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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式教學融入英語寫作教學

馮和平本副教授

。慈濟大學英美語文學系

摘要

在臺灣英文寫作的教學，一直是其有挑戰性的任務。在傳統英語文分科教

學的理念中，寫作教學要包括文法、句型、章法、寫作過程，老師經常會要求

學生閱讀範文及做各種練習，寫作教學很容易變成以老師為中心的教學模式，

學生的學習興趣會因此而降低。如能配合不同文體的教學，適時融入整合式的

教學活動，可以提升學生對英語寫作課程的興趣，進而喜歡用英文寫作。本文

介紹整合式教學之背景、動機，並列舉五個可以在國高中實施的整合式教學活

動:讀者劇本改寫、海報展示、寫給校長的一封信、電影欣賞與議論文的寫作

及辯論與議論文的寫作。文章結尾提出整合式教學活動設計之原則。

關鍵詞:整合式教學、文體、小組合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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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writing in Taiwan has always been a challenging task

for teachers. Due to students' limited Engli h writing ability in general, English

teachers feel that they need to cover all the important element of writing including

genre and organization, specific entence pattems u ed for different genres, grammar

and vocabulary. Because teacher are preoccupied with too much content they ne d to

teach in a writing cla room tudents end up often doing eated work and, a a re ult,

feel bored and lose their enthu iasm for writing. To increa e students' incentives for

writing, teacher can incorporate into Engli h writing cla room integrative activities,

wh '~h require tudents to u e different Engli h language skill . In this paper, five

different integrative activitie are ugge ted ba ed on the author' teaching experience

in a freshman Engli h writing cla room. The e acti itie include writing up a reader

theater play, po ter presentation and proce writing writing a per ua i e letter to our

school Principal, movies and argumentati e writing and debate and argumentative

writing.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the principle of de igning integrative activitie are

provided for successful skill integration in an English writing clas room.

keywords: skill integration, genres, group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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壺，前言

自 1940年代起，英語教學領域開始

重視英語學習的聽、說、讀、寫四種技

巧，英語的課程設計及教科書的編撰經

常把單一的技巧當作學習的重心。當這

個理念發揮到極致時，便排除了語言技

巧的整合教學。舉例來說，在 1960年代

許多大學的英語科系中開授的語盲實習

課 (lab practice) ，即是以聽力訓練為課

程重心。學生上課時，大多數時間都是

帶著耳機，聆聽老師播放的聽力訓練教

材。而這些聽力學習的成果，通常也是

用選擇題或是非題 (True and False) 加以

檢核。雖然採用英語分科教學，學生的

某一種語吉技巧會因為教學的重點明確

，而有相當成效。但因課程著重單一語

言技巧，教學活動設計受限，教室缺乏

互動，學生學習動機可能因此降低。近

20年來的教學趨勢是走向語吉技巧整合

的教學模式 (Brown ， 2007) 。正如Hinkel

(2006 )、 Oxford (2001) 、 Oxford ， Lee,

Snow & Scarcella (1994) 主張在全球化的

影響下，以語用為目的的語吉教學應是

運用多種語言技巧的整合，以培養學習

者的溝通能力。英語寫作教學也因為下

列原因應採用整合式的教學活動，以加

強學生的興趣及動機，進而提升寫作的

能力。

一、整合式的寫作教學符合真正

的語言使用情境

真實的語言情境很少使用單一的技

巧。公司的行銷人員經常將行銷的策略

及成果，分析整理成書面報告或簡報，

再向主管及同事做口頭報告。學生修習

課程也必須閱寶書籍、撰寫報告，然後

再用口頭報告方式與老師及其他同學分

吉。寫作經常與其他語盲技巧的使用相

結合，達成溝通的目的。因此從語盲學

習的角度來看，整合式的寫作教學較能

符合學生的需求，訓練學生日後所需的

綜和能力。

二、整合式的寫作教學能使習得

的語言重點或技巧得以增強

學生在閱讀時習得的生字、句型如

果能運用在寫作的表達，這些生字句型

更能成為學生表達能力的基礎。而在寫

作課堂習得的文法句型，如果能運用到

口語表達，則學生對該文法句型的記憶

也會更為強化。

三、將整合式教學融入寫作教學

能大幅提升學生對寫作課的

興趣

寫作課如能融入閱讀、討論、口語

表達、 PPT的製作、繪圖等，讓學生使用

不同的智能，寫作課的內容會更為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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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愈能引發學生學習寫作的動機。

貳、寫作諜經常性活動及

整合式教學活動

臺灣的英語教學為以英語為外國語

(EFL) 的教學情境，一般學生在英語課

堂外使用英語的機會並不多。在英語的

四個技巧中，學生寫作的能力最差，也

對英語寫作較無概念。因此寫作課程內

容必須包括各種文體的章法結構、特定

文體使用的文法句型(例如寫作process文

體會用到析使句) ，及寫作主題相關的

字彙。英語老師也需運用腦力激盪、多

重草稿、師生面談等方式，引導學生體

驗寫作過程，以減少學生的焦慮，完成

寫作的任務。對於基本能力較差的學生

，老師也得講解並練習英文的基本句型

。除此而外，老師可以適度融人整合式

教學活動，來豐富寫作課程，增強學生

學習之動機。

賽、整合式寫作教學活動

的範例與實施

整合式寫作教學活動是結合寫作與

其他語吉技巧的使用，形成一種整合式

的活動。 2013年9月我負責教授一門大一

英文寫作諜，班上的學生英文學測的平

均級分為 11級分，大多數的學生對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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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文句型(簡單句、合句、複句)及

文章體裁架構沒有清楚的概念。為了提

升學生基本寫作能力，我的課程包含了

文法句型、寫作章法結構及字彙的使用

。可是當想教的內容愈多，原本規劃以

學生為中心的寫作課，教師卻成為整個

教室的中心。雖然我也使用小組討論、

合作學習等方式，但是大多數時間，學

生還是被限制在他們的座位上閱讀範文

、討論問題及完成練習。因此我決定要

尋找一個能突破這個限制的教學方式，

讓學生能更主動的學習。經過半年的摸

索與思考，我發現解決困境的方法便是

運用整合式的教學活動，因為學生在活

動進行時，能離開原來的座位，改變課

堂互動的方式，學生終於成為教室及教

學的中心。下面五個活動是我在教授大

一英文寫作課時設計的。我的寫作班只

有二十位學生，而國高中通常為大班教

學，班級人數較多。我在描述這些活動

時，是採大班教學模式，以方便國高中

老師們日後應用。

一、將故事改寫成讀者劇場劇本

近幾年來，各地方縣市教育局舉辦

之語吉競賽，讀者劇場是常見的比賽項

目。因為劇本使用的語吉為較口語化，

通常比書面語言簡單，而且在表演時不

一定要背誦劇本，也可以用活潑的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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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搭配。基於這些原因，此項競賽廣

受歡迎。不僅中小學生喜歡參與，大學

也經常舉行頭者劇場之競賽活動以提升

學生學習語言的興趣。

根據Dave's ESL Cafe網站中寫作活動

的建議，讀者劇場劇本之改寫可使用耳

熟能詳的童話故事或民間故事，白雪公

主、灰姑娘、父子騎驢都是適合的劇

來源，劇本改寫時把全班分成數個小組

，小組人數與劇本之角色(包括 narrator

)相等。學生把第一稿的劇本寫出來後

，緊接著協助他們修改文字與文法。一

旦劇本修正完成，學生便可開始分組練

習，這當中老師可以協助改正發音及語

調。

當初設計請者劇場劇本改寫活動時

，最主要的理由是該項寫作任務較為簡

單，學生比較能有成就戲，而學生也可

以使用寫好的劇本去參加學校及系內的

讀者劇場競賽。這個活動適合不同程度

的學生，如果學生基本能力較差，老師

可趁機複習直述句(肯定句與否定句)

、疑問句及祈使句等基本句型，加強學

生基本句子的概念。

二、海報展示 (post presentation)

與過程寫作(writing a process

paragraph/essay)

海報展示是教學過程寫作後續可用

的活動。在學生的作文批閱並修改完成

後，他們對自己寫作的內容及使用的句

型己能掌握。此時便可把全班分成數個2

至4人為一組的小組，並請每一組的學生

就組內比較適合做海報的題目(即比較

容易用圖文呈現的) ，製作成一張全闊

的海報。海報的內容必須包括題目(如

: How to make fliends in a new environment

? )、過程的步驟及搭配的圖示。在海

報製作前，要求學生把文字稿先送來做

修正，以免介紹海報時犯錯。經過修正

後，學生即進行海報的製作。

海報展示時，可把全班分成A 、 B兩

大名且，每一大組約有6小組，當A組的同

學展示海報時，每一小組將海報張貼在

黑板及教室的牆壁上。 B組的6{固小組，

分別站在一張海報前，聆聽製作海報的

同學講解海報的內容，每一組講解的時

間為2分鐘。講解完，觀眾必須提出一個

問題的日: Which step is the most difficult

challenging step and why?) ，負責海報的

同學必須針對該問題加以回應。每一位

同學都要就海報的製作(圖文)及同學

的說明加以評分。評分標準可以由老師

決定，也可以與學生討論後一起決定去

兩分鐘的展示說明時問一到，同學就依

順時針或逆時針方向移到下一組聆聽、

提問、評分，這樣的程序一共經過六次

，直到同學聽完這六張海報的說明。當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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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的演示完成後，老師便回收評分表，

接著白B組的六個小組進行展示。最後依

評分結果，由A 、 B組中各自選出一個優

勝小組，由老師給予獎勵。

在此活動中，負責講解海報的小組

必須反覆講解六次，因此學生對於描述

過程的句型會得到充分的練習，這對於

文法程度較差的學生特別有幫助。

三、寫給校長的一封信

訓練學生表達意見、想法的段落或

文章 (opinion paragraph or opinion essay)

是一種說服性的文體。這類文體能訓練

學生做邏輯性的思考，因為文章組織必

須符合邏輯才會有說服力。在進行寫作

前，先把全班同學分成三人一組的數個

小組。每一位同學在上課前必須先思考

一件他們希望學校能做改變的事，並準

備三個理由來說明為何該改變是必要的

。上課後小組內的成員進行7至10分鍾的

討論，以選出三人的想法中，最迫切需

要主變的事。討論完成後，每組派一位

代表用英文向全班報告討論結果，如果

是在國高中且同學程度較差，也可以讓

學生使用中文報告。最後利用小組集體

創作方式把這個建議以「寫給校長的一

封信」為題，寫成一封英文信。完稿之

後，老師可要求兩組同學互相回饋，並

加以改寫修正，最後再把所有創作的信

整合式教學融入英語寫作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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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同學投票，挑選出最具有說服力的

三封信，與全班同學分享。這個寫作活

動可視學生的興趣、年齡、成熟度或學

校的所在地使用不同的題目，如「給總

統的一封信」、「給市(縣、鄉)長的

一封信」。

四、電影欣賞及議論文的寫作

電影的主題如是探討爭議性的議題

(如死刑、安樂死等) ，是引導學生書

寫議論文( argumentative essays) 絕佳的

素材。活動安排之順序是先播放電影、

小組討論，最後再由學生完成作文。以

死刑存廢為例，老師可以先播放電影綠

色奇蹟 (The Green Mile) 中重要的橋段

(即老戴被送上電椅處死的過程場景約

真的分鐘) ，看完後進行小組討論，每

一小組包含 3至4人。分組時，組內的成

員必須對死刑持有不同意見，即有人贊

成，有人反對。討論的問題可包括死刑

執行方式、電影導演對死刑的看法和學

生贊成死刑存廢及其理由，討論完後，

老師再引導學生寫作大綱，完成作文。

電影欣賞時間不宜太長，以不超出

15分鐘為原則，而討論時間也最好控制

在 15分鐘之內。一堂課剩餘的時間即可

進人寫作或準備寫作的階段。議論文有

一定的結構，老師可選擇在看電影前或

是小組討論後介紹文章結構。寫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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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先書寫大綱(包括thesis statement 、支

持的論點及簡要之結論) ，大綱完成後

，再進行全文寫作。

五、辯論及議論文的寫作

引導學生寫辯論文的方式很多，除

了上述運用電影，也可以採用辯論的方

式。學生要準備辯論，就會去閱讀書籍

、蒐集資訊、訪談、討論辯論的議題。

這些過程都是準備議論文寫作的重要步

驟。

通常辯論賽都是採奧瑞岡標準式

辯論規則正方、反方各三人，在一方辯

士陳述論點之後，由另一方交叉質詢，

最後再做結論。國高中班級人數通常較

多，辯論可採用比較有彈性的方式。為

了一次能讓更多的學生參加，正方、反

方可以各由四位學生參與。前三人作論

點的陳述，第四人則可以做總結。正方

的四位為正一、正二、正三、正四，反

方為反一、反二、反三、反四。發盲的

順序則為正一，反一，正二，反二，正

三，反三，正四，反四。每人發言兩分

鐘。一場辯論賽大約時分鐘即可完成。

班上其他同學為聽眾，負責評分，依評

分結果決定辯論的勝負方及最佳辯士。

在辯論結束後，再由老師介紹辯論文的

結構。學生把辯論時使用的論點經由準

備大綱，書寫全文完成寫作。

在大學外文系的英文寫作課，辯論

用英文進行，在國、高中，老師可視學

生的英語口語表達能力，決定用英語或

中文。如果採用中文，則可要求學生把

辯論主題的英文字彙整理以供寫作時使

用。

肆、學生的回饋與建議

我在每做完一個活動時便要求學生

填寫回饋單，分享該活動的心得及提供

建議，學生的回饋多是正向而肯定的，

現列舉一些學生的評語及建議:

。「在撰寫劇本及練習讀者劇場的過程

很辛苦，但是結果卻是開心的，可

以幫助我的口說技巧和發音。」

。「老師幫我們修正句子很重要，這樣

我就不會一直練習錯誤的句子! J

。「我覺得Poster Presentation超級

讚。因為這樣讓我更了解process的

作文，且課程生動有趣，再加上要

報告會更努力去蒐集資料。」

。「我喜歡海報比賽，準備的過程很累

，可是能和大家分享我們的作品，

不僅幫助同學也增加了我們的情感

及表達能力。」

。「跟同學討論對校長的建議很有趣，

我們好像在辯論，但最後大家終於

得到共識。」

。「我覺得辯論很有幫助，透過辯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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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激發我們很多想法。對於寫作

班的我們，我覺得辯論賽用中文即

可，但可以請各組多教一些單字和

用法，這樣一來寫文章才不會不知

道該用那些字。」

。「辯論很有幫助，有些新的想法也是

從其他同學聽來的，很新鮮有趣! J

在期末的問卷內，學生也認為因為

融入整合式的教學活動，寫作課變得更

活潑有趣，令人期待。

恆、整合式活動設計的原

貝。

經過一學期的實驗與觀察，我認為

整合式的寫作活動如果要能成功的提升

學習的興趣並帶動對寫作的熱誠，在設

計時可參考下面的原則:

一、要將語言文法的重點作為聯

結各種技巧的樞紐

J 在練習不同的文體寫作時，會運用

到特定的句型結構。如在寫作過程的文

體時，經常要利用于斤使句。在配合的海

報演示活動，學生在製作海報及解說海

報時，也要大量使用祈使句。這對程度

中等以下的學生會很有幫助，因為他們

可以在寫作、書寫海報及展示海報時反

覆練習該句型，而達到精熟的目標。

整合式教學融入英語寫作教學

Skilllntegration in An EFL Writing Classroom

二、活動設計儘量以小組合作學

習 (group collaboration)
的方式進行

不論學生程度高低，如果活動是以

小組合作的方式進行，學生可以相互合

作學習，發揮不同的能力，完成任務。

這不但能鼓勵學生運用多元智慧，每個

人都貢獻自己的能力而獲得成就廠。參

與活動時也會因為相互協助，得到成長

培養戚情。而合作學習，也能增加與他

人溝通、討論、協商的能力。譬如說在

海報演示及「寫給校長的一封信」活

動，小組內必須討論決定要用誰的寫作

主題畫海報，或是哪一位同學的想法是

要寫在給校長的信內。這種融合多元智

能，相互協商的活動設計能使寫作課與

真實生活需要的智能緊密結合，這也是

能提升寫作課的學習動機重要的原因之

三、採用比賽方式進行活動，並

由學生進行評量

比賽的形式可以增加刺激，激發學

生的潛能。因為要比賽，學生會更努力

準備。而比賽時由學生評分，學生會因

此更加專注投人，讓平日不主動發表的

學生由被動 (passive) 的狀態，變成主動

(active) 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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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種活動的進行中儘量加入互

動( interact ion )的機制

如在海報演示活動中，學生不只是

聆聽、評分，並且在聽完他人的演示時

要提出問題。這樣，演示的同學便有「

真正」的觀眾，因為這些觀眾會認真聽

講，並提出問題。而演示者也要負責講

解清楚，並針對問題提供回答。在事後

觀看活動的錄影發現，學生在整個活動

過程中都熱烈參與、十分投人，互動的

機制顯然是活動成功的重要因素。

五、老師協助修正學生的語言及

文法

在學生展演前，老師能協助修正劇

本、海報，甚至辯論的語言，對學生非

常有幫助。而修正的過程，對文法能力

中下的學生，尤其重要。以讀者劇場的

劇本而盲，如果有文法語言的錯誤沒有

修改，學生會反覆練習，更增強這個錯

誤，以後要改正就更加困難了。而經過

老師修正後，學生在練習時更有信心。

陸、結請

在臺灣學習英語是以英文為外國語

(EFL) 而非第二語盲 (ESL) 。學生步

出教室使用英文寫作的機會並不多，因

而造成學生學習的動機低落。整合式的

寫作活動設計符合英語使用情境，能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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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習得語言的重點，並令學生使用多元

智能，歐發學生學習的興趣。在設計活

動時如能注意到重要的原則，包括以文

法聯結各種語吉技巧的使用、小組合作

學習及用比賽形式並融人真正的互動等

。整合式活動設計如能善用這些原則，

老師在執行活動時，學生不再只是坐在

自己的座位上課、做練習，而是能離開

自己的座位，參與活潑又刺激的綜合語

言學習的活動。這樣的活動設計一定能

讓學生喜歡並享受英語寫作課，進而愛

上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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