的變異

（variation），各地教師的發音也有所不同。從語言學的觀點，這些發音都是基於

在地脈絡發展而來，沒有絕對的對錯。陳雪珠認為，雖然在教學上必須有統一的標

準，語料庫除可以提供學習者一個標準的發音，但也不想因此而把標準單一化。教

師更要了解各個發音的差異。因此，在口語語料庫中，收錄八大方言母語背景學習

者的英語發音。對研究者來說，從中分析語言間的互動消長、研究阻礙學習者的因

素；而學習者可以自由選擇發音並練習、透過聽說了解到自身發音的問題；教師則

可以了解各地發音差異與阻礙，轉化為英語教材或教案，促進英語的學習與教學，

將語料庫轉化為打造發音研究與英語學習的利器。

 陳雪珠博士將語料庫做成師資培訓與學生學習發音的數位學習教材、教案，提

供不同方言背景的英語學習者，發音學習的資源，並多次公開分享說明口語語料庫

的特色，所有成果皆上傳在建置的網站中，以供大眾參考。

臺港語言教學的差異與發展

　　專訪的最後，陳雪珠談及香港的語言教育，並對臺灣現行實行雙語教育提出建

議。「什麼是雙語教學？除了英文課學英文，最好連地理課、歷史課都學英文，這

樣就是學英文了嗎？」其實不然。香港因有其歷史脈絡發展，著重三語教育並將其

落實於政策與教學中，實行三語教育行之有年。陳雪珠回憶初到香港時的情形：

「剛去香港前五年，因不會說廣東話，到哪裡都使用英文。之後，大量的同事或學

生從內地湧入香港，周遭的同學越來越警覺到學習普通話的重要。臺灣的語言中心

都是推廣華語、英文為主，而在我的語言中心，則是推動英語、廣東話、普通話的

三語教育。」

 陳雪珠認為雙語教育，應根據臺灣的脈絡，發展臺灣模式，並提出臺灣雙語教

學發展的看法。從教育體制面向來看，師資上，臺灣不管在人力、英語專業程度上

還有所不足。香港在中小學各科師資培育上，英語能力是需要通過培訓與測驗，畢

業後才有資格去教學。據側面觀察，目前臺灣在英語教學現場，大多讓英語教師做

所有學科課程的整合，這並非長久之計。而尚未到達英語能力的各學科老師，需要

陳雪珠：談跨語言遷徙、語料庫的語言學習
                  及臺港雙語教學的發展與建議 

採訪／葉湘雯、連采宜　　撰文／葉湘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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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推廣華語、英文為主，而在我的語言中心，則是推動英語、廣東話、普通話的

三語教育。」

 陳雪珠認為雙語教育，應根據臺灣的脈絡，發展臺灣模式，並提出臺灣雙語教

學發展的看法。從教育體制面向來看，師資上，臺灣不管在人力、英語專業程度上

還有所不足。香港在中小學各科師資培育上，英語能力是需要通過培訓與測驗，畢

業後才有資格去教學。據側面觀察，目前臺灣在英語教學現場，大多讓英語教師做

所有學科課程的整合，這並非長久之計。而尚未到達英語能力的各學科老師，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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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到各科老師的職責與英語能力的提升，各科老師可以先從跟英語老師共備課程

開始。英語教師的任務應只限於為學科課程的英文正確性作最後把關。

 從教育學制上，漸進式的英語教學、要有雙語的配套措施且最好從小學低年級

開始。香港是漸進式的三語教育，小學的課堂，中、英文課即有相當的比例分配。

而中學後，雖有中文、英文中學之分，亦根據各級學校進行教學語言比例微調，促

進學生的中、英文學習。香港是六年一貫的完全中學，沒有臺灣高中升學考試壓

力，課程可以更加活化。大學入學學科測驗亦可就自己語言能力選擇中文或英文的

測驗卷。反觀臺灣，要落實雙語教育政策時，課程應與評估（assessment）一併規

畫。當師資不足，都市或偏鄉地區的英語能力顯現出差異，且需要面對升學考試的

壓力，這樣的措施更需謹慎考量。以上建議是可以供參考與發展的方向。

■口語語料庫詳見，「語料庫輔助的英語發音教學系統」：

https://corpus.eduhk.hk/english_pronunciation/

　　目前任職於香港教育大學語言學及現代語言學系副

教授、語言教育中心主任的陳雪珠博士，是今年9月來

訪中心的境外訪問學人。陳雪珠博士研究多語學習、語

言教育多年，在臺港擁有超過二十年以上的語言教育經

驗，傑出表現曾獲得國際殊榮與肯定。在學術休假期

間，來訪中心，最主要是進行研究計畫。中心擁有豐富

的學術資源與環境、期盼跟臺灣學者進行學術討論與交

流，並走進臺灣的田野，蒐集資料並推行語料庫的數位

教學，對研究計畫的執行有相當的助益。

 陳雪珠在求學時期就專注於語言學、語音、音韻學領域的研究。畢業後至香港

高教服務，從事跟自己專長契合之語音研究與教學工作。近年，著手第三語言、發音

的研究、英語語料庫的建置，以及電腦輔助語料庫的發音教學與教材設計。

 雙語教育（bilingual education），是臺灣關注與未來發展的政策。今年國家

發展委員會提出「2030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政府宣示在2030年前，朝向雙語

國家為目標，行政院編列百億預算執行雙語教育新制並定今年為雙語教育元年，誓言

要在2030年將臺灣打造為雙語國家。此次，中心特別邀請陳雪珠分享豐富的教育與

教學經驗，談論近期的研究計畫及臺港雙語教學的發展與建議。

研究計畫與跨語言遷徙

　　近年，「跨語言遷徙（cross-linguistic transfer）」是陳雪珠關注的焦點，主要

探討在多語言的環境下，學習者學習語言時，語言之間的互動消長與對學習的影響。

香港是一個多語言發展的社會，香港政府提倡的兩文三語的語言政策（兩文是指中

文、英文；三語是粵語、英語、普通話），影響著香港中小學課程的設計和實施。多

數香港人意識到提升自己第二語言和第三語言的水平以滿足日常交際和工作的迫切需

要。但是，日常生活中仍可觀察到，不同母語背景的英語學習者，學習第二語言、第

三語言時，發音其實會相互影響。發音常被當作最重要的考察、辨別或認同的象徵，

甚至因此而貼上負面標籤。

 此次的研究計畫，主要探究在華人語境下多語言學習者的第三語音發展。香港

自回歸後，社會文化變遷、政策的變動，在華人多語語境的社會脈絡下，何為第二語

或第三語，三語之間如何互動與影響，是陳雪珠博士研究的切入點。而經過前期研究

已有一些研究成果與發現，是值得此次計畫再深入探討的議題。除了生長環境，其中

可能跟語言熟練度（language proficiency）有很大的關係，而他們之間的關係與影

響為何，是此次研究的重點。研究對象將針對同為粵語為母語的英語學習者，分別來

自香港（第二語言為英語、第三語言為普通話）以及廣東（第二語言為普通話、第三

語言為英語）的學生。計畫主要有三項重點：一是找到粵語母語者在粵普英三語語音

學習上的發音錯誤；二是母語對英語和普通話習得的影響，進行聲學研究加以驗證；

第三是確定多語言學習者習得的第二語言以及第三語言語音特徵，特別關注第一語言

或第二語言在第三語言學習過程中的影響，並提出有效教學方案。

 陳雪珠談及此計畫的研究成果，將可被用於宏觀的語音學習，以及幫助學習者

對第二語言和第三語言語音習得的過程和經驗，進行自我反思，並提供用來開發語音

教師培訓的線上資源，與語音教學教材，以促進語音教學，幫助學生學習。　

口語語料庫轉化為打造英語教學的工具

　　在全球化的世界，英語是很重要的國際語言。大數據時代下，數位科技的應用亦

可以成為重要的研究與學習工具。多語的研究讓陳雪珠看見語言學習者的發音學習問

題，透過研究收集不同的語音，進行口語語料庫的建置並致力於英語口語語料的教材

研發。

 

 在國際化多語社會發展的香港，英語教師來自世界各地，語言有地區性的變異

（variation），各地教師的發音也有所不同。從語言學的觀點，這些發音都是基於

在地脈絡發展而來，沒有絕對的對錯。陳雪珠認為，雖然在教學上必須有統一的標

準，語料庫除可以提供學習者一個標準的發音，但也不想因此而把標準單一化。教

師更要了解各個發音的差異。因此，在口語語料庫中，收錄八大方言母語背景學習

者的英語發音。對研究者來說，從中分析語言間的互動消長、研究阻礙學習者的因

素；而學習者可以自由選擇發音並練習、透過聽說了解到自身發音的問題；教師則

可以了解各地發音差異與阻礙，轉化為英語教材或教案，促進英語的學習與教學，

將語料庫轉化為打造發音研究與英語學習的利器。

 陳雪珠博士將語料庫做成師資培訓與學生學習發音的數位學習教材、教案，提

供不同方言背景的英語學習者，發音學習的資源，並多次公開分享說明口語語料庫

的特色，所有成果皆上傳在建置的網站中，以供大眾參考。

臺港語言教學的差異與發展

　　專訪的最後，陳雪珠談及香港的語言教育，並對臺灣現行實行雙語教育提出建

議。「什麼是雙語教學？除了英文課學英文，最好連地理課、歷史課都學英文，這

樣就是學英文了嗎？」其實不然。香港因有其歷史脈絡發展，著重三語教育並將其

落實於政策與教學中，實行三語教育行之有年。陳雪珠回憶初到香港時的情形：

「剛去香港前五年，因不會說廣東話，到哪裡都使用英文。之後，大量的同事或學

生從內地湧入香港，周遭的同學越來越警覺到學習普通話的重要。臺灣的語言中心

都是推廣華語、英文為主，而在我的語言中心，則是推動英語、廣東話、普通話的

三語教育。」

 陳雪珠認為雙語教育，應根據臺灣的脈絡，發展臺灣模式，並提出臺灣雙語教

學發展的看法。從教育體制面向來看，師資上，臺灣不管在人力、英語專業程度上

還有所不足。香港在中小學各科師資培育上，英語能力是需要通過培訓與測驗，畢

業後才有資格去教學。據側面觀察，目前臺灣在英語教學現場，大多讓英語教師做

所有學科課程的整合，這並非長久之計。而尚未到達英語能力的各學科老師，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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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到各科老師的職責與英語能力的提升，各科老師可以先從跟英語老師共備課程

開始。英語教師的任務應只限於為學科課程的英文正確性作最後把關。

 從教育學制上，漸進式的英語教學、要有雙語的配套措施且最好從小學低年級

開始。香港是漸進式的三語教育，小學的課堂，中、英文課即有相當的比例分配。

而中學後，雖有中文、英文中學之分，亦根據各級學校進行教學語言比例微調，促

進學生的中、英文學習。香港是六年一貫的完全中學，沒有臺灣高中升學考試壓

力，課程可以更加活化。大學入學學科測驗亦可就自己語言能力選擇中文或英文的

測驗卷。反觀臺灣，要落實雙語教育政策時，課程應與評估（assessment）一併規

畫。當師資不足，都市或偏鄉地區的英語能力顯現出差異，且需要面對升學考試的

壓力，這樣的措施更需謹慎考量。以上建議是可以供參考與發展的方向。

■口語語料庫詳見，「語料庫輔助的英語發音教學系統」：

https://corpus.eduhk.hk/english_pronunciation/

　　目前任職於香港教育大學語言學及現代語言學系副

教授、語言教育中心主任的陳雪珠博士，是今年9月來

訪中心的境外訪問學人。陳雪珠博士研究多語學習、語

言教育多年，在臺港擁有超過二十年以上的語言教育經

驗，傑出表現曾獲得國際殊榮與肯定。在學術休假期

間，來訪中心，最主要是進行研究計畫。中心擁有豐富

的學術資源與環境、期盼跟臺灣學者進行學術討論與交

流，並走進臺灣的田野，蒐集資料並推行語料庫的數位

教學，對研究計畫的執行有相當的助益。

 陳雪珠在求學時期就專注於語言學、語音、音韻學領域的研究。畢業後至香港

高教服務，從事跟自己專長契合之語音研究與教學工作。近年，著手第三語言、發音

的研究、英語語料庫的建置，以及電腦輔助語料庫的發音教學與教材設計。

 雙語教育（bilingual education），是臺灣關注與未來發展的政策。今年國家

發展委員會提出「2030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政府宣示在2030年前，朝向雙語

國家為目標，行政院編列百億預算執行雙語教育新制並定今年為雙語教育元年，誓言

要在2030年將臺灣打造為雙語國家。此次，中心特別邀請陳雪珠分享豐富的教育與

教學經驗，談論近期的研究計畫及臺港雙語教學的發展與建議。

研究計畫與跨語言遷徙

　　近年，「跨語言遷徙（cross-linguistic transfer）」是陳雪珠關注的焦點，主要

探討在多語言的環境下，學習者學習語言時，語言之間的互動消長與對學習的影響。

香港是一個多語言發展的社會，香港政府提倡的兩文三語的語言政策（兩文是指中

文、英文；三語是粵語、英語、普通話），影響著香港中小學課程的設計和實施。多

數香港人意識到提升自己第二語言和第三語言的水平以滿足日常交際和工作的迫切需

要。但是，日常生活中仍可觀察到，不同母語背景的英語學習者，學習第二語言、第

三語言時，發音其實會相互影響。發音常被當作最重要的考察、辨別或認同的象徵，

甚至因此而貼上負面標籤。

 此次的研究計畫，主要探究在華人語境下多語言學習者的第三語音發展。香港

自回歸後，社會文化變遷、政策的變動，在華人多語語境的社會脈絡下，何為第二語

或第三語，三語之間如何互動與影響，是陳雪珠博士研究的切入點。而經過前期研究

已有一些研究成果與發現，是值得此次計畫再深入探討的議題。除了生長環境，其中

可能跟語言熟練度（language proficiency）有很大的關係，而他們之間的關係與影

響為何，是此次研究的重點。研究對象將針對同為粵語為母語的英語學習者，分別來

自香港（第二語言為英語、第三語言為普通話）以及廣東（第二語言為普通話、第三

語言為英語）的學生。計畫主要有三項重點：一是找到粵語母語者在粵普英三語語音

學習上的發音錯誤；二是母語對英語和普通話習得的影響，進行聲學研究加以驗證；

第三是確定多語言學習者習得的第二語言以及第三語言語音特徵，特別關注第一語言

或第二語言在第三語言學習過程中的影響，並提出有效教學方案。

 陳雪珠談及此計畫的研究成果，將可被用於宏觀的語音學習，以及幫助學習者

對第二語言和第三語言語音習得的過程和經驗，進行自我反思，並提供用來開發語音

教師培訓的線上資源，與語音教學教材，以促進語音教學，幫助學生學習。　

口語語料庫轉化為打造英語教學的工具

　　在全球化的世界，英語是很重要的國際語言。大數據時代下，數位科技的應用亦

可以成為重要的研究與學習工具。多語的研究讓陳雪珠看見語言學習者的發音學習問

題，透過研究收集不同的語音，進行口語語料庫的建置並致力於英語口語語料的教材

研發。

 

 在國際化多語社會發展的香港，英語教師來自世界各地，語言有地區性的變異

（variation），各地教師的發音也有所不同。從語言學的觀點，這些發音都是基於

在地脈絡發展而來，沒有絕對的對錯。陳雪珠認為，雖然在教學上必須有統一的標

準，語料庫除可以提供學習者一個標準的發音，但也不想因此而把標準單一化。教

師更要了解各個發音的差異。因此，在口語語料庫中，收錄八大方言母語背景學習

者的英語發音。對研究者來說，從中分析語言間的互動消長、研究阻礙學習者的因

素；而學習者可以自由選擇發音並練習、透過聽說了解到自身發音的問題；教師則

可以了解各地發音差異與阻礙，轉化為英語教材或教案，促進英語的學習與教學，

將語料庫轉化為打造發音研究與英語學習的利器。

 陳雪珠博士將語料庫做成師資培訓與學生學習發音的數位學習教材、教案，提

供不同方言背景的英語學習者，發音學習的資源，並多次公開分享說明口語語料庫

的特色，所有成果皆上傳在建置的網站中，以供大眾參考。

臺港語言教學的差異與發展

　　專訪的最後，陳雪珠談及香港的語言教育，並對臺灣現行實行雙語教育提出建

議。「什麼是雙語教學？除了英文課學英文，最好連地理課、歷史課都學英文，這

樣就是學英文了嗎？」其實不然。香港因有其歷史脈絡發展，著重三語教育並將其

落實於政策與教學中，實行三語教育行之有年。陳雪珠回憶初到香港時的情形：

「剛去香港前五年，因不會說廣東話，到哪裡都使用英文。之後，大量的同事或學

生從內地湧入香港，周遭的同學越來越警覺到學習普通話的重要。臺灣的語言中心

都是推廣華語、英文為主，而在我的語言中心，則是推動英語、廣東話、普通話的

三語教育。」

 陳雪珠認為雙語教育，應根據臺灣的脈絡，發展臺灣模式，並提出臺灣雙語教

學發展的看法。從教育體制面向來看，師資上，臺灣不管在人力、英語專業程度上

還有所不足。香港在中小學各科師資培育上，英語能力是需要通過培訓與測驗，畢

業後才有資格去教學。據側面觀察，目前臺灣在英語教學現場，大多讓英語教師做

所有學科課程的整合，這並非長久之計。而尚未到達英語能力的各學科老師，需要

「境外訪問學人申請」申請受理時間：隨到隨審

‧詳細資訊可參考：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2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