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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上一頁 列印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授課大綱　Syllabus  

部別 : 日間部碩士 110學年度第1學期 列印日期 : 2021/11/09

中文課程名稱 : 言談分析 英文課程名稱 : Discourse Analysis 授課教師 : 陳其芬

 開 課 班 級 : 應英教學應用碩二   學　　分  : 3.0 授課時數 : 3.0

 合 班 班 級 : 實習時數 : 0.0

1.中文教學目標(Chinese Teaching objectives)

本課程之目標在於幫助學生(一)瞭解言談分析重要理論與方法；(二)強化在不同情境下語言使用之認知性及敏感度；

(三)發展對於不同文體之言談分析能力；(四)應用言談分析知能在其研究領域及語言教學。 

2.英文教學目標(English Teaching objectives)

This course aims to help students to 1) understand important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used in discourse

analysis, 2) increase awareness and sensitivity in language use in various contexts, and 3) develop

skills in analyzing discourse of different genres for research and language teaching. 

3.中文教學綱要(Chinese CourseDescription )

本課程介紹多種常用的言談分析方法，包括語言行為分析、會話分析、敘事分析、批判性言談分析、文體類型分析、

以及相互文本分析。此外，本課程也將探討言談行為與社會語言學一些相關議題，如性別、禮貌、機構語言使用、權

力關係、意識形態、自我認同、第二語言使用、跨文化溝通、及電腦中介溝通等。 學生將透過閱讀及討論重要言談分

析理論與研究論文，以及實際言談分析習作，發展言談分析能力，並將其應用於自己研究領域。本課程要求學生主動

參與課堂討論及活動，利用所學之言談分析知識及方法實際練習，並自行收集有興趣之言談資料作分析完成期末專

題。  

4.英文教學綱要(English CourseDescription )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familiarize students with a variety of commonly used approaches to discourse

analysis (DA), including speech act and pragmatic analysis, conversation analysis, 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 analysis, genre analysis, narrative analysis,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is

course also explores the role of discourse in relation to linguistic politeness, institutional language

use, power relations, ideology, identity, classroom interacti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use. Students will not only read and discuss important approaches to discourse

analysis, but they will also need to apply those approaches to conduct their own analysis of authentic

spoken and written discourse. 

5.中文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名稱(中) 核心能力名稱(英)
核心能力
百分比

備註

測驗及評量能力     
培養學生設計、分析語言測驗以及評量語言學

習成效之能力。 

研究/寫作能力     
培養學生設計、執行研究之能力；並能以英語

寫作研究計畫及成果。 

應用語言學     

培育學生具備應用語言學各領域之基本知識，

發展學術批判、邏輯思考、跨文化認知之研究

能力。 

外語教學能力     

培育優秀的英語教學師資，能將外語教學理論

應用於實際教學情境，設計外語教學課程，並

熟練外語教學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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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輔助語言教學能力      加強學生在科技及多媒體教學之所需技能，訓

練學生應用現代科技來輔助英語教學工作，以

提昇教學品質及成效。 

無英文核心能力資料。

7.教科書

1

中文書名 : 　英文書名：Discourse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中文作者 : 　英文作者：Paltridge, Brian 

中文出版社 : 　英文出版社：Bloomsbury 

出版日期 : 2012年 05月　備註： 

8.參考書

1

中文書名 : 　英文書名：Analysing genre 

中文作者 : 　英文作者：Bhatia, V. K. 

中文出版社 : 　英文出版社：Longman. 

出版日期 : 年 月　備註： 

2

中文書名 : 　英文書名：Analysing English in a global context: A reader. 

中文作者 : 　英文作者：Burns, A. & Coffin, C. 

中文出版社 : 　英文出版社：Routledge 

出版日期 : 年 月　備註： 

3

中文書名 : 　英文書名：Discourse Analysis: The questions discourse analysts ask and how they

answer them 

中文作者 : 　英文作者：Waring, H. Z. 

中文出版社 : 　英文出版社：Routledge 

出版日期 : 2018年 01月　備註： 

4

中文書名 : 　英文書名：Pragmatics and discourse 

中文作者 : 　英文作者：Cutting, J. 

中文出版社 : 　英文出版社：Routledge 

出版日期 : 2008年 01月　備註： 

5

中文書名 : 　英文書名：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中文作者 : 　英文作者：Fairclough, N. 

中文出版社 : 　英文出版社：Longman 

出版日期 : 1995年 月　備註： 

6

中文書名 : 　英文書名：Analysing discourse: Textual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 

中文作者 : 　英文作者：Fairclough, N. 

中文出版社 : 　英文出版社：Routledge 

出版日期 : 2003年 月　備註： 

7

中文書名 : 　英文書名：Discourse and language education. 

中文作者 : 　英文作者：Hatch, E. 

中文出版社 : 　英文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日期 : 1992年 月　備註： 

8 中文書名 : 　英文書名：Discourse analysis for language teachers 

中文作者 : 　英文作者：McCarthy, M. 

中文出版社 : 　英文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11/9 下午3:33 ⾼雄科技⼤學

https://webap.nkust.edu.tw/nkust/f_index.html 3/4

出版日期 : 1991年 月　備註： 

9

中文書名 : 　英文書名：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中文作者 : 　英文作者：Schiffrin, D., Tannen, D., & Hamilton, H. 

中文出版社 : 　英文出版社：Blackwell 

出版日期 : 2001年 月　備註： 

9.教學進度表

週次或項
目

Week or
Items

中文授課內容
Chinese Course

Content

英文授課內容
English Course

Content

分配節次
Assigned
Classes

備註
Note

W1 課程介紹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Video call link:
https://meet.google.com/pai-
kuvw-asp 

W2 ⾔談分析概述 
Overview of Discourse
Analysis  

Video call link:
https://meet.google.com/pai-
kuvw-asp 

W3 ⾔談分析之研究⽅法 Research methods in
discourse studies 

   

W4 ⾔談分析與語⽤學(I) Discourse and
pragmatics (I) 

   

W5 放假 No Class    

W6 ⾔談分析與語⽤學(II)  Discourse and
pragmatics (II) 

   

W7 會話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    

W8 敘事分析 Narrative analysis    

W9 ⼝語⾔談分析複習 
Review of discourse
analysis for spoken
discourse 

   

W10 期中考  Midterm Exam    

W11 文本結構與文法  Discourse grammar    

W12 文體分析(I) Genre analysis (I)    

W13 文體分析(II)  Genre analysis (II)    

W14 批判⾔談分析(I)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 

   

W15 批判⾔談分析(II)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I) 

   

W16 多模態⾔談分析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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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7 ⾔談分析與英語教學 Discourse analysis from
a TESOL perspective 
 

   

W18 期末專題發表 Final Project
Presentation 

   

10.中文成績評定(Chinese Evaluation method )

1. Class participation and presentation - 30% 2. Discourse analysis exercise - 30% 3. Final project

(including an oral presentation and a written paper) - 40%  

11.英文成績評定(English Evaluation method )

1. Class participation and presentation - 30% 2. Discourse analysis exercise - 30% 3. Final project

(including an oral presentation and a written paper) - 40%  

12.中文課堂要求(Chinese Classroom requirements )

本課程提供各類言談分析理論與方法之介紹，並且強調實務演練。學生不僅需研讀相關理論與方法，還需利用所學，

收集實際言談資料自行練習分析。本課程亦屬研究方法課程，學生可應用言談分析理論與方法做自己研究論文。 

13.英文課堂要求(English Classroom requirements )

You are required to read the assigned material before coming to class and be prepared for class

discussion. You will also be assigned to present some of the material in class. You will be asked to

use specific discourse analysis approaches to analyze the data given by the instructor. No late

assignment is accepted. Based on the research questions you choose, you need to collect data on your

own and do the discourse analysis. Your data can be any kind of discourse in either spoken or written

language. You need to analyze data using DA approaches that are appropriate to your chosen topic. 

「遵守智慧財產權」 ﹔「不得非法影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