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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sk based approach is still one of the widely used language teaching models from the rise up to now.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ask based teaching, "Pseudo Task-based Teaching", that is, task-supported teaching 

under the cover of task appeared. This paper firstly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Task-based Teaching, types and application of 

task, then took a further study on contrast of Task-based Teaching and Task-supported Teach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both of them have their internal relations; the coexistence of them will be a long-term trend of development; the 

appropriat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plays a certain role in promot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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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任务型教学法从兴起至今仍然是广泛采用的语言教学模式之一。但是，任务型教学的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伪任

务型教学”（Pseudo Task-based Teaching）[1]，即披着任务型外衣的任务辅助型教学（Task-supported Teaching）。

本文首先介绍了任务型教学的概念、任务的类型和应用，然后对任务型教学和任务辅助型教学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

表明：两者各有其内在的关系；两者并存将会是一个长期发展趋势；二者恰当结合对外语教学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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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语言研究以及外语教学理论的不断深入和发展，

人们越来越重视外语学习中人的主导地位，特别是不同教

学模式下人们学习的内在机制的作用和效果。任务型教学

法（Task-based Approach）因此应运而生，并很快从欧洲

和美国来到中国的课堂，打破了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的3P

教学法（Presentation, Practice, Production），改变了过去

过分注重语法知识教授的局面，开始关注学生的内在学习

机制对知识的内化，给予了学生生动有趣的课堂体验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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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语言教学改革起到了积极作用[2]。本文提出了任务

型教学，较为详细地对比了使用任务的两种教学方法，及

对教学的启示。 

2.任务型教学的产生及类型 

任务型语言教学是一种以任务为中心的外语教学法，

它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在语言学习中需要考虑如何完

成任务，而不是如何学习某种特定的语言形式。任务型教

学已经成为英语新课程倡导的基本理念。在教育部颁发的

《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

2001）和《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2003）中，

已明确提出将“倡导任务型教学途径”作为教学目标[3]。 

2.1．任务型教学的产生 

任务型教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Prabhu博士首次

在印度对任务型教学进行实证研究，此后大量研究围绕任

务型教学展开，Prabhu认为学习语言的关键是关注语言本

身和学习意义的过程而不是语言的形式[4]。到了90年代，

随着研究的深入任务型教学理论也逐渐成熟。坎特林，布

列恩和薛基汉都从新角度对任务型教学理论进行了探索。

英国语言学家威利斯认为任务就是学习者运用目标语言

进行交际的一种活动，最终习得语言的机会。因此，任务

型教学强调从“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教师应从

学生的的角度出发设计一系列真实的生活、学习、工作等

任务，使学生在完成任务的同时逐步掌握使用语言的能力

[5][6]。此外，在大洋彼岸，中国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也

开始反思和批判传统当时盛行的语法翻译法，并认为传统

的语言教学过分重视语法知识的传授和学生考试能力的

培养而忽视其交际能力。相比传统的3P教学将知识点呈现，

通过练习获得意义，任务型教学主张学生通过完成任务达

到交际目的，从而习得语言。 

2.2．任务的含义 

纽南（Nunan D.，1989）认为，在语言教学中，任务

是练习和理解语言的一个行动，或是一系列促进语言学习

的计划，它是由教师控制和调节、学生获得信息并进行思

维加工，最后输出语言的活动。薛基汉（1998）则认为，

任务是一种活动，在这个活动中产生了学习[5]。Rod Ellis

用四条准则来定义任务：第一，任务的焦点是信息，就是

说任务的目的是关注意义，关注语言运用过程中（无论是

话语的理解还是产出）产生的意义，而不是学习语言本身。

第二，任务有某种信息差（gap），这个信息差激励学生

去运用语言。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这个任务型语

言教学中，学生（即参与者）需要用已有的语言知识和非

语言知识来完成任务。并非先教会他们，而是让他们应用

已学会的任何语言来完成任务，不管是用汉语还是英语。

最后，任务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交际结果，结果不是学生

可以说出一些目标语言的句子或片段，而是可以达到交际

的目的[7]。 

在语言教学中，任务定义的提出首先是和练习相区分

的。练习是以语法和形式为导向的，注重语法规则的重复、

模仿等活动；而任务则是以意义和语言运用为导向[5]。

首先，任务的主要目的是传递信息完成信息交换，而练习

关注点是是否语言能正确使用。其次，任务对于完成任务

的主体之间或完成任务主体和任务客体之间存在信息差，

而练习在任一层面不存在信息差。再次，在实际操作上而

言，学习者在完成任务时会用到已有经验和已掌握的语言

知识，而练习只是一种单纯的课文操练，只需要对所学的

语言进行一些形式上的改变，如填空或同义替换等。 

2.3．任务类型 

在任务型教学中，因为学习者处于不同的阶段或怀有

不同的学习动机和目的，对于任务的理解和完成情况会有

不同，任务型教学的效果也不尽相同。因此，有必要对任

务类型进行分类以研究和确定具体某一群体的学习者适

合的任务类型。首先，薛基汉（1999）把任务分为两大类：

真实型任务和教学型任务。真实型任务指的是可以在现实

生活中找到的任务，其基础是目标任务或现实生活中的真

实任务[8]。而教学型任务是人为创造的任务，指在课堂

情景才有的任务，目标是完成课堂目标。第二类任务是输

入型和输出型任务，输入型任务的目标涉及到学生的“听”

或“读”的能力，而输出型任务涉及的是学生的“说”或

“写”的能力。第三类是焦点式和非焦点式任务，非焦点

式任务的设计理念是用于语言练习，为学生提供练习语言

的机会，而不是针对某一个语言点。焦点式任务是仍旧是

任务，具有交际的特点，但其精巧之处在于将学习者的注

意力集中在某个语言点上。第四类是封闭式任务和开放式

任务，封闭式任务一般来说只有一到两个确定的解决方案，

而开放式任务是指完成该任务的方法不是唯一的，而是多

种多样的。第五类是此时此地型和彼时彼地型任务，此时

此地任务是指学习者可以看到的一类任务，彼时彼地任务

是指非此时此刻的，即某个地方某个时间发生的任务，学

生无法看到，只能进行设想[7]。 

对于初级学习者来说，他们更为需要基于输入型教学

性质的，封闭式且是此时此地型的任务，大量的真实的语

言材料的输入有助于塑造学习情境，这对于初学者来说是

必要的，其次，封闭式和此时此地的任务结构简单，答案

确定且单一，无疑任务难度降低，易于初学者掌握，激发

其学习积极性；而高级学习者主要应采取输入型任务和聚

焦语言具体方面的焦点型任务，在有了语言基础后，他们

应尽量可能多的接触开放式任务，激活已掌握的既得知识

经验和头脑中知识范式，通过积极主动地运用知识从而掌

握它们，日常生活中将会遇到的相似情形的任务都属于这

类任务。 

3.任务型教学和任务辅助型教学 

Rod Ellis（2015）指出，在语言教学中使用任务有两

种教学方法。第一个是任务辅助型教学（Task-supported 

Teaching），第二个是任务型教学（Task-based Approach），

两者在当今课堂并存仍然是发展的趋势。究竟哪一种方法

更适合语言教学，很多专家学者的意见不尽相同。笔者在

此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任务型教学和任务辅助型教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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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研究，以期通过对比研究分析两种方法的优劣及联系，

并预期两种语言教学方法今后的发展趋势。 

3.1．课堂组织顺序角度 

从课堂组织顺序讲，在传统教学法即3P教学法中，任

务可能存在于某个最终的步骤或者目的，而实施过程是讲

解语言知识，之后针对知识点让学生练习，最后才和学生

之间有一个互动交流，即讲解知识点，练习，产出，在某

一个或最后一个步骤学生才会运用所学语言去完成任务。

[7]任务辅助型教学方法是基于语言技能学习理论的一种

方法（Rod Ellis，2016），许多二语习得研究者和英语学

习策略研究者都支持语言技能学习理论（见图1）。如今

任务辅助型教学仍然是教科书中语言教学的主流。而任务

型教学是将任务作为开展课程的组织原则，一堂课的结构

不是由所要教授的知识点来决定，而是取决于需要给学习

者布置的任务来决定，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学习者习得语

言知识[9]。 

从课堂组织顺序来讲，任务辅助型教学方法执行难度低，

适合基础薄弱和初级语言学习者，这种方法能明确地告诉

学生这堂课的需要掌握的语言点和课堂组织顺序，从而使

学生在心理上做好准备，有意识地配合教师有序地完成课

堂任务，而在最终语言输出阶段配合任务无疑加强了学习

效果。但缺点也显而易见，这种方法因结构简单，实施有

序，不容易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课堂组织甚至略显沉闷、

无趣。此外，通过练习获得的语言知识也不易被学生内化

掌握；任务型教学相对而言执行难度大，对教师素质和水

平要求更高，教师在课堂结构的设计，活动组织以及任务

开展等环节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另外，即使不清楚课堂组

织顺序，作为主体的学生仍然可在教师的引导下明确任务，

在任务中能最大限度地集中注意力，努力运用已有知识去

完成任务，从而掌握课堂目标。其缺点是因为无法明确知

识点，通过完成单纯的任务即便在掌握知识后，学生无法

做到有条理地整理，影响学习效果。 

 

Skill-learning Theory, Rod Ellis, 2016 

图1 任务辅助型教学课堂开展步骤。 

3.2．认知心理角度 

20世纪60年代后，认知心理学为两派：信息加工心理

学和建构主义者（或结构主义者）。随着计算机的出现，

信息加工心理学家以计算机信息传递为参照分析了信息

传入、传出至外显反应所经历的阶段及其规律，把教学知

识分为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三种类型

[11]。该理论认为“学习是知识的获得”，并强调学生作

为信息处理的主体。而建构主义学家认为学习是一个主动

建构过程，即学习者在原有地知识结构上进行新的上层建

构。这里建构的知识更具有社会性、情境性、和交际性等

性质。 

心理认知学的发展对教学理论方法的发展具有极其

重大的影响作用。任务辅助型教学方法盛行之久有其强大

的理论支撑，自然也包括认知层面的理论依据。根据信息

加工心理学，任务辅助型教学也明确学习是一种获得知识

的行为，是一种有意的语言习得，基于语言技能学习理论，

每堂课针对具体的语言点，进行展示，学生有意识地练习

和记忆最后达到产出和掌握的效果。但是，由于这种方法

过于强调学生作为孤立的信息处理的个体，忽视人类之间

的社会性复杂行为如交际等而被质疑。根据建构主义，完

成任务是一种知识建构过程，它强调在原有知识基础上利

用既有结构去完成新的上层知识的构建。任务型教学是一

种无意的、潜移默化的语言习得，基于无论成人还是孩子

都可以附带习得和学习语言，这种通过沟通和交流构建和

习得新的语言的能力永远不会消失。因此，后者也受到众

多学者的认可。例如以下两种教学方法下同一语言知识掌

握情况： 

课堂目标：掌握关于购物的词汇和特定句式。 

下面有两种教学活动基于两种不同的教学方法： 

 

Activit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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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 2. 

cited by Rod Ellis,2016 

从以上两个不同的案例不难看出，活动一采取的是传

统的3P 教学方法，角色扮演的两个学生事先看到自己被

要求说的内容，并且按照固定句式替换词语，通过反复练

习来达到掌握目标语言点的目的。这种方法的本质是练习，

强调学生作为孤立的信息处理者有意识地习得和学习语

言的能力。这种方法忽视了语言的交际功能以及语言的社

会性，因此教学效果广受质疑。活动二是采取的是任务型

教学方法，它本身就是一个任务。首先这里不是单纯的角

色扮演，学生事先不知道对方要说的内容，只了解自己所

要扮演角色的脚本，这就形成了信息差，双方是在模拟真

实的生活情境下的人的交流，这样一来，学生就可以运用

已有的知识经验与对方进行交流，共享信息，不再是孤立

的处理信息的个体，彼此之间有了联结，并在原有基础上

构建习得新的知识，这种附带习得的语言较练习学到的语

言是不容易忘记的。 

3.3．理念角度 

在1964年Halliday, McIntosh和Strevens出版的《语言科

学与语言教学》（The Linguistic Sciences and Language 

Teaching ）一书中，就语言教学提出了很多新观点。理论

语言学将语言视为抽象的体系，应用语言学家将语言看作

交流的工具，语言的运用随语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这种

语言观认为如果语言学习者将语言当作一个抽象的体系

去掌握，他们就不可能在具体的情景之下自如地运用语言

进行交流。因此，语言教学应基于对具体交际情景之下的

语言所进行的描述[12]。 

从理念来看，任务辅助型教学把语言看作学习的对象，

像学习任何一件事物一样，需要去学习的它的表象，特点

和本质，去研究语言本身，并逐渐了解和掌握规律；而任

务型教学认为语言是交流的工具，交流是目的，而不是语

言本身。人们可以通过做事情和完成任务附带学习语言，

而不需要刻意研究习得规律。无论是从教学的组织、结构、

目标还是产出效果来看，两者基于的完全不同的理念决定

了两种教学方法本质的不同。 

具体运用哪一种教学方法能更好地指导学习者习得

语言呢？本文认为二者不可偏废。首先，从微观层面说，

在任务辅助型教学理念指导下，一堂课的整体结构设计不

仅要在教师那里清晰，学习者也有必要了解。这种了解会

明晰学习者本堂课的学习对象，促进学习者在课堂上进一

步的表现，有意识地更好地掌握和安排学习进度，在课堂

的结尾，还能系统地整理知识。在任务型教学指导下，教

师所承担角色的意义较之学生更为重大。在课堂设计之初，

教师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根据学生年龄特征，认知发展水

平以及兴趣，爱好，学习生活背景设计各种任务，并组织

监控任务在语言课堂的实施过程和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

评估[13]。另外，对于学生而言，任务教学的展开将会使

课堂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学生的积极性会被调动起来，学

习信心也会增加，语言学习不再是枯燥的语法学习，它将

成为模拟真实生活体验乐趣的附带奖品，因为大量真实语

料的输入和与老师、同学交际互动的语言输出促进了有意

义的任务的完成。从宏观层面来说，语言首先是一种交流

工具，但同样它也具有文化属性。一种语言是它相应文化

的必要承载工具。没有一种独立文化能存在如果她没有相

应的语言作为载体。因此仅仅把语言当作交流工具是片面

的，语言对一种文化的传承和传播都至关重要。在外语教

学领域，文化的学习也是至关重要。在我国外语教学大纲

中，都有涉及加入学习文化因素的论述和规定。例如，2000

年公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以下简称

《英语大纲》）在“教学原则”部分作了如下规定：“注

重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在专业课程的教学中要注意培养

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宽容性以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

活性”（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指导委员会英语组2000：12， 

引自胡文仲，2013）[14]。最初，跨文化交际的培养在外

语教学中多是落实在高年级的社会文化课程中的，且多是

限制在高等教育或是外语专业领域内的。2011年启用的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以下简称《课程标准》）十

分明确地提及了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在“课程设计思路”

部分作了这般描述：“这一课程体系以培养学生的综合语

言运用能力为目标，根据语言学习的规律和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的发展需求，从语言技能、语言知识、情感态度、学

习策略和文化意识等五个方面设计课程总目标和分级目

标”（教育部2011：5，引自胡文仲，2013）[14]。可以

看出，重视文化学习已经从高等教育和特定专业群体教育

扩展到义务教育和普通义务受教育群体，将文化学习目标

加入语言教学的长期目标并将其渗透在语言教学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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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在任务辅助教学方法指导下，将

语言作为学习对象，但不仅仅是学习语法知识，也要研究

语言背后的文化，充分发挥跨文化交际能力在促进外语教

学方面的作用；在任务型教学方法指导下，把语言当作一

种交流工具，也不仅仅局限于使用语言这种工具，而是在

交流中下意识地引导学生感受目标语言背后的文化，辅以

文化讲解。两种方法需要适时结合，共同把文化学习作为

教学的长期目标。 

3.4．形式还是意义 

从特点来看，任务辅助型教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关注

形式，因为在传统教学法中的第一步就是展示语言知识，

强调语言形式的学习。而任务型教学强调关注意义，强调

真实的语言输入和有意义的任务。薛基汉（1998）提出了

任务型语言教学的五个特点：意义最为重要；学习者不是

只重复他人的话；与真实生活中的活动有相似之处；任务

的完成是首要的；任务完成的结果是评价任务是否成功的

关键[5]。在这里，显然意义是任务型教学最为重要的特

点。然而，“关注形式”也是任务型教学的重要特点，但

这里的“关注形式”不同于前者，反而是与任务辅助型教

学相区别的地方。 

举一个关注形式的例子：当一个学生和另一位同学交

流昨天晚上他们做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他说“I go to the 

park with my friends last night.”，老师立即说“You 

went to the park with your friends last night?”学

生意识到错误，立即修改说“Yes, I went to the park with 

my friends last night.”。这里老师通过复述和修正的

方法帮助学生关注他所犯的错误。这种方法叫做重铸法，

重铸法是关注形式的方法之一，在任务型教学中，当学生

完成任务遇到困难或者不能正确使用第二语言时，老师可

以通过互动来让学生关注形式。关注语言形式不是传统的

语言教学，而是在交流过程中引起学习者注意的一种方法。

任务辅助型教学中关注语言形式在先，而后进行练习，两

点是分开的，而任务型教学这两点是结合在一起的[7]。

所以说，任务型教学强调的是形式和意义的统一，主张“做

中学”、“通过任务学习语言”。 

另外，任务辅助型教学的一个明显局限性是假设在显

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之间存在强转化接口，认为显性知识通

过不断地练习和强化最终会转化成为自动的隐性的知识，

学习者不需要思考就可以自发使用的自然而然的知识，这

个观点仍存在巨大争议。任务型教学鼓励学生做事情时有

意识地去运用所学目标语言，而不是单纯地进行沟通和交

流，最终显性知识会转化为半自动地隐性知识。这不仅仅

是培养学生学习语言结构，也是培养学生学习语言并将其

内化的能力[7][10]。 

4.结论 

通过两种教学方法的比较不难看出两者之间的差异

和内在关系，以及两种教学方法的优点和局限性。随着任

务型教学模式在中国的推广，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任

务型教学是全面推行还是从试点开始，逐步推广呢？我们

是全面舍弃任务辅助型教学方法，还是加以改进，取之精

华去其糟粕呢？如果我们选择后者，又将如何将两者恰当

地结合，发挥“1+1>2”的作用呢？这些有待进一步的研

究和验证。 

4.1．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任务型教学以学生为中心，旨在把语言真实化和课堂

社会化，以期通过课内学习和社会化的运用激发学习者内

在的学习动机从而提高学习效果。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

应试教育和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任务型教学模式的推广

仍然处于一个传统与革新并存的转折点上，面临着很多困

难和挑战。除了中国学生和西方学生的个体差异包括性年

龄差异、学习动机差异、课堂表现差异和性格差异等因素

外，教师素质水平和生源差异，理论发展成熟度的不同，

更重要的是办学条件的不同，在中国广大地区教育发展不

均衡，很多偏远地区的教育水平较低不足以开展任务型教

学，教师在运用任务型教学模式方面讨论较少，且无法在

课堂上模拟真实的生活情境，也无法保证真正真实的语言

的输入，这些条件状况突出了任务型教学在中国推行面临

得严峻的状况和陷入的困境。 

4.2．发展预期和建议 

基于以上任务辅助型教学和任务型教学方法的比较

研究以及任务型教学模式在中国推广的现状的讨论，本文

认为两种方法对于当前中国教学都必不可少，两者都有其

所长值得继续存在于中国课堂之上。充分发挥两者之所长，

将二者适当编织入中国课堂，不仅有利于教改的转折点的

顺利过渡，也会激发一些新的思路的产生和课堂创新的出

现，从而推进中国语言教学的长足进步。 

笔者认为任务辅助型教学和任务型教学并存，并互相

影响的趋势仍将处于一个长期的过程。从长远的教学目标

来看，单纯的任务型教学不能使学生从宏观和长远角度去

认识和梳理自己需要掌握的知识框架，这需要教师不断地

提升自身素质和提高在明确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时任务

设计的能力，把任务辅助型教学运用到一个宏观的长期的

教学框架之内，辅助型教学方法构建主干，任务型教学方

法填充枝叶，将更好地引导任务型教学的实施和促进取得

更好的教学成果。 

任务型教学的推广有利于提高课堂效率，任务能够激

活学生已有的知识并进行沟通，促进他们的互动能力。另

外，任务也能使学生附带学习新的词法和语法。高效使用

任务的要求之一是根据学习者的水平选择合适的任务和

任务类型，这是困难的，也对老师角色的转换提出了挑战。

最后，本文提出当下把任务辅助型教学和任务型教学融合

有助于传统教学法向任务型教学的过渡，而且，在长期的

教学目标下，尤其是指导性教学，二者结合将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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