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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意義、目標及生活溝通為導向之任務教學法常用於華語教學中以增加學生的

互動與溝通能力。但因真實語境的缺乏而較難運用於非中文區的華語課堂，具擬真環境

及多人互動特色之第二人生可予以補足。本研究旨在了解任務型華語教學於第二人生之

應用情形，及探討任務課堂中學生的學習。透過錄影帶分析、文本產出、口語訪談及課

堂教學觀察紀錄，發現此教學方式可讓學習者更願意開口說目的語，也更能幫助教師了

解並修正學習者之語言錯誤，而學習者對於此學習方式亦抱持正向態度。 

【關鍵詞】任務型教學法、華語教學、第二人生 

 

Abstract: Task-based approach, which involves a primary focus on meaning, target and 

communication, is usually used in Chinese a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to improve interaction 

and learner’s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However, it’s hard to implement in CFL classes. But 

in Second Life, a platform with authentic context and multi-user interactive function, we can do 

it! We then show and further discuss how students performed in the task-based CFL learning 

activities in Second Life. Analyzing through the teaching videos, students’ outputs, after class 

interview and teachers’ observation, we find this learning approach can improve learners to 

speak Chinese, and can also help teachers to find and correct students’ error patterns. Besides, 

learners have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this learning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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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學習必須在真實情境下進行(Brown, Collins & Duguid, 1989)，語言的教與學亦是

(Brown, 2000)。華語文做為第二語言教學亦須真實語境的營造，也更強調溝通、技能、

練習與對比(柯淑貞等，2008)。任務型教學法常用於華語教學，其特色在於任務設計須

具備重要意義，有明確目標，和生活連結，並且經其結果評估學習成效(Willis, 1996; 

Skehan, 1998; Bygate, Skehan &Swain, 2001; Ellis, 2003)。但對於華語文學習者而言，如

何提供一個合適的華語學習語境是教學是研究者極大的挑戰。 

3D虛擬平台因為能提供擬真場景及多人線上互動與交談而受到矚目，James等人

(2005)認為這些「高度協作、身歷其境的特點，能提高學生與老師的互動。」其中由林

登實驗室開發的第二人生(Second Life，SL)則是近年最常被討論的 3D 虛擬平台，它所

提供的廣大虛擬互動社群可視為幫助第二語言學習者進入真實語境並運用目的語的極

佳管道 (Kan & Lan, 2010)。第二人生中的外語教學尤以英文為多，透過研究我們可知

第二人生可增進語言的沉浸學習，對溝通表達有一定幫助。而任務型教學法於第二人生

之應用部分，現有之英語、西語教學研究皆認為於此平台進行任務型教學可提升學生的

學習意願(Collentine, 2011; Jauregi, Canto, de Graaff, Koenraad, & Moonen, 2011; Liou , 

2011; Wang, Song, Xia, & Yan, 2009)。 

然第二人生中華語教學研究並不多，針對在該環境中實施任務型華語教學的研究更

是少之又少。本研究希望利用第二人生擬真環境及多人互動的特色，透過與生活連結的

任務設計，觀察及了解國外的華語學習者如何在擬真世界的語境中進行任務執行及口語

輸出以及其學習成效與學習意願等，同時亦能提供未來華語教師在相似環境教學的實質

建議及相關研究的參考。 

2.文獻探討 

以下就任務型教學法及運用 3D虛擬環境於任務型外語教學之現況兩部分說明之： 

2.1. 任務型教學法 

學者(Bygate, Skehan & Swain, 2001)提到：任務的定義在不同角度下會有所不同。有

學者認為所有能引導語言學習的課室活動皆可稱為任務(Breen, 1987)，也有人認為任務

是學習者為了溝通目的而使用目的語以達成溝通結果的活動(Willis, 1996)，還有學者認

為任務需有意義，和真實世界連結且由學習者完成結果評估(Skehan, 1998)。對 Bygate, 

Skehan 和 Swain (2001)來說：任務是需要學習者使用目的語，強調意義、目標完成和刺

激習得的活動。而近期的 Ellis (2003)亦提出任務是首重意義聚焦語言使用的活動。總的

來說，任務是以意義、目標、生活溝通及語言習得為導向之教學活動。 

Willis(1996)提出任務組成包含前任務、任務執行歷程與後任務。前兩階段注重學生

如何透過彼此溝通完成任務，教師則透過後任務分析呈現語法點，並讓學生進行練習。

整個任務歷程強調學生的主動性和相互溝通。而 Prabhu(1987)則以資訊提供方法區分任

務類型，分為資訊互補活動 (Information-gap activity)、意見表達活動  (Opinion-gap 

activity)及推理活動 (Reasoning-gap activity)，被較多學者引用。資訊互補活動需兩組同

學彼此提供學習夥伴缺少知資訊進而溝通以達到資訊整合；意見表達活動是從一主題出

發，學習者就自己觀點表達意見；而推理活動則是讓學生透過已知資訊進行協商，並推

論出執行任務所需的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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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務評鑑方面，Skehan(1998)提出可透過準確性、流暢性及複雜性檢定學生語言輸

出。Breen(1987)亦提到應讓學習者清楚了解任務的學習目的，即使不同學習者有不同任

務，也應有共同學習目標。 

2.2.運用 3D虛擬環境於任務型外語教學之現況 

多人虛擬環境(multi-user virtual environments, MUVEs)近期常作為外語學習的工具

(Cooke-Plagwitz, 2008)，它能激發學習者的學習動機，以至於在學習過程中不容易失去

興趣，進而完成學習目標，其中又以 Second Life最為普及。然著重 SL或多人虛擬環境

於外語學習之研究並不多─尤其是在無法每天說外語且所學侷限於教室情境的環境

(Wang, Song, Xia, & Yan, 2009)，而針對任務型外語教學的實證研究更是屈指可數。即

便如此，透過相關研究(Collentine, 2011; Jauregi, Canto, de Graaff, Koenraad, & Moonen, 

2011; Liou , 2011; Wang, Song, Xia, & Yan, 2009)可以發現以下共通點： 

2.2.1. Second Life作為 3D虛擬環境適合任務型教學 

多數研究參與者認為 SL 中任務引發的有意義及真實互動可讓他們更能在社會情境

下使用目的語並表達自己。藉由 SL所提供的友好、具吸引力及情境相關空間，學習者

有機會在實際相關語境如辦公室、商店中進行和真實世界連結的任務。任務類型如 SL

導覽、分享場景、交換經驗等，皆是學習者認為適合進行且可提升外語能力之活動設計。 

2.2.2. 高度互動的特質有助於外語學習 

研究參與者認為 SL 可提供豐富的互動及沉浸學習，其語音、文字的交談功能則被

視為社群中非常有用的工具。透過交談，學生可進行有意義的意見交換、完成任務與學

習。比起傳統二語教室雖然其互動較不可預測，但卻更真實，其自發性及和行動、語境

的對話反而加強虛擬環境的價值。 

2.2.3. 匿名性有助於降低外語學習的焦慮感。 

研究發現，多數學生認為 SL有助於降低外語溝通的焦慮感。因任務執行非面對面，

而是以化身(avatar)溝通活動，較高的匿名性不但可增加他們說目的語的信心也較輕鬆。 

綜合以上可知任務型教學法讓外語教學更豐富， Second Life則因擬真的虛擬環境、

高度互動性以及可降低焦慮感的特質而適合做為外語教學平台。目前文獻雖對 SL於外

語教學之應用皆持正面態度，但較少實證研究。Liou(2011)認為 SL 中的任務型語言教

學不能單靠虛擬環境之幫助，亦要有合適的任務設計方能達成學習目標及有意義的學習！

故任務設計對學生語言能力的影響亦是值得探討的議題。 

3. 研究問題 

本研究目的在了解任務型華語教學於第二人生的教學設計與實踐，對象以

CFL(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初級學習者為主，透過錄影分析、文本產出、口語訪

談及課堂觀察了解學習者之語言錯誤類型以及對教學設計與虛擬平台之回饋與意見。 

根據以上所述之目的，本研究待答問題有二： 

1. 初級華語學習者在學習歷程中常犯的語法錯誤類型為何？ 

2. 初級華語學習者對於任務型教學於第二人生中進行持何種態度？ 

4.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法，主要分析教學課程錄影、學生任務中的文本產出、課後訪談

及教師於課程中的觀察為主，從中觀察學習者於課前課後對於特定語法的了解程度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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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歷程中常犯的語法錯誤類型，以及對此學習模式的態度。教學期間全程以 Fraps

錄影全程紀錄學習者之反應與輸出，進而撰打逐字稿並分析之。 

4.1.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參與者為澳洲某大學修習線上中文課程之一年級學生 4 位，皆已修習初

級中文一學期，程度為歐盟語言能力指標之級數(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CEFR) A1級，具基本華語聽說讀寫能力，能進行簡單的口語

溝通，熟悉漢語拼音亦能打出漢字。 

4.2. 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分為教學活動設計、SL場景功能及訪談問卷如下： 

4.2.1.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範圍為 Short-Term Spoken Chinese (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2005)第六課到第九課，

學習目標為學習者可應用所學之生詞與句型於真實語境中。教學任務根據 Willis(1996)

提出之任務組成設計，包含前任務、任務執行與後任務。在任務開始前教師協助學生複

習該課生詞，即工作名稱及數量相關詞彙等。此外，「有字句」如「我沒有兄弟姊妹」、

「是字句」如「她是獨生女」及「形容詞謂語句」如「這孩子真可愛」等語法點亦是本

課強調的重點。以第九課─我來介紹一下為例，其教學任務有二，設計簡述如表 1所示： 

表 1、教學內容 

時間 項目 教學步驟 

35 mins 客人來囉！ 1. 老師帶學生到餐廳就坐。 

2. 老師先自我介紹，再請學生自我介紹。(前任務) 

3. 老師以聊天方式隨機詢問學生個人資料，問題如下：(任務執行) 

a. 你家有幾口人？ 

b. 你有幾個兄弟姊妹？ 

c. 你幾歲？住哪兒？ 

d. 你在哪裡學習漢語？ 

4. 給學生句型提示卡，學生相互問答。(任務執行) 

5. 學生介紹彼此。(任務執行)  

6. 教師提醒錯誤並矯正。(後任務) 

30 mins 二十年後的

同學會 

1. 情境設定(前任務) 

請學生想想二十年後他們會變怎樣。做什麼工作？有幾個孩子？住

在哪？在白板上畫或寫出來並介紹。 

2. 解釋任務 

二十年後，我們要開一個同學會。你們會約在哪裡？誰的家？餐

廳？還是公園？你們要演出來同學會會說些什麼！ 

3. 討論要在哪兒舉辦同學會以及如何模擬二十年後的同學會。(任務執行) 

4. 模擬未來同學會演出。(任務執行) 

5. 教師提醒錯誤並矯正。(後任務) 

4.2.2. SL場景與功能 

教具場景如餐廳、客廳、公園等如圖 1 所示，皆為擬真場景，且為活動中所需之語

境。SL 功能部分則使用文獻中常提到的交談功能及擬真物品。另外亦使用記事卡

(Notecard)與搭配網頁之畫板(如圖 2)，讓學生得以在畫板上進行任務二的計畫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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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教學場景使用 

 

圖 2、記事卡與網頁畫板 

4.2.3. 口語訪談問卷 

口語訪談問卷為開放式題目共 4 題：第 1 題針對教學內容及活動設計，第 2 題針對

任務執行歷程，第 3題針對於 SL進行教學任務之滿意度，第 4 題則為開放式建議題。 

5. 結果與討論 

本次教學結果透過軟體 Fraps 錄影之影片分析學生課程中的學習歷程，同時藉由任

務中產出之文本或口語輸出了解其語法錯誤及矯正後之改進狀況，同時依據課後訪談結

果點出學生在任務學習後的建議與對此教學方式的態度。以下就第九課之教學為例，針

對兩個研究問題進行回答： 

5.1.學生常見語法錯誤 

透過教學錄影之逐字稿可歸類出初級華語學習者常犯之語法錯誤包含「在」字句、

「是」字句、量詞觀念、「不/沒有」誤用及形容詞謂語句的錯誤。而這些語法錯誤多

出現在教學複習階段以及任務一部分。 

本次教學中可發現學生錯誤率最高的便是忘了在處所詞前加「在」，如學生會直接

說「我家 Sydney。」或是將「在」至於動詞前如「我在住 Hobart。」兩個例子如表 2

所示： 

表 2、學生「在」字句語法錯誤 

【例一】 

影片時間 教學影片逐字稿 

[00:04:10.55-00:04:21.31] 學生 A: Consourcing...嗯，我家 Sidney. 

[00:04:24.11-00:04:35.30]  
老師: 我家在...Ok, you can say 「我住在」，I live in. 我住在。你住

哪裡？ 

[00:04:38.66-00:04:40.53] 學生 A: 我住在 Sidney. 

[00:04:41.18-00:04:48.81] 老師: 啊~你住在雪梨，Sidney. 很好！Ok, you can continue. 

[00:04:50.91-00:04:57.38] 學生 A: Em, 我學習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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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 

[00:06:01.34-00:06:07.3] 學生 B: Em, 我在住 Hobart. Emm. 

[00:06:09.64-00:06:17.70] 老師: 我在~Can you say that again? 可以再說一次嗎？ 

[00:06:16.72-00:06:17.68] 學生 B: 我在。 

[00:06:18.23-00:06:18.47] 老師: 我住在。 

[00:06:18.87-00:06:24.45] 學生 B: 我住在 Hobart. 

「是」字句亦是錯誤率較高的語法，學生會漏掉「是」字而接補語名詞如表 3所示： 

表 3、學生「是」字句之語法錯誤 

影片時間 教學影片逐字稿 

[00:02:27.64-00:02:40.66] 老師: 我來介紹一下(老師起身到學生旁)，這是學生B】，這是【學生A】。 

[00:02:42.99-00:02:46.72] 老師:(走到【學生 A】旁)【學生 A】, 可以請你自我介紹嗎？ 

[00:02:50.89-00:02:52.73] 學生 A: Emmm (老師坐回位子) 

[00:02:56.27-00:02:57.28] 老師: Just have a try! 

[00:02:59.23-00:03:02.04] 學生 A: Mmm. (笑) I don't know what to do. 

[00:03:00.01-00:03:06.83] 老師: (笑)沒關係，慢慢來。You can introduce yourself! 給大家認識。 

[00:03:06.46-00:03:10.87] 學生 A: Yah, I never do so. 我獨生子。 

[00:03:11.54-00:03:13.26] 老師: 嗯哼，我是獨生子。 

[00:03:13.26-00:03:36.35] 
學生 A: 我，我是，sorry I just write it, let me. 我是，我是獨生子。(老

師: 嗯哼) 我工作 business analyst. 

[00:03:38.15-00:03:48.31] 
老師: 工程師嗎？我的工作是...If you don't know how to say Chinese, 

English is ok. 

[00:03:49.49-00:03:51.10] 學生 A: Yap, 我是工作。 

[00:03:49.76-00:03:54.36] 老師: You can say "我的工作是...", "我的"(把字打在 chat) 

[00:03:55.78-00:03:59.32] 學生 A: 我的工作是 business analyst。 

量詞部分，可發現因學生母語英文並沒有量詞的概念而缺漏量詞，因此出現「我家

有三人。」及「我有一兒子。」的語誤，如表 4所示： 

表 4、學生量詞之語法錯誤 

【例一】 

影片時間 教學影片逐字稿 

[00:01:11.22-00:01:13.92] 學生 A: 我家有三人。 

[00:01:14.69-00:01:18.36] 老師: 喔~三口人。(【學生 B】笑)啊!三個人。You can also say that. 

[00:01:18.36-00:01:20.73] 學生 A: 三口人，我家有三口人。 

【例二】 

影片時間 教學影片逐字稿 

[00:01:03.88-00:01:10.26] 學生 B: 二十年我，emm，有一兒子。(白板寫：二十年我有一兒子) 

[00:01:11.79-00:01:12.77] 老師: 一個兒子。 

[00:01:13.15-00:01:14.23] 學生 B: 一個兒子。 

除了上述「在」字句、「是」字句及量詞的文法錯誤，教學中亦發現學生因母語影

響而易弄混「不」跟「沒」的用法，而將「沒有」說成「不有」。其例子如表 5： 

表 5、學生「不/沒有」誤用之語法錯誤 

影片時間 教學影片逐字稿 

[00:01:17.18-00:01:21.45] 老師: OK, so 【學生 A】你有兒子 (學生 A: 嗯哼) 嗎？ 

[00:01:26.70-00:01:27.13] 學生 A: 兒子?(小聲低咕) 

[00:01:30.98-00:01:32.20] 老師: 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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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48.38-00:01:52.53] 老師: Son. Son. (打字到 chat)兒子。 

[00:01:54.23-00:01:53.32] 學生 A: 啊，不。 

[00:02:04.13-00:02:05.56] 學生 A: 我不有兒子。 

[00:02:06.45-00:02:08.29] 老師: 喔!你沒有兒子。 

[00:02:09.49-00:02:10.98] 學生 A:(笑)我沒有兒子。 

此外，學生在形容詞謂語句部分則直接用主語加形容詞謂語，而無使用補語修飾。其錯

誤句如表 6所示： 

表 6、學生形容詞謂語句之語法錯誤 

影片時間 教學影片逐字稿 

[00:02:14.09-00:02:15.39] 學生 A: Ok, 我快樂。 

[00:02:18.41-00:02:19.93] 老師: 嗯，「你很快樂。」 

[00:02:21.81-00:02:32.01] 老師: You can add 「極了」or「很」before「快樂」。 

雖然學生在複習及任務一中出現不少語法錯誤，但在教師一次次矯正下，可發現學生在

最後的任務執行─即模擬二十年後的同學會，已可說出正確的語句如表 7所示： 

表 7、任務二模擬二十年後同學會之逐字稿 

影片時間 教學影片逐字稿 

[00:07:52.56-00:08:15.42] 學生 B: Ok, emmm, 二十，emm, 二十年，emm, 我不工作。你呢？ 

[00:08:18.18-00:08:22.38] 學生 A: 二十年後，我是經理。 

[00:08:30.10-00:08:46.54] 學生 B: 二十年，emmm，二十年我漢語很好。 

[00:08:48.87-00:08:53.10] 學生 A: (笑) 你，你漢語很好嗎？ 

[00:08:55.01-00:08:55.88] 【學生 B】大笑 

[00:08:57.85-00:09:09.30] 學生 B: 二十年，emm, 我們漢語極了，嗯，好極了！ 

[00:09:30.90-00:09:41.87] 學生 A: 嗯，二十年後你有孩子，你有孩子嗎？孩子嗎？ 

[00:09:42.26-00:09:54.89] 學生 B: 嗯，二十年，emm, 還是一個兒子。 

[00:09:56.62-00:10:09.56] 學生 B: Emm, 他是 emm, 二十八歲。你呢？ 

[00:10:12.36-00:10:16.77] 學生 A: 二十年，我有兩個孩子。 

[00:10:20.89-00:11:13.08] 
學生 B: Emm, 你要，emm, 你有...女...和...女兒和兒子...嗎？Sorry, I 

said that again. Emm, 你有...你有女兒和兒子嗎？ 

[00:11:16.13-00:11:20.38] 學生 A: Emmm, emmm. 

[00:11:29.47-00:11:39.74] 學生 A: 一... em how do it, 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 

5.2.學生對 SL學習華語之態度 

從教學影片中可發現課堂學習氣氛愉快融洽，在教學及任務執行中皆充滿笑聲。學生剛

開始因擔心自己說錯而緊張，但在教師鼓勵下便能嘗試說出，同時跟著教師或同學回饋自我

修正錯誤。學生於課後訪談亦表示在 SL中經任務學習中文輕鬆有趣，即使說錯也較不會有

壓力。此外，學生認為任務能幫助他們練習所學，擬真的場景物件則能有更真實的參與感。 

根據以上結果，可知初級華語學習者透過第二人生的教學任務學習後，可修正自己的輸

出之語言以讓別人了解。透過教學錄影之逐字稿及任務文本產出可發現初級華語學習者在

「在」字句、「是」字句及量詞用法中較易犯錯，「不/沒有」之誤用及形容詞謂語句則是

偶爾會出錯的地方，但經任務中的溝通互動後皆可了解並正確輸出。而在態度方面，學習者

對於任務型教學於第二人生中進行持正向態度，和文獻是相符合的。 

6.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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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型華語教學亟需語境輔助，但現實華語教學環境難以營造出近似中文母語區的語境，

第二人生的擬真環境及廣大的互動社群便提供了解決的可能途徑。然而任務型華語教學於此

虛擬平台的實作及研究不若其它外語來的多，相關文獻亦著重於學習者的態度而非任務設計

之定義及組成是否對學生之語言能力造成影響，故仍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 

本研究於第二人生進行任務型教學法實作，透過錄影分析、文本產出、口語訪談及課

程觀察了解澳洲初級 CFL 學習者在環境及任務型教學法下的語法錯誤類型以及學習態度。

從中可發現學習者經教學任務學習後，為了在真實語境下達成溝通目的，能學習並修正「在」

字句、「是」字句、量詞用法、「不/沒有」及形容詞謂語句等語誤，進而輸出正確語言。

對於任務型華語教學在第二人生中的進行，學習者因其適切的任務設計及擬真的語境營造而

給予肯定。除此之外，發展更明確且標準化的教學任務設計架構以及擴產任務型華語教學在

第二人生中不同層面學習者的學習亦是未來研究可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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