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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外教师组合 ”的英语专业课堂教学行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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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饶师范学院，江西 上饶 334001）

摘要： 针对外籍教师英语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实施中外教师组合教学模式和 MPA 学习模式，对英语专
业课堂教学开展行动研究。分别从组合形式、组合课程和组合时间三个方面进行探索。通过问卷调查、课堂
观察、学生访谈和学生评价等方式，发现中外教师组合教学可以提高英语学习效果，但也需要注意教师工作
量、教材选择和编写、课堂衔接和课程差异等问题。
关键词： 中外教师组合； 课堂教学； 行动研究
中图分类号： H319． 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579（ 2016） 06 － 0186 － 06

A Study of the English Major Classroom Teaching Action Based on the
Group of Chinese and Foreign Teachers
LAI Wenbin， YE Liying
（ Shangrao Normal University，Shangrao，Jiangxi 334001，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oblems of English classes by foreign teachers，we implement team teaching
model and MPA learning model in English major classes． It takes an action research by public poll，
classroom inspection and student’s evaluation from 3 aspects，namely form，course，and tim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eam teaching of Chinese and foreign teachers can improve the learning effects，but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eacher’s workload，teaching materials，classroom connection and course
differences．
Key words： team teaching of Chinese and foreign teachers； course teaching； action research
英语母语教师 （ native English speaker teachers） 的 教 学 近 年 来 受 到 很 多 非 英 语 母 语 国 家 的 关 注
（ Saeed 2007； Mohammad 2012） ，这些专家和学者们的研究重点在于课堂教学效果和母语教师自身能力
［1 － 3］
对教学的影响，如马冬玲，黄里云，吴殿龙和胡振伟等。

一、研究背景
从语言教学的需求来看，外教已得到国内各高校和专家学者的共识 ，也引起一些专家、学者的注意，
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 一是宏观上对于外籍教师管理的研究 ，如张彦探讨了高校外籍教师
［4］
［5］
的教学特点与管理模式， 袁小陆等研究了高等院校外籍教师教学管理水平策略； 二是微观上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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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教师在英语专业课程教学上的研究，如刘淑华等调查了大学外籍教师英语口语课堂错误处理方
［6］
式； 三是从中外文化差异对外籍教师在中国教学的研究，如叶小芳 （ 2013） 分析了地方高校大学生与
［7］
外籍教师之间的文化冲突。 然而，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对于如何利用外教资源，如何确保外教课堂教
［8 － 9］
学效果，如何对外教进行考核等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黄里云 （ 2015） 指出外教课堂存在种种问题，
包括学生觉得外教的教学系统性不够 ，随意性大，课堂气氛活跃却收获甚微，外教期待学生积极参与却
［2］
事与愿违等等。 对于此类情况朱金花认为，外教的教学效果虽然持续处于劣势但这并不表明外教在
［10］
外语教学中没有任何作用，关键在于如何扬长避短。
1961 年在乌干达麦克雷雷 （ Makerere） 召
英语作为大规模的语言教学在二战后受到全世界的关注 ，
开了有关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联邦会议 （ Commonwealth Conference o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会上确定和提出了一些英语教学的准则及母语教师和非母语教师的问题 。 语言学家乔姆斯
［11］
基（ Chomsky） （ 1965） 为此指出母语教师 （ 外教 ） 被认为是最理想的听说者 （ ideal speaker － listener） 。
从此，关于母语教师与非母语教师的问题在英语语言教学领域得到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赞成者认为，母
语教师可以提供更好的语言环境 、语音、习语等。但更多的反对者，如托马斯（ Paikeday，Thomas） （ 1985）
［12］
认为母语教师仅存在语言学家的臆想之中 ，是一个虚构的情况。 菲利普孙 （ Phillipson） 则引用“母语
者谬论”（ the native speaker fallacy） 来反对母语教师的优越性，认为这对非母语英语教师是不公平的 ，而
且非母语英语教师的身份反而对语言教学具有重要价值 ，因为他们自身的学习和使用是第一手经
［13］
验。 麦迪格耶斯（ Medgyes） 对 10 个母语和非母语教师的英语教学进行了调查，认为母语教师和非母
［14］
语教师各有优势，效果同等，只是教学选择的路径不同（ routes used by the 2 groups are not the same） 。
此后，还有一些专家和学者从教学案例出发对母语教师和非母语教师的教学进行了比较研究 ，伊斯梅特
（ Ismet Sahin） 博士认为母语国家教师对学习者的英语学习态度和学习效果都具有影响； ［15］ 葛莱汉姆
［16］
（ Graham） （ 2012） 比较了母语教师和非母语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接受效果 。
这些研究都表明，需要和应该将母语教师和非母语教师的作用充分发挥和应用起来 。20 世纪 60
年代由“美国中学之父 ”———William M． Alexander 提出的“合作 教 学 （ Co － teaching） ”提 供 了 一 种 思
［17］
路。 它是指由一名主讲人和一名或多名教师组成教学小组 ，以互动和协作的方式开展课堂教学的一
种直接合作形式，他们拥有独特或互补的教学技能，通过可持续努力，发挥各自角色优势，共享教学资
［18］
源，共同承担教学任务，为所有学生学业成功的目标共同努力。 为此，郭尔平等在英语口语课堂进行
［19］
中外教师合作教学的实践基础上 ，指出中外教师合作教学可行。 然而，对于合作形式和合作时间仍存
在很多未解的问题。可以看出，中外教师合作教学理念并不是简单地在教室里增加一名授课教师 ，而是
要考虑到合作形式、合作时间等在内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 。王永以我国中外教师合作教学研究为主题 ，
以 CNKI 的文献篇名为计量，用图、表和文字综述了 1992—2013 年间我国中外教师合作教学研究的发
展趋势、特点及不足之处，其中就提到行动研究和案例研究的论文极其匮乏 ，在英语专业开展中外教师
［20］
合作课堂教学的实践更是少之又少 。
在此背景下，我们将“中外教师组合”理念引入英语专业教学既符合语言教学需要也符合学生实际
需求，这种组合也是合作教学的一种形式 。柏桦等认为，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提高了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
［21］
和非语言能力，有利于提高教师的语言能力、授课水平、教学管理能力和合作能力。 美国学者 Friend
＆ Cook 指出，合作教学以协调的方式，通过合作教师之间共同计划、共同实施和共同评估完成整个教学
［21］
指导，确保学生的学业成功。 笔者结合英语专业教学技能性、应用性等特点，利用外教资源，实施中外
教师组合教学，旨在充分发挥中外教师各自优势和特长 ，创建新型教学模式。

二、组合教学的行动研究
（ 一） 调查过程
笔者于 2014 年对本校及本省其他三所院校英语专业各年级的学生就外教教学情况进行了问卷调
，
查 累计发放问卷 590 份，回收有效问卷 526 份，回收率和有效率均为 89． 15% 。其中，回收大一学生问
卷 175 份，大二学生问卷 128 份，大三学生问卷 196 份，大四学生问卷 27 份。 大四学生问卷回收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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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因为发放问卷调查的四所院校中有两所为师范院校 ，该类院校在大四阶段主要为教育实习期 ，很多
学生不在学校，所以可供采取的样本较少； 二是地方院校英语专业四年级外教教授课程较少，所以可供
分析的数据较少。通过整理分析问卷调查数据，课题组发现，外教在参与问卷调查的学校中所教授的课
16% 为英语国家概况和英语视听； 外教教学的年级集中
程面较窄，教授的课程 80% 为英语口语和写作，
度较高，大一大二的外教课占了整个专业外教授课时数的 75% 以上，且多为口语课程教学，大三的外教
授课时数为整个专业外教授课时数的 20% 左右，以英文写作课居多。 调查还发现，各年级的学生均对
55%
外教教学的兴趣浓厚，只有 3% 的学生选择对外教课程不感兴趣。 但是就教学效果的满意度而言，
的学生认为课堂“收获一般”，有近 10% 的学生认为“收获不大”。各年级的具体比例如下：

由上图可见，大一到大四四个年级的学生认为，外教课堂收获大的比例均未超过“收获一般 ”和“收
获不大”的比例，即使是刚入校学习的一年级学生也不例外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认为外教课堂“收获大 ”
38% ，
27% ，
22% ，呈递减趋势；
的比例随着学生年级增长而逐渐减少 ，大一到大四的比例分别为 44% ，
，
“
”
、
4%
11%
、
相反 认为外教课堂 收获不大 的比例却由大一 大二的
和
增加到大三 大四的 13% 和 15% 。
由此可见，学生在外教课堂上的学习以有浓厚兴趣开始 ，却以收获不大结束。
（ 二） 行动方案的设计
笔者所负责的课题组对前期英语专业中外教师课堂教学进行调查后发现 ： 外教教学课堂活跃，但教
学时间少，缺乏系统性，对教材使用少或无教材； 中国教师课堂教学系统性较好，但气氛不够活跃，一些
文化知识讲解不够深入。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课题组在“发挥特长、优势互补 ”的原则指导下，兼顾语言
学习的运用性、实践性等特点，试图实现如下几个方面的组合： （ 1） 教学时间的组合。 改革由中外教师
独立上课的方式，构建中外教师协同合作的教学模式 ； （ 2） 教学内容的组合。 改革由中外教师单一理解
教学内容的方式，构建中外教师共同协商分解教学任务的教学模式 ； （ 3） 教学评价的组合。 改革由中外
教师课堂独立评价学生学业成绩的方式 ，构建“课中 + 课后”—“个人 + 团体”的一体化英语专业人才评
价机制。
（ 三） 行动方案的实施
借助合作教学理念和 MPA 学习模式，即学生的学习动力 （ motivation） 、积极参与 （ participation） 、知
识获取（ acqusition） ，参照行动研究的经典研究步骤———计划行动 （ plan an action） 、实施行动 （ implement
［22］
the action） 、观察行动（ observe the action） 和反思行动 （ reflect the observations） ，
实施以中外教师组合
为手段，以学生行动为核心的英语专业教学行动方案 ，具体做法如下：
1． 构建基于教学时间组合的中外教师协同教学模式
笔者通过调查问卷、个人访谈等方式了解到学生对中外教师组合教学的认可和评价 ，由此对中外教
师的教学时间安排进行整合，采用基于中外教师组合的教学模式 。这种组合教学模式从中外教师教学
时间着手，建立起中外教师对同一门课程各上 45 分钟的模式，让学生的学习动力 （ motivation） 保持在整
个教学过程中。
现以外教口语课为例，在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活动中，通过外教上一节课，中教上一节课的方式，让学
生积极参与到语言学习与训练中 。中教先将本次课的主题及主要内容进行讲解 ，让学生对课堂重点、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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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有所了解与把握； 接着由外教带领和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训练 ，并就英语国家母语习惯用法进行讲解练
习，在中外教师教学过程中，中外教师还可就对方的教学内容进行信息增减 ，以丰富相关语言学习和训
练内容。通过这种组合，在课堂上既保持了中国教师授课内容的系统性和条理性 ，又保证了外教授课的
课堂活跃性和学生的高度参与性 ，进而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动力，提高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2． 构建基于教学内容组合的中外教师分解教学模式
发挥中外教师自身优势，采取中外教师对教学内容分解教学模式 。 打破传统中外教师单一理解教
学内容的教学方式，构建中外教师“课前共同备课”、“课内分解教学”的组合式教学模式。 具体来说，课
前由中外教师共同备课，共同商定对相关教学内容的任务分解 ； 然后各自带着任务进行备课； 课内中外
教师根据自己的教学任务对相关内容分开讲解 ，让学生对相应的内容有清晰的了解 。当然，课内中外教
师也可以对对方内容进行补充和说明 ，尤其是对于一些文化差异的语言现象。 这种合作式分解教学模
式可见下图：

现以基础英语教学为例，该课程为英语专业的核心课程，每周六个课时，一般分三次授课，由中国老
师单独完成。调查显示，学生对中教单独授课有疲倦情绪，尤其到第三次课，学生的学习倦怠情绪强烈，
不利于学生对语言知识的掌握和练习 。实施中外教师组合分解教学后，中教主要讲解单词及语法，外教
主要讲解课文涉及的文化和词句的运用 ，还有篇章的理解等。这样，教学内容在中外教师的共同作用下
分解完成，学生学习兴趣浓厚，参与意愿强烈，学习效果大为提升。
3． 构建基于教学评价组合的中外教师一体化评价机制
改革过去一门课程单独由一名教师通过课堂或试卷对学生进行评价的方式 ，实施中外教师“课中
+ 课后”一体化评价机制。首先，学生的听说能力以外教评价为主，对课中学生参与发言情况和课后交
流情况做出语音和表达等方面的综合评价 ； 其次，学生的读写译能力以中教评价为主，在完成教学任务
外，结合就业实际需要，鼓励学生参加各种证书考试，如英语专业四级、八级、口译、翻译资格证书、剑桥
商务英语证书等。这些证书考试主要由依据中国国情产生 ，评阅也主要由中国教师进行，因此，中国教
师评价会更有效； 再次，构建“个人 + 团体 ”的课后评价模式，中外教师共同布置课后练习，并对练习情
况进行检测评价，既相对独立又协同融合。既有个人评价，又有小组团体评价，确保学生在收获英语知
识的同时，获得合理的学习评价，为未来的语言学习做出指导。以英语写作课为例，外教主要在课中对
学生语言运用能力进行评价，包括是否能写成合理的句子，语法表达是否规范等。中国教师主要对学生
的写作能力进行评价，包括格式、结构、审题等。关于课后作业，中外教师分别从各自负责的部分进行检
查考核，进而共同对学生的写作能力做出全面的评价 。
4． 基于“中外教师组合”的英语教学效果及反思
笔者通过问卷调查、课堂观察、学生访谈和评价等方式了解中外教师组合教学的效果，发现学生对
这种组合教学比较认同，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得到了提高。
首先，通过问卷调查了解组合教学对学生专业学习动力的影响 。2015 年春季，笔者对实施组合教
学的二年级某班级 40 名同学就组合教学前后情况分别进行了问卷调查 。调查采用的是三级量表，其结
果如下：
项目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组合教学前课程看法

21

12

7

组合教学后课程看法

32

6

2

组合教学前学生满意的原因是教师讲解细致 ，一般的原因是课程没有新意，不满意的原因是课堂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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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不够，收获不大。而组合教学后学生满意的原因是气氛活跃 ，一般的原因是有时课堂时间显得不够，
中外教师之间配合得不是很好，不满意的原因则是外教讲的内容难易度把握不够 。
80% 的同学选
对以上结果我们分析如下： （ 1） 总体而言，学生对中外教师组合教学模式表示认可，
择了满意，大大超过合作教学前对课程的满意程度 ； （ 2） 组合教学前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有近 50% 为一
般或不满意，这对于教学十分不利，也不利于学生的成长，究其原因主要是课堂吸引力不够，使学生学习
动力不足； （ 3） 认为组合教学一般的人数也大大减少，且只有二个同学对课程认为不满意，其原因主要
是外教授课内容难易度把握不够 。可见，组合教学后，学生对课堂满意度大大增加，学习的动力也随之
增强，这种组合教学更能让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 。
其次，通过课堂观察我们发现，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程度得到加强 。绝大多数学生由原来的被动听
课转变成主动参与。在组合教学过程中，有一位教师在课堂中观察，这给学生听课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学生不敢在课堂中走神，也不会被动听课，师生之间的互动明显加强。加之外教在听说和文化课堂上的
讲解非常生动，学生的参与程度明显提高，即使是上文学课和阅读课，学生也经常提出问题，语言运用频
繁。笔者随机对 2013 级某班的基础英语课组合教学情况进行了统计 ，发现全班发言超过五次的二人
（ 全班共 38 人） ，超过三次的六人，没有发言的一人。 这种结果大大好于笔者自己原来独立授课的情
况，而且可以明显看到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学生的发言也都是针对教学内容而进
行的，非常有助于对语言知识的掌握。
再次，通过对学生的跟踪访谈和个人评价发现 ，学生所获得的英语知识面更大。为了进一步了解中
外教师组合教学的效果，笔者对实施合作教学的二个班级 10 名同学进行了跟踪访谈，请他们对这种教
学模式进行个人评价，结果表明： （ 1） 10 名同学均表示这种课堂教学形式好，能够学到东西和提高英语
语言能力； （ 2） 八名同学认为外教课堂效果明显优于之前 ，教学系统性更强，教材利用率更高，过去不用
或少用教材的情况得以改变。而且，有同学指出，通过这种组合教学，与外教之间的文化冲突减少了，同
学们可以平等地与外教进行交流 ，不用担心会有冲突。还有同学认为外教更能理解中国学生的课堂表
现，自己也敢在外教面前开口说英语了 ； （ 3） 七名同学认为，中教课堂气氛更为活跃，不再是传统的一言
堂形式，有机会在课堂上展示自己，成就感明显。同时，中教与外教相互补充，对于等级考试和其他考试
的备考作用很大，能够更自信地通过各种考试。
综上分析，中外教师组合教学在试点班级实践教学效果明显 ，得到实践班级的认同，但也有几点值
得反思： （ 1） 教师工作量的增加如何破解。 由于组合教学需要中外教师一起协同对同一门课程进行教
学，也就是说中教、外教的课程都需要备课，无形中增加了双方的工作量，这对于本来就肩负大量教学工
作的教师来说是个难题，需要进一步思考； （ 2） 如何选用和编写教材。 当前选用的都是国内学者编写的
教材，外教使用时经常会提出一些诸如规范 、分块等问题，如何克服这些问题，选用恰当的教材，甚至编
写校本教材也是值得思考的内容 ； （ 3） 中外教师课堂该如何衔接。 中外教师在共同备课确定教学任务
后，自行独立教学，在教学过程中中外教师有时衔接不够顺畅 。同时，由于二个教师上课，部分学生感觉
教学内容较多，全部消化也存在一定的困难； （ 4） 不同课程之间该如何协调。 在合作教学过程中我们发
现，不同课程之间的组合也存在不同 ，基础英语、口语、写作等相对较好组合，文学、翻译、阅读等课程组
合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一方面是因为教师的备课不好划分任务 ，教学过程不易操作，另一方面是学生接
受起来也存在一定的困难。

三、结语
本文借助“合作教学”理念，利用中外教师各自优势，对英语专业中外教师组合教学进行行动研究 。
根据语言学习 MPA 模式，结合当前 90 后学生的特点，构建基于中外教师组合的教学模式和“课中 + 课
后”—“个人 + 团体”一体化评价机制。 分别从教学时间、教学内容和教学评价等环节进行了中外教师
组合教学实践，从而增强了学生的英语学习动力，使其收获了更多的英语知识。 总的来说，基于“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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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组合”的英语专业课堂教学很好地发挥了中外教师的特长，对学生语言学习效果的提高起到了积
极作用。
本研究目前主要针对的是本校学生 ，其局限性在于代表性不够广泛，研究发现和结果的力度有待进
一步验证。今后，可继续从多维度和多视角（ 如学校层次、中外教师能力水平、学生生源层次等 ） 来研究
中外教师组合对英语专业课堂教学效果的影响 ，进而全面了解外教对语言教学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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