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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認知語言學觀點談隱喻的聆聽教學 

陳明宏 

嘉義縣仁和國小教師 

摘要 

認知語言學認為「隱喻」(Metaphor)在語言中扮演相當重要的地位，分析「隱

喻」可以了解語言的認知方式，使「隱喻」從原本修辭學上的專有名詞，發展成

為語言認知的核心概念，恢復「隱喻」的原本面貌。從認知語言學的認知方法，

包括「意象基模」(Image Schemas)、「範疇」(Categories)、「認知模型」(Cognitive 

Model)、「篇章」(Text)、「認知語法」(Cognitive Grammar)，可以建立起「隱喻」

的語言認知架構。並探討「隱喻」在語言表現的三個層面：字詞、篇章、語境，

分別在聆聽教材中呈現的方式，以及在進行聆聽教學時應採行的聆聽教學策略。

因此隱喻的聆聽教學，是以學生經驗為出發點，以概念為中心，建立知識結構，

使學生發現「隱喻」並做出解釋，豐富學生相關的認知模型，健全其認知發展，

並增進學生的聆聽能力。 

關鍵詞：認知語言學、聆聽教學、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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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ning Instruction over Metaphor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Chen, Ming-Hong 

Teacher, Renhe Elementary School, Chiayi County 

Abstract 

Metaphor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language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e 

analysis of Metaphor can develop itself to core concepts of language cognition from 

proper noun of Rhetoric. This paper tries to construct the Metaphor of Language 

Cognition composition by Image Schemas, Categories, Cognitive Model, Text, and 

Cognitive Grammar. Additionally this paper tries to discuss how Metaphor shows in 

listening instruction in three levels of language, including Words, text, and context, 

and the theory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cludes image schemas, categories, cognitive 

model, and appropriate strategies in progress of listening instruction. Therefore 

listening instruction, which is based on students’ experiences, and centering on 

conception, can inspire students to find and explain Metaphor in language and 

improve their Cognitive Models. It can improve their listening ability. 

Keywor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listening instruction, metap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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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隱喻」(Metaphor)是認知語言學中相當重要的概念，認知語言學強調心智

的體驗性、認知的無意識性、思維的隱喻性，迥異於傳統的結構主義語言學。其

與 Chomsky(1957)為代表的轉換生成學派雖有同源關係，都將語言視之為「一個

認知系統」，但根源於「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的哲學基礎差異，終究走上

分歧的道路。而基於體驗哲學的認知語言學，必然將研究的焦點歸結到思維的隱

喻性，近代的認知語言學家 Lakoff 和 Johnson 在 1980年的著作《我們賴以生存

的隱喻》(Metaphors We Live By)，揭櫫了認知語言學對於「隱喻」的重視：「隱

喻在日常生活中無所不在，不僅在語言中，而且在我們的思維和行動中都是這

樣。」 

「隱喻」普遍存在於日常生活語言中，我們又如何能在語文教育當中對其視

而不見？特別是校園最常進行的語文聆聽教學，無論是師生之間的教學對談，或

是特意安排實施的聆聽課程，都隱藏著各種隱喻的思維，凸顯了應當透過聆聽教

學學習在語言中隱喻的思維，進而發展具有隱喻思維的聆聽教學的重要性。 

目前國內聆聽教學的研究，有馬行誼(2011)所著《聆聽教學的理論與實務》，

為國內的聆聽教學奠定厚實的基礎，另有關於聆聽教學的博碩士研究約 17 篇，

內容包含實證研究或測驗編製，豐富了國語文聆聽教學的研究內涵；以認知語言

學的隱喻結合教育所做的碩博士研究也有近十篇，大部分以第二語言之間的跨文

化學習為主，但是也有直接以「隱喻」與本國語言教育結合的嘗試，例如蕭雅文

(2012)《隱喻模式應用於高中國文論證教學之研究》，但是專門論述「隱喻」與

聆聽教學所做的研究，目前國內學者則尚未發展至此一領域，因此以本研究做為

試探，希冀以認知語言學的「隱喻」概念結合聆聽教學，為聆聽教學尋覓另一方

向。 

貳、思維的隱喻性內涵 

Lamb(1998)指出在 1971 年「認知語言學」(Cognitive Linguistics)一詞首次出

現，指的是「真正研究大腦中的語言。」但是其研究方法與內容上與目前的認知

語言學並不相同。雖然目前學界對於認知語言學的內涵尚未達成全面的共識，但

其共通點皆以「體驗哲學」(Embodied Philosophy)做為研究語言的基礎，於 80-90

年代迅速發展，並在 21 世紀成為主流的語言學派之一。探究其發展歷史，可發

現認知語言學乃是源於 Chomsky 為代表的轉換生成學派，因此二者都將語言視

之為「一個認知系統」，但其最根本的歧異之處在於前者是基於反對轉換生成學

派的客觀主義理性論而逐漸發展，因此在哲學的基礎有著本質上的差異。 

Lakoff 和 Johnson(1980)提出人類用以思維與行為的日常概念系統，其本質

上是隱喻性的。並於 1999 年所撰寫的《體驗哲學—體驗的心智及其對西方思想

的挑戰》 (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一書，將「隱喻」視為體驗哲學極為重要的三個基本原則之一： 1.心智

的體驗性。2.認知的無意識性。3.思維的隱喻性。並以心智的體驗性與認知的無

意識性，最後歸結於思維的隱喻性，具體展現在語言的實際使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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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phor源自於拉丁語 metaphora，意思是「由此到彼」。西方哲學家亞里斯

多德在《詩學》中提出以修辭學的角度來認識隱喻，將「隱喻」定義為：「對借

來之詞的使用」。並且認為能使用「隱喻」是天才的作為，認為「隱喻」在語言

中無所不在。中國最早於《周禮‧太師》與《毛詩序》就提出詩有六義的概念中，

「比」的修辭方式，宋代學者朱熹在《詩集傳》解釋：「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也就是對於事物進行具象的借替，以突出原本事物的特徵或本質。可見中國在文

學發展的初期，就發現了隱喻的重要性。而後中外的哲學家與文學家持續討論「隱

喻」的定義與類型，但是皆將「隱喻」定位為一種修辭方式，直到Lakoff 和 Johnson

這二位認知語言學家，對於「隱喻」深入分析，擴張解釋為一種普遍的思維方式。 

Metaphor的中文翻譯問題方面，亦有國內學者譯為「譬喻」，例如周世箴(2006)

的譯著《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但目前國內與大陸學者，大部分均將 metaphor

一詞譯為「隱喻」，例如蘇以文(2005)所著《隱喻與認知》，採用「隱喻」應是為

了強調比喻的隱晦特質，而且與譬喻的修辭法有所區隔，因此本論文亦採用「隱

喻」一詞，一方面可以避免與「譬喻法」混淆，另一方面可以銜接目前「隱喻」

研究的共通性。 

Lakoff 和 Johnson(1980)並未將隱喻視之為傳統的修辭學的的一種方法，而

是「跨概念域映射過程」的結果，將「隱喻」的定義為：「藉由一類事物去理解

並體驗另一類事物。」試圖將「隱喻」提升到超脫語言的認知層面高度，認為「概

念是隱喻性的」，此概念有別於傳統修辭學上的「比喻法」、「隱喻法」。他們以「辯

論是戰爭」為例，認為這是明顯運用隱喻法將「辯論」隱喻為「戰爭」，但是他

們更將之延伸到許多相關的句子中，例如： 

He attacked every weak point in my argument. 

他「攻擊」我辯論中的每一弱點。 

「攻擊」隱喻了「辯論是戰爭」此一概念。 

又以「時間就是金錢」為例： 

You’re Wasting my time. 

你在「浪費」我的時間。 

這也是用「浪費」隱喻「時間就是金錢」的概念。由此可知，Lakoff和 Johnson

認為在句子中，有很多字詞可以分析出來具有「隱喻」的概念，就此觀點引導出

如同書名所描述「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正如劉宇紅(2005)以此標準研究指出，

人類日常交際中每分鐘要使用四個隱喻，一生之中大概使用了二千一百萬個隱

喻。 

Lakoff 和 Johnson(1980)將隱喻類型歸納為「結構性隱喻」、「空間方位隱

喻」、「本體性隱喻」等三種。「結構性隱喻」是指最基礎的隱喻模式，如「辯論

是戰爭」以及「時間就是金錢」。「空間方位隱喻」是指運用上下、前後、遠近、

深淺、中心—遠近等空間概念去理解並體驗另一個概念系統。例如「樂是上；悲

是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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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feeling up. 

我覺得情緒高昂。 

透過空間隱喻的角度，以體驗和社會文化的角度分析隱喻概念，此外還有「有

意識是上；無意識是下」、「健康與活著是上；病與死是下」等。「本體性隱喻」

則是指「以實物的概念或概念結構來認識和理解新的概念」，包含「實體隱喻」、

「容器隱喻」、「擬人隱喻」等。王寅(2007)歸納了相關認知語言學家的研究，歸

納出為「語音隱喻」和「語法隱喻」。「語音隱喻」大抵運用音同異義來隱喻，例

如《紅樓夢》中元春、迎春、探春、惜春，是「原應嘆息」的諧音，歇後語也是

常見的語音隱喻。「語法隱喻」則是借用語言學的文法名詞來做譬喻，例如：我

與她已經是過去式了。而轉喻也是屬於隱喻的一種，轉喻是只有喻體而省略了喻

依的譬喻法，例如：癞蛤蟆想吃天鵝肉。 

認知語言學重視分析字詞的「隱喻」，而修辭學的譬喻法重視「篇章」(text)

的隱喻研究，例如「辯論是戰爭」、「時間就是金錢」，符合漢語修辭學中的隱喻

法，喻詞以「是」替代，保留了喻體與喻依。除此之外，筆者以為從教育的角度

觀之，更應注重「語境隱喻」，例如《毛詩序》解釋《詩經‧國風、關雎》認為：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

邦國焉。」又如蘇轍的〈快哉亭記〉中，認為宋玉所言：「此獨大王之雄風耳，

庶人安得共之！」這句話中「玉之言蓋有諷焉。」都是根據作者的體驗與社會文

化的角度，以語境來發掘文章當中的隱喻，對於語文教育，特別是聆聽教學方面，

相當值得重視。 

隱喻普遍存在於語言之中，隱喻成為我們展現語言風貌的一部分，能聽讀話

語中的弦外之音，除了必須了解自身所處的文化與社會現況之外，對於語言的掌

握更必須達到一定的程度，善於使用隱喻，往往能夠表達出意在言外的韻味。採

用關注於隱喻的聆聽教學方式，能藉由實體映射及知識映射有系統條理的闡述用

以對比的兩者間之對照關係，有助於彌補因程度落差而造成的認知差異，因此隱

喻的聆聽教學方式被認為是具備潛力的教學方法，目前已經有江粉(2009)《概念

隱喻教學對學習外語隱喻詞彙之研究》等十篇的碩博士研究，研究對象遍及外籍

生、大學生、高職生、供中小學生等，在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均有相當良好的成效，

但是未見特別關注於聆聽教學，這也是本篇論文的努力方向。 

參、隱喻的聆聽教學 

我國在 1999 年頒布的《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已將聆聽教學列入獨立的

教學範疇，可見對於聆聽教學的重視已經向前邁出第一步。Hunsker(1991)研究結

果發現，我們每天花費超過 50%的時間接受聲音刺激的訊息，就算學生在學校學

習，聆聽教師授課或同學討論的時間也占 47%。由上一節的論述可之，我們日常

生活使用語言時，經常在無意識的狀態之下運用隱喻，如果能在聆聽教學當中設

計使學生理解「隱喻思維」的課程內容，將使學生能夠在語文教學的起點上，達

到更具創造思維的教育目標。 

實施聆聽教學的課程設計，採取的教學策略可以是多樣且混和的，根據馬行

誼(2011)所提出多項的聆聽教學策略當中，包含有「分類資訊」、「提問以澄清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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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建立心理圖像」、「連結個人經驗」、「連結文學作品」等教學策略，適合運

用在以「隱喻」為發展主軸的教學歷程。在此一歷程中，如何善用各項教學策略，

成為有效聆聽學習的關鍵，「隱喻」強調心智的體驗性與思維的無意識性，因此

教學者必須提供豐富且體驗性的聆聽教學，引導學生能夠專注於對「隱喻」的解

讀，使學生能夠更迅速地無意識察覺語言中的言外之意。本研究以國小國語文領

域南一版五年級上學期第十二課習作所附聆聽教材〈溫情滿人間〉一文做為聆聽

教學設計的材料。 

「隱喻」是認知語言學相當重要的概念，而認知語言學的基礎在於經驗主義

與認知心理學，所以認知語言學是一門以經驗和認知為出發點，以概念和語意研

究為中心，通過認知方式和知識結構，探求語言事實背後的認知方式，對語言做

出統一解釋的、新興的、跨領域的學科(王寅，2007)。認知語言學以體驗哲學為

核心，運用意象基模、範疇化、認知模型、連貫篇章等認知方式，分析語言的各

個層次，並展現在語言文字的「隱喻」表達與解讀中，因此要達到使學生學習「隱

喻」的教學目標，並非以學術上的語言分析著手，而是必須將認知語言學的認知

方式融入聆聽課程中，最後才能讓學生水到渠成地學會「隱喻」的運用。 

「意象基模」(Image Schemas)是認知語言學的重要概念之一，「意象」是指

在缺乏具體實物的刺激下，自然能在心中浮現印象的能力(Langacker,1987)；「基

模」則是指在認知過程中把相關訊息和經驗組成某種組織結構並儲存起來，而新

的經驗可以與其對比而被快速理解(Barlett, 1932)。人類透過與客觀世界的互動形

成了最基本的意象基模，而人類最早發展的經驗就是對於自己身體與四週空間的

理解。「意象基模」是理解「隱喻」的基礎概念，「隱喻」困難點在於必須同時理

解隱喻之事物與原有事物及其關連性，而這類連結往往是屬於無意識性，因此必

須強化學生在「意象基模」的建立，使其在接受到「隱喻」的訊息時，能夠立即

產生聯想，根據腦海中的「意象基模」，嘗試以「直覺」的方式去聆聽出「隱喻」。 

以「意象基模」理論作為基礎所發展出來的教學策略，可採用「連結個人經

驗」的策略進行，在學生聆聽完整個故事之後，先引導學生關於「溫情」一詞的

用法，解釋情感為何用「溫」來形容，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出發，闡述語言中的

隱喻乃是根源於人類的經驗，而溫度正是人類在生活體驗中最深切的感受，因此

以「溫情」來形容一種「溫暖/令人感動的情感」，直接讓聆聽者感受到溫馨的韻

味，並請學生討論生活中的體驗與語言中類似的隱喻用法，例如「冷血」、「熱心」

等，這是採用「連結個人經驗」的教學策略以建立學生思考「隱喻」的「意象基

模」。 

與外界互動的體驗形成的「意象基模」在腦中進行「範疇化」(Categorization)

的認知活動，建立了「範疇」，同時獲得了概念與意義。Reed(1972)認為建立「範

疇」是人類建構知識的重要方法，互相聯繫而被歸為同一類的事物即是「範疇」。

我們以範疇化的方式對世界萬物歸納分類，組織與處理相關訊息，並形成認知的

原型，而概念與意義因此同時形成。透過「範疇化」教學設計，使學生在聆聽時

能更有效率的分類舊有的經驗，建構完整的認知經驗，對於未知的事物，也能更

迅速辨識理解，有助於分析語言中「隱喻」的意涵。 

以「範疇化」理論作為基礎所發展出來的教學策略，可採用「分類資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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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進行。在語言在實際運用時，所有意思相近的字詞在核心概念上不會完全一

致，這樣的理論能使我們擺脫傳統分類上的束縛，可以更真實的呈現「隱喻」在

語言上的使用。例如教育部國語小字典所列，「溫」的解釋有：1.不冷不熱。如：

「溫水」。2.冷熱的程度。如：「溫度」。3.柔和、安詳。如：「溫情」。4.稍微加熱。

如：「溫酒」。5複習。如：「溫習」。可見關於「溫」的詞是以「微熱」所發展出

來，而衍生詞則與核心概念維繫著或近或遠的距離，並隨著距離而產生字義的微

調。讓學生在聆聽文本時，能依據「範疇化」的分類資訊方法來分析字義，必然

會對字句中「隱喻」的內涵，具備更深入的體會。 

「認知模型」(Cognitive Model)是指人們理解事件過程中的固定心智結構，

是一種組織和表徵知識的模式，由概念和相對聯繫所建構(王寅，2007)。「認知

模型」可區分為「基本認知模型」和「理想化認知模型」(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基本認知模型」內含空間、時間、活動、情感等最基本認知模型，而

「理想化認知模型」是指具有某種文化背景的人，對於某個領域中的知識和經驗

具有統一的、抽象的、理想性的理解(Lakoff,1987)。「認知模型」透過體驗獲得，

而且本身已經是一個整體(完型)的結構，對於進行掌握概念、認識世界、進行推

理、理解語意扮演十分關鍵角色。而透過「認知模型」，我們能夠迅速地以主觀

的理解這個客觀而複雜的世界，並且形成「隱喻」的思維表現在語言與他人溝通。 

以「認知模型」理論作為基礎所發展出來的教學策略，可採用「建立心理圖

像」的策略進行。協助學生建立「認知模型」，使學生形成在語言中習慣於內含

「隱喻」的「理想化認知模型」，將使學生可以在聆聽時更容易理解相關的「隱

喻」。在〈溫情滿人間〉聆聽教學中，分析「醫師」的認知模型為例，引導學生

討論並詳列關於「醫師」的「認知模型」如下： 

（一）外表：穿白袍、戴聽診器、拿醫療器材。 

（二）工作地點：醫院、診所。 

（三）行為：診療、看病、問診。 

（四）種類：內科醫師、外科醫師、牙醫 

（五）感覺：很專業、很有知識、會盡力把病患治好、生病了看醫生會很安心。 

以上歸納發現「醫生」一詞本身就已經隱喻了「專業」、「救人治病」、「使人

安心」等意涵的心理圖像。因此透過「建立心理圖像」的策略，可以使學生在拎

聽文本時，敏銳的發現文本中每一個字詞或人物，其實都隱藏了複雜的「隱喻」。 

Langacker(1987)在《認知文法基礎》(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一書

認為：「語言知識是不可被分割的連續體，概念結構是經由體驗再由認知加工所

構成，文法本身有其意義，句法和語義不可分割，語言的句式與句法範疇必須參

照構造來定義，不同的語言不一定能找到對等的構造。」  因此句構語法

(Construction Grammar)是認知語言學研究的聚焦方向，其目的在於對於句法理解

能得到簡單而一致的解釋。以「慣用語」(Idioms)為例，「慣用語」指經常被使用

而具有特定意義的片語，包括成語、俗語、格言、歇後語、諺語、俚語等。「慣

用語」本身就是「隱喻」的一部分，因其本身就有「指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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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認知文法」理論作為基礎所發展出來的教學策略，可採用「連結文學作

品」的策略進行。以「連結文學作品」協助學生理解「慣用語」，培養學生具備

理解「慣用語」的能力與經驗，使學生體會到成語適用的語境，發現「慣用語」

中所蘊含的「隱喻」。以介紹「日以繼夜」成語為例，其典出於《孟子‧離婁下》：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

待旦。」原意是指晚上接續著白天繼續思考(工作)，但現代慣用的「日以繼夜」，

應指白晝繼續著前一天晚上的工作，卻用來形容「經常工作到深夜」，因此可認

為現代用法已經轉變為「日夜不停工作」之意，〈溫情滿人間〉一文即是如此。

這正可以解釋作為成語的「慣用語」，本身即為「隱喻」的一部分，因此採用「連

結文學作品」的教學策略，引用相關故事或典故，不但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更可以深化學生的學習，並思考關於「慣用語」本身所代表的「隱喻」意涵。 

「篇章」(Text)是指「前後相連的句子構成的段落，在語言溝通當中表現為

一個獨立的功能單位。」(陳平，1987) 這個定義適用於口頭語與書面語。銜接

對於「篇章」的連貫和解釋具有決定的作用，但是銜接不是決定「篇章」連貫的

必要條件，而是由語義內容所決定。尋找文章中 

每一個句子裡可以銜接篇章的線索，先找出文章所要表達的主旨，才能進一

步引導學生發現更深一層的意涵，探索文章所隱含的「隱喻」。 

以「篇章」理論作為基礎所發展出來的教學策略，可採用「提問以澄清訊息」

的策略進行。提問的教學策略主要運用於「自我覺知教學聆聽設計」，引導學生

省視或綜合說話者的立場，以及聆聽環境的刺激，積極的掌控所聽內容的詮釋工

作。(馬行誼，2011) 運用「提問」帶領學生分析「篇章」的銜接，探求「篇章」

當中每個句子之間的連貫，透過語境或社會文化的分析找出聆聽文本中「隱喻」

的線索。以〈溫情滿人間〉為例，可以在課堂上進行以下的提問： 

（一）剛才聽到「醫師」、「惜別」、「新生兒」、「整形」這四個詞，你想到了什麼？ 

→協助學生建構或重整「意象基模」。 

（二）請說出你認為文章中最重要的詞是哪一個？ 

→透過討論提供學生語言訊息解碼。 

（三）你覺得羅慧夫醫師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引導學生能夠從聆聽教材中歸納出對於羅慧夫醫師的具體描述與感受。 

（四）請問這個故事是要告訴我們什麼？  

→引導學生歸納出文本的主旨與隱喻。 

（五）請問故事背後想要透露什麼訊息？ 

→透過討論，分析「篇章」的隱喻。 

藉由帶領學生探索句子當中的關鍵詞，進而讓學生能夠找出篇章連貫的銜接

詞，並能發現「篇章」中的隱喻，才能讓學生真正深度的探討此一「聆聽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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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喻」的聆聽教學以「意象基模」、「範疇化」、「認知模型」、「認知語法」、

「篇章連貫」等認知方式，重視主觀的經驗，對於客觀現實與社會文化現象亦同

樣納入，兼容並蓄的開放性觀點同時協助發展學生「隱喻」與聆聽的相關能力。

其教學流程可歸納如圖一： 

 

圖一 隱喻的聆聽教學流程圖 

 聆聽需要以客觀現實修正主觀看法，這與認知語言學重視學生體驗與客觀

現實的基礎相同，同時也是能夠達到理解「隱喻」的唯一方法。對現今的國小語

文教育而言，特別在重視學生體驗、強調認知方法的主流思潮，本研究提出相關

「隱喻」的聆聽教學設計，或可提供借鏡之處。 

王寅(2007)亦提出在語言教學中培養隱喻能力的方法，提出四點建議：1.多

讀詩歌，加強文學修養。2.注意收集隱喻表達，於細微之處見思想。3.利用隱喻

認知規律，不斷開拓創新思維。4.利用現有形象思維，促動隱喻機制形成。而本

研究運用「隱喻」的聆聽教學設計，透過認知思維引導學生分析聆聽教材中字句

的隱喻表達，讓學生學習不斷調整自己的主觀經驗，同時理解認知隱喻與修辭隱

喻，進而在完整理解篇章的主旨後，更能發現語境的隱喻，因此本研究的教學流

程，是運用了上列四點建議後進而實務性的發展，除了使學生熟悉各項隱喻認知

之外，進而達成使學生增進聆聽能力的教學目標。 

肆、結語 

 

近年來「隱喻」的相關研究蓬勃發展，而認知語言學所包含的範圍非常廣闊，

涉及的學科相當多元，許多的研究理論還在逐步建構的階段，但是這並不妨礙我

們堅持以認知語言學出發點的正確性：尋求語言事實背後的的認知方式，並通過

認知方式和知識結構對語言作出解釋。因此本研究運用認知語言學的「分析意象

基模」、「歸類範疇層次」、「建立認知模型」、「體會認知語法」、「探求篇章銜接」

等教學主軸，運用各種聆聽教學策略，使學生覺知隱喻思維，認識在字詞、篇章

以及語境當中的隱喻現象，以提升學生的聆聽能力。 

本研究以「隱喻」為主題，融入聆聽教學策略，是一項新穎的嘗試，異於國

內將認知語言學運用在翻譯學與語言分析的研究範圍，也不同於以往聆聽教學的

研究方向。由於研究時間與篇幅的限制，可能導致專有名詞誤用及教學安排不夠

縝密的現象，仍希望能繼續探索及發展「隱喻」與聆聽教學的關聯性，借用認知

語言學的理論以結合聆聽教學策略，進而實際運用聆聽教學當中，方能實際驗證

其教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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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聆聽文本 

溫情滿人間(南一版國小國語五上，第十二課習作) 

「你用黃金歲月，照顧唇顎裂。最親愛的羅爺爺，再見不是離別；最親愛的

羅爺爺，歡迎再回臺北」在一場感恩惜別會上，一群閃著淚光的小天使唱著悠揚

的歌聲，向即將退休返美的羅慧夫醫生，獻上自己最誠摯的感謝。 

一九五九年，在馬偕醫院院長極力邀請下，羅慧夫醫師來到臺灣。在四十年

的行醫生涯中，他為一萬多名唇裂額病人修補殘缺的臉，也替這些病人找回了歡

笑和春天。他說：「改變一個孩子的容顏，修補的不只是那個缺口，還有他整個

生命。讓他對自己有信心、對社會有感恩，長大後會是個更懂愛的人，把愛在傳

下去。」當病人再一次又一次整容過程中感到沮喪時，他總是親切的鼓勵他們要

勇敢，不要灰心失望。這真摯的關懷，溫暖了病人的心，也是病人面對治療的精

神支柱。 

羅慧夫醫師深深了解：在醫院的育嬰室裡，每一個可愛的小寶寶，都會帶給

父母無限的滿足和喜悅；但唇顎裂新生兒，卻是父母心中不捨的痛。他認為只要

父母勇敢面對，生命中的不完美都可以用愛來彌補。為了幫助這些孩子和無助的

父母，羅醫師特別重視先天性顱顏患者及其家庭的生理、心理和社會適應問題，

為他們提供專業化服務。所以在一九八九年成立「羅慧夫顱顏基金會」，協助患

者獲得適當的醫療及關懷。五零年代的台灣，醫療設備比較落後，羅醫生下定決

心，提升馬偕醫院的醫療水準和設備。他日以繼夜的工作，甚至常常以醫院為家，

就是為了提供病患更完善的醫療照顧。羅慧夫醫師最被醫學界稱道的是：只要學

到新的整容技術，一定傾囊相授，絕不藏私。榮獲「醫療奉獻獎」的他，替臺灣

的唇顎裂醫術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使臺灣的整形外科揚名國際。  

心中有愛，愛滿人間。飄洋過海的羅慧夫醫師，讓人敬佩的不只是精湛的醫

術，更讓人感動的，是他對病人滿心的關愛。他用一生為「愛」做了最佳的詮釋：

愛是不分國籍、不分種族；愛帶給人希望和光明。讓我們用無私無我的愛，關懷

世界。滋潤大地，使人間處處充滿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