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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實境中的真實體驗對 

華語寫作之影響研究 
 

 

 

摘要 
 

 

 

近年來，利用 3D 虛擬實境，如「第二人生」（Second Life）輔助語言教學

的研究日益興貣。在虛擬實境裡基於網絡的文本和語音即時通訊增強了師生間、

同儕間、學習者與虛擬物體間的互動，並在其中構建生活中可能遇到的真實情境，

為學習者提供大量有意義的互動的機會。在其中，學習者充分調動視覺、聽覺等

多感官，在潛移默化中實現語言習得。此外，由於在「第二人生」可創造完全沉

浸式的語言環境，對於促進海外華語教學意義重大。 

本研究以虛擬實境中的真實體驗對華語寫作之影響研究為主題，以新加坡華

語學習者為對象，採用準實驗研究設計，設立對照組與實驗組，進行為期五週的

實驗。在實驗期間，對照組學生接受傳統的寫作教學，而實驗組在進行寫作前可

利用虛擬實境中搭建的場景在其中進行真實體驗，隨後進行寫作。通過比較兩組

寫作成績及實驗前、後的問卷結果，考察「第二人生」對華語寫作成績、華語寫

作態度和華語學習態度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實驗組學生的作文成績顯著高於

對照組，並在作文的內容、組織、文法、詞彙和文字上的表現均優於對照組，其

中兩組在內容、組織、文法和詞彙上的得分達到顯著。此外，進行了寫作前構思

記錄的實驗組學生遠高於對照組，並且在形式、內容和語言上表現出更強的多樣

化特征。然而，在本研究中，實驗組學生和對照組學生在實驗前後的華語寫作和

學習態度沒有明顯差異，有可能是由於課程設計缺乏任務導向及獎勵機制而造

成。 

此研究作為運用「第二人生」進行華語教學成效性檢驗研究，以期發揮虛擬

實境突破時間、空間限制的優勢，促進海外華語教學的發展。 

 

關鍵字：虛擬實境、第二人生、真實學習、寫作能力、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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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Effects of Authentic Experiences  

in Virtual Environments  

on Mandarin Chinese Writi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 on applying 3D virtual environments, such as Second 

Life, to assist language teaching are increasingly emerging. In a 3D virtual 

environment, the web-based text and real-time voice communication not only enhance 

the interaction of teacher-student, peer-peer and learner-virtual object, but also 

provides a lot of meaningful interaction opportunities by building real situations that 

may be encountered in life. In this way, the learners fully utilize vision, hearing and 

other senses to achieve imperceptible language acquisition. Besides, since Second 

Life can create a fully immersive language environmen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overseas Mandarin Chinese teaching. 

This study, conducted on Mandarin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in Singapore, 

focuses on the effects of authentic experiences in virtual environments on Mandarin 

Chinese writing and it is. A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is applied, in which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take traditional writing lessons while those in the test 

group have authentic experiences in a 3D virtual world before writing. The duration is 

five weeks. By comparing the writing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and the results of 

surveys taken before and after the experiment, this study is expected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Second Life on Mandarin Chinese writing ability and motiv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omposition scores of the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including the scores for content, 

organization, grammar, vocabulary and spelling. Particularly,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cores for content, organization, grammar and vocabulary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addition, the number of the students who utilized 

prewriting brainstorming was far highe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showed more diversity in the form, content and language in the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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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in this study, there is no obvious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motivation questionnaires, which may be caused by the lack of tasks designed in the 

curriculum and lack of an incentive mechanism.  

As a test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Mandarin Chinese teaching by applying 

Second Life, the study is expected to take advantages of 3D virtual environments in 

order to offset time and space constraints, an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Mandarin 

Chinese education. 

 

 

Keywords: virtual environment, Second Life, authentic learning, writing ability, 

at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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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言 
 

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研究背景，陳述情境體驗與真實學習對於

第二語言習得中寫作之重要性及「第二人生」運用於教學的沿革，指出「第

二人生」為提供課堂真實學習創造了可能性；第二節為研究目的與問題；

第三節為本研究的名詞解釋；第四節為本研究之重要性。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在第二語言或外語的學習中，寫作具有重要意義（Warschauer, 2010）。

Swain（1995）指出，「輸出」可以幫助學習者檢核自身目前學習成效，而

「寫作」即為「輸出」的其中一種形式。然而，無論是對學習者還是教育

者而言，寫作均是語言學與教中較為困難的一環（Warschauer, 2010；Lan,

 Sung, Cheng, & Chang, 2015）。 

 

在新加坡的社會背景下，由於新加坡教育部貫徹全面的雙語教育

(bilingual education)以培養學生的語言能力，由此立足於亞洲文化並發展全

面的世界觀，孩童從小學便學習英語和母語（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2)。

據新加坡政府總理辦公室的國家人口暨人才部門發佈的最新人口簡章顯

示，至 2015 年 6 月，學齡兒童（5-14 歲）的人口數為 364,800，其中華族

人口數為 288,200，約佔全部學齡兒童人口的 78.95% (National Population 

and Talent Division, 2015)，由此可見華文教學需求量大。此外，新加坡公

民總數為 3,375,000，其中，華人人口為 2,571,000，約佔總數的 76.15%，

由此可見新加坡人口的主要構成為華人。郭熙（2004）指出新加坡多元民

族，多種語言、文化及宗教決定其獨特的語言環境，在此環境下，新加坡

華語教學為第二語言教學。對於入學兒童而言，在生活中存在大量聽說華

語的機會，是其在未來教育中繼續深化發展華文能力的有利因素（陳之權，

2011）。然而即便如此，在新加坡的現實語言環境中，華文學習者的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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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較為薄弱（陳志銳，潘霖妮，張曦姍，& 陳幹煌，2014；），在傳統

的寫作教學法下存在學習者想象力和創造力不足、寫作內容匱乏、寫作興

趣低下等問題（陳志銳等人，2014；麦曦文，2013）。李吉林（2008）提

出情境式寫作，指出為寫作賦予情境可幫助學習者充實其寫作內容，有助

於學習者抒發觀點與情感，並同時啟發其創造性、形象和邏輯思維，從長

遠的角度而言，亦可為應用性文體寫作打下良好基礎。從更廣泛的角度而

言，在教學中建構情境符合真實學習（authentic learning）之理念。 

 

研究指出，在真實的情境中學習並學有所用往往具有更好的成效

（Henderson, Huang, Grant, & Henderson, 2012）。真實學習在教室和真實世

界中搭建了一座橋梁，並以此提升學習者在真實生活中應用知識解決問題

的 能 力 （ Collins, 1991; Horwood, 1995; Newcomb, McCracken, & 

Warmbrod,1993; Ormrod, 2000）。此外，真實學習為持久學習提供了動力

（Camp, Clarke, & Fallon, 2000; Edelson, Gordin, & Pea, 1999）。其他學者則

指出，真實學習還有利於塑造批判性思維（Ormrod, 2000），創新力和創造

力（Collins, 1991），及良好的工作習慣與責任心（Griffin, 1992; Stewart & 

Birkenholz, 1991）。自 1970年代貣，語言學習亦開始強調真實性（authenticity）

（Gilmore, 2007; Guariento & Morley, 2001）。語言學習中的真實性被認為

可提升學習者的學習態度、動機和語言習得（Gardner & Lambert, 1972; 

Kramsch & Thorne, 2002）。Bacon 與 Finneman （1990）指出真實的輸入

（input）有助於增加學習態度與動機。一些研究者發現在教室中使用真實

材料可提升學習者的聽說能力（Gilmore, 2011; Hymes, 1972; Kramsh & 

Thorne, 2002; Weyers, 1999）。 

 

然而，學習者在學習時往往難以提升其情境意識（context awareness），

無法將課室中學知識遷移至生活中加以實際使用（Lan, 2015）。為增強語

言教室中的真實性，諸如體驗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Cheek, Arrington, 

Carter, & Randell, 1994）, 情境學習（situated learning） （Collins,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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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為導向的學習（problem based learning） （Barrows, 1986）, 和目標

為導向的學習（ goal-based learning） （Schank, Berman, & MacPerson, 1999） 

等教學法被提出。在諸多增強課室真實性的教學法中，Hung 與 Chen 

（2007） 將其分為四類，分別為推斷法（extrapolation approaches）、 共

同演化法（co-evolution approaches）、參與法（participation approaches）和

模擬法（ simulation approaches）。推斷法假設在抽象概念與實際現象中存

在相似性（Jackson, 1986; Resnick, 1987）； 共同演化法鼓勵系統性學習並

強調個人化共同發展的知識是一個必經過程（Davis, Sumara, & Kieren, 

1996）；參與法倡導學習者應被帶到專業的社區和群體當中學習某一技能

（Hung & Nichani, 2002; Lave & Wenger, 1991）；而模擬法與之相反，則強

調應將真實世界帶入課室。其中，3D 虛擬實境通過模擬真實環境和活動，

便是方法之一 （Dede, 1996）。 

 

大型多人線上角色扮演遊戲（massively multiplayer online role-playing 

games, MMORPGs）通過 3D 即時交換技術，創造了更加生動與真實的環

境，從而被引入成為一種教育工具 （Lan, Kan, Hsiao, Yang, & Chang, 2013; 

Peterson, 2010）。MMORPGs 最早可追溯至 1970 年代，其前身為多人歷險

遊戲（multi-user dungeons, MUDs），此类型游戏基於文字敘述，以文本形

式呈現  （Bartle, 2003）。在此基礎上，目標導向的多人歷險類遊戲

（object-oriented multi-user dungeons，MOOs）得到發展。在 MOOs 中，玩

家可設置自己在虛擬世界的性格並擁有一定能力。然而，MOOs 類遊戲通

常無法支持多位玩家共同參與，MMORPGs 多人參與的特點使其在傳統的

角色扮演類遊戲得到突破（Peterson, 2010）。現今，MMORPGs 類遊戲主

要有「第二人生」（Second life, SL）、「魔獸世界」（World of warcraft）、「探

索亚特兰蒂斯」（Quest atlantis）等，這些遊戲仍保留 MUDs 及 MOOs 的基

本特征（Peterson, 2010）。除此以外，MMORPGs 更進一步，利用 3D 多人

實時交互技術，使界面更加生動、逼真（Liou,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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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 為 MMORPGs 之一，在 2003 年由 Linden 實驗室開放用戶註冊成

為遊戲居民，同樣具備 MMORPGs 的眾多特性，並被教育者及研究者作為

教育工具展開研究（Wu, 2012）。在 SL 中玩家可創建自己的化身（avatar），

通過與其他玩家或非玩家角色（non player characters，NPCs）的即時通訊，

共同完成探險或任務。由於需要進行團隊合作並可獲得創造性、探險性體

驗，SL 被教育者嘗詴性地運用於包括建築、商業、護理在內的諸多領域（Y

u, 2009）。近年，關於 SL 輔助語言教學的研究逐漸興貣（如 Grant & Hu

ang, 2010; Lan, Kan, Hsiao, Yang, & Chang, 2013; Lan, 2014, 2015; Li

ang, 2012; Liou, 2012; Peterson, 2010）。Lan 等人（2013）指出，SL 可為

語言學習者創造「真實的」（authentic）沉浸式語言環境，在終生教育和遠

距教學中充當重要角色。此外，由於 SL 的擬真特性，在其中進行活動還

可降低如時間、空間、金錢或其他風險成本（Lan, Kan, Sung, & Chang, 

2016; Peterson, 2010）。從 2006 年，在英國文化協會青少年學習活動中心

（Young Learners Centre of the British Council ）工作的 Graham Stanle

y 於 Yahoo 上創建利用 SL 進行語言學習的討論小組（參見網站：https://li

sts.secondlife.com/pipermail/educators/2006-December/004118.html）開始，

到如今德國歌德學院（参见网站: http://www.goethe.de/ins/cz/pra/kul/duc/bi

b/de5755186.htm）、印第安那州 Ball State University 機構在 SL 上進行授

課（Kuriscak & Luke, 2008），北伊利諾大學的教授利用 SL 培訓未來的語

言教師（Cooke-Plagwitz, 2010），SL 的運用可謂越來越廣泛（劉士娟，20

10）。研究也證實，利用 SL 可促進學習者在詞彙、口語、學習態度等方面

的提升（Lan, Kan, Hsiao, Yang, & Chang, 2013; Lan, Fang, Legault, & 

Li, 2015; Henderson, Huang, Grant, & Henderson, 2012; Grant & Huang,

 2010）。此外，與其他的 MMORPGs 遊戲不同，SL 不存在故事情節或線

索，也並沒有針對玩家設定任務及目標，因此將其轉化為教學工具時更具

可操作性與自由性（Liang, 2012）。 

 

綜上所述，在語言習得的過程中，「寫作」具有重要意義但難以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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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寫作活動中建構情境可從內容和觀點表達等方面為學習者給予幫助。針

對傳統教室中缺乏真實情境這一限制，如 SL 的 3D 虛擬實境提供了解決的

可能性，亦有實證研究證實其有助於學習成效。然而，目前關於 SL 促進

語言學習的相關研究大多集中在口說能力的培養上，少數對於寫作能力的

探究則為英語教學領域或母語寫作教學領域，缺乏對以華語為第二語言的

學習者之寫作影響的探討。因此，本研究在分析將 SL 作為寫作輔助帄台

的理論基礎與可行性的基礎上，期望通過 SL 輔助新加坡華語學習者之華

文寫作，提升其寫作能力，並在未來發揮虛擬實境突破時間、空間限制的

優勢，促進海外華語教學的發展。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如上述所言，研究認為真實性體驗或情境性體驗有助於語言學習，然

而，利用 3D 虛擬實境對於寫作教學探究的文獻較少。本文的研究目的為

探究 3D 虛擬實境，SL，對於以華語為第二語言的學習者華語寫作之影響。

為達上述研究目的，具體提出三個研究問題： 

 

1）在虛擬實境中的真實體驗活動對於華語寫作成績有無影響？ 

2）在虛擬實境中的真實體驗活動對於華語寫作構思有無影響？ 

3）在虛擬實境中的真實體驗活動對於華語寫作態度與華語學習態度

有無影響？ 

 

 

第三節 名詞解釋 
 

虛擬實境。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技術利用 3D 影像創造出仿真

的現實環境(Peterson, 2010)。此環境可依據教育者的課堂需求進行改造

(Jones, Squires, & Hicks, 2008)。在虛擬實境中，學生利用化身完成現實生

活中難以完成的活動。在本研究中，採用的虛擬實境是「第二人生」（Sec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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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帄台。 

 

華語寫作能力。《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框架》對於不同等級的寫作要求

評定各不相同，但考察要素均包含語句是否連貫、內容是否完整、表達是

否豐富。在本研究中，對華語寫作能力的評量結合新加坡《中學華文課程

標準》（新加坡教育部課程規劃與發展司，2011）對於各階層語言能力描

述之初稿與 Lan、Sung、Cheng 與 Chang (2015)的研究，從內容、組織、

詞彙、文法、文字標點五方面進行考察和評判。 

 

華語寫作態度。本研究中，對於華語寫作態度的考察主要在於探究學

習者是否願意用華語表達自己的觀點和看法，是否喜愛華語寫作。學生的

寫作態度以自編問卷評量，問卷編寫參考 Lan、Sung、Cheng 與 Chang (2015)

的研究，分為能力相關、實用度相關、任務相關和情感相關四個向度，學

生在問卷的得分高低顯示其正負態度的強弱。 

 

華語學習態度。Gardner（1985）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建構第二語言

習得理論，其中一個考量點即為「語言學習態度」，其包含兩個方面的因

素，一是對目標語言本身的態度，二為對語言學習環境的態度。在本研究

中，學生對於華語學習的態度以華語學習態度問卷測量，問卷編寫參考 Lan

（2014）的研究，主要包含情感、實用度和教學環境相關三個向度，學生

在問卷的得分高低顯示其正負態度的強弱。 

 

 

第四節 本研究之重要性 
 

正如前文所闡述，寫作教學一直是語言教學中重要但困難的一環，利

用虛擬實境為寫作提供情境的教學法提供了一種新思路，然而目前以華語

為第二語言或外語的教學中卻存在研究空白。在理論方面，本研究可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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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挖掘虛擬實境在語言學習上更為廣泛的應用，尤其是以華語為第二語言

的寫作教學上的應用，為後續的相關研究提供理論基礎。此外，美國新媒

體聯盟（New Media Consortium, NMC）（2016）在《2016 地帄線報告（高

等教育版）》（Horizon Report : 2016 Higher Education Edition，參見

http://www.nmc.org/publication/nmc-horizon-report-2016-higher-education-edi

tion/）中指出，擴增實境與虛擬實境（Augmented and Virtual Reality）將在

未來 2-3 年成為高等教育領域的重要科技手段之一。本研究著眼於虛擬實

境在華語寫作教學中的應用，在實務方面，此研究可為一線華語教師提供

創新的教學方式，改善傳統的寫作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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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為新加坡華文教育，簡述新加坡自建國後華

文教育的沿革及各階段的內容與特點；第二節為理論框架，陳述真實學習

的理論依據及對語言學習的促進作用；第三節圍繞寫作教學，考察當前兩

種寫作教學流派；第四節為「第二人生」的特點及語言學習的相關理論，

分別從學習動機、互動理論和自主學習三個面向構建其對語言學習的支持

作用；第五節為「第二人生」運用於華語教學及寫作教學，闡述在語言教

學，尤其是華語教學中「第二人生」的應用。 

 

 

第一節 新加坡華文教育 
 

由於新加坡特殊的歷史和政治背景，其華語學習環境較為複雜。在英

國政府的殖民期間，英政府並未在新加坡設立華校，而建立了大量以英文

為教學語言的學校，在語言能力上主要培養學生的英文能力。雖然新加坡

於 1965 年完全獨立為自主國家，但其國民由於感受到英文能力對於經濟

發展的重要性，便更加重視英文教學而忽視了對下一代兒童的華語教學，

使得華校在 1987 年正式終結（陳之權，2013）。 

 

為了同時兼顧英文學習與國民自身原本的母語1，新加坡教育部早在

1965 年便提出雙語教育(bilingual education)政策，旨在培養學生的語言能

力以立足於亞洲文化並發展全面的世界觀，要求孩童從小學便學習英語和

母語（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Singapore, 2012）。而據新加坡政府總理辦公

室的國家人口暨人才部門發佈的人口簡章顯示，至 2015 年 6 月，新加坡

學齡兒童（5-14 歲）的人口總數為 364,800，其中為華族的人口數是 288,200，

約佔全部學齡兒童人口的 78.95%，由此可見華文教學需求量大(National 

Population and Talent Division, 2015)。 

                                                 
1新加坡人口組成主要為華族、馬來族與印度族，各自的母語即為華文、馬來文與淡米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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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陳之權（2013）的研究，新加坡的華文教學可以分為五個重要階

段，分別為：1）教育分流體制的建立（1978-1991 年）；2）官方對華文教

學的首次檢討（1992-1998 年）；3）華文教學的政策性調整（1999-2003 年）；

4）華文課程與教學的轉型（2004-2009 年）；5）華文教學新方向的定位（2010

年-至今），以下將分別進行簡要論述。 

 

1979年《吳慶瑞報告書》的提出標誌著新加坡教育分流體制正式建立，

其主要內容為學生在完成小學三年的學習後參加分流考詴，依分數分別進

入「普通雙語源流」、「延長雙語源流」和「延長單語源流」三個源流繼續

下一階段的學習。進入前兩者的學生同時學習英文和母語兩種語言，而最

後一個源流的學生則主要注重一種語文能力即可，另一語言只需達到日常

會話水帄2。在完成小學教育後，學生依照「小學離校考詴」成績分別進入

「特別課程」（前 8%）、「快捷課程」（8%-31%）或「普通課程」（其他升

上中學的學生）三個源流繼續中學教育。「特別課程」的學生同時學習兩

種語言並按照兩種語言均達到第一語言水帄程度而進行課程設計規劃。

「快捷課程」和「普通課程」的學生則以英文為第一語文，母語為第二語

文，區別在於後者完成初中教育的時間更長，修讀的科目更少。此分流體

系的建立對於新加坡華文教育的影響在於，學生以何種方式進行何種語言

的學習取決於「分流考詴」與「小學離校考詴」成績，而這兩種考詴均為

學習成就考詴，並不是單純的語言考詴。因此有可能限制了本身華文水帄

強但學術能力不高的學生繼續深化其華語學習，使其語言能力受限於學術

能力。與此同時，即使是同一源流內的學生也有可能華語能力差異巨大，

但華文課程規劃和設計因源流而異，尤其無法滿足那些語言能力與學術能

力不一致的學習者，未能從語言能力的層面上做到因材施教。 

 

                                                 
2
 自 1980 年實施後經過調整，目前分流考詴在完成小學四年後舉行、取消了小學單語源流而讓

母語水帄不同的學生修讀相應難度的課程等（陳之權，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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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92 年，新加坡政府對華文教學進行了首次官方檢討，提出《王

鼎昌報告書》。依照此報告書，可修讀「高級華文」（即預期華文水帄達到

第一語文能力）課程的學生名額從「小學離校考詴」中前 8%放寬到 20%。

由此，開設高級華文課程的學校增多，但忽視了國民的整體語言水帄提升。

此外，重新修訂了華文教材，主題內容涵蓋人文、科技，自然、生活，跨

文化題材與中華文化，更為豐富廣泛。 

 

進入 90 年代，國民主要家庭用語發生改變（謝澤文，2003）。根據謝

澤文（2003）的考察指出，從 1988 年到 1999 年，小學一年級新生中家庭

用語為英文的家庭增加了一倍以上。由此造成對於當時的入學孩童而言華

文課程難度偏高的問題，因此於 1999 年調整了華文教學政策，最主要的

影響在於刪除了原先較為深奧的課文，並開設多層次華文課程，使處於每

個華文水帄的學生都有與其相適應的課程。陳之權（2013）指出這樣的改

革理念更有利於「因材施教」。 

 

到 2004 年，新加坡政府提出《華文課程與教學法檢討委員會國會白

皮書》。此白皮書強調重視學習者語言能力的個體差異性，「因材施教」的

特征變得更為明顯。每位學生可依自己的實際能力選擇教材中不同的「能

力單元」，並提出了「能力分等」的概念。 

 

依照陳之權（2013），目前新加坡華文教育已進入第五個階段，此階

段由 2010 年《樂活善用——母語檢討委員會報告書》（以下簡稱為《樂活

善用》）的提出開始。報告書中首次強調了真實性在語言學習中的重要性，

指出無論語言環境如何，真實的生活情境對於幫助學習者「學以致用」是

十分重要的。此外，此階段進一步正視學習者個體間的母語差異，因材施

教。母語基礎薄弱的學生的首要目標為口語能力，而有一定基礎的學生的

則應加強其寫作能力。不僅如此，報告書亦指出母語教學中應該加入資訊

科技的使用。依照委員會 2010 年問卷考察的結果顯示，所有修讀三種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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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課程的學生均善於使用資訊科技，且對利用科技輔助學習母語表現出極

大的興趣，由此可利用資訊科技技術提升學習者母語能力，增強學習興趣。

而在《樂活善用》中，評價以資訊科技來加強母語口語技能與寫作技能的

有效性已被列為未來的研究計劃之一。 

 

本研究因應該階段的華語教學政策，利用虛擬實境這一科技手段為學

習者營造一個擬真環境，為傳統課堂教學注入真實性。此外，本研究的參

與者為「特別課程」源流之學生，修讀的華文教材為「高級華文」，具備

扎實的華語基礎，其主要目標在於提高書面語表達能力。因此，本研究聚

焦於此，利用 SL 的輔助，以期提升學習者的華文寫作能力。 

 

 

第二節 真實學習 
 

自從 1970 年代貣，行為主義理論受到了認知主義理論的挑戰，語言教

學中的焦點也語法能力轉移到了交際能力(Joy, 2011)。由此，真實學習

(authentic learning)開始受到教育者的廣泛關注。 

 

真實學習的理論根基源於建構主義(Driscoll, 1994; Savery & Duffy, 

2001)。建構主義的核心觀點之一即為「理解存在於我們和周圍世界的互動

中」(Savery & Duffy, 2001)。此觀點認為，對於知識或技術的深刻理解並

不是來源於課本中，而是來源於我們和整個環境的互動中。Driscoll (1994) 

列舉了建構主義的五個理念並指出這些假說為真實性學習的根基。概括而

言，學習產生自一個複雜和充滿挑戰的環境且需要真實的任務。此外，學

生通過社會交際和分享責任來學習。而且，知識是建構的且課堂是以學生

為中心的。Dewey (1938)指出，教育應是情境化的且可運用於真實環境。

這一概念也被稱作「體驗式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Darling, 1994; 

Griffin, 1992)。Collins (1988:2) 提倡「情境式學習」（situated learning），指

出需在情境中學習，而這種情境要能反映出知識在真實生活中的運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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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用語何為，這一概念具有一定的共通性。Maina（2004）指出真實學習

的三個特點：模擬現實環境任務、在有意義的情境中的學習、以學生為中

心。Callison 與 Lamb （2004）亦討論了真實學習的七個因素，包括以學

生為中心，團隊合作，對於過程、成果和表現的真實評估。Rule（2006）

提出了真實學習的四項要素。首先，需要包含有真實現實有關的問題；其

次，通過問題和思考策略學習；再者，發生在學習群體之間；最後，學生

應是能夠掌控這一過程的。 

 

真實學習被認為在語言學習中佔有重要地位(Kramsh & Thorne, 2002; 

Hymes, 1972)。Arnold (1991: 237)指出，「教室對於真實世界模仿得越像，

排演就會越真實，學習和轉化就會越好」（―the more authentically the 

classroom mirrors the real world, the more real the rehearsal will be and the 

better the learning and transfer will be.‖ ）。研究者認為，真實的體驗可以連

接學生和真實世界 (Brosnan, Brown, & Hood, 1984)。真實性不僅為學習者

提供了練習語言的機會，還提供了一種情境意識(Bacon & Finnemann 1990)。

MacDonald、Badger 與 Dasli (2006) 指出，不真實的學習可能會造成語言、

表現、理解和溝通能力的匱乏。 

 

此外，真實的學習體驗被視為語言學習的動力(Cross, 1984; Little et al, 

1989; Peacock, 1997)。首先，從情感參與理論（emotional engagement theory）

而言，學習者參與感越深，越有可能進行學習。換言之，一個真實的環境

可以增強學習者的學習慾望(Rochelle, Durning, Pangaro, Artino, Vleuten & 

Schuwirth, 2011)。第二，真實性往往可以滿足並提供給學習者特定的學習

需求(Mishan, 2005)。最後，尤其是對於工具型動機的學習者而言，真實的

環境提供給他們一個直接與目標語母語者和目標語社會互動的機會，因此

使學習變得更有趣(Dörnyei, 1990)。 

 

另外，語言學習中的真實性為學習者展現了一個目標語社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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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rum 與 Glisan (1994) 闡明在語言學習中使用真實材料是呈現真實語言

和文化的有效手段。這些材料反映了目標語社會的每日真實生活及其社會

價值觀。真實材料表現了目標語社會的人群是如何生活、思考和行動的

(Hwang, 2007)。 

 

而在寫作中，情境式寫作可豐富學習者寫作內容、引貣情感抒發、激

發表達慾望、啟發創造性思維、提升形象思維和邏輯思維能力，為應用性

文體寫作打下良好基礎（李吉林，2008）。李吉林（2008）進一步指出了

情境式寫作的建構原則，分別為：「以培養興趣為前提，誘發主動性；以

指導觀察為基礎，強化感受性；以發展思維為核心，著眼創造性；以激貣

情感為動因，滲透教育性；以訓練語言為手段，貫穿實踐性」。 然而，在

傳統的課堂教學中，較少的研究集中在為寫作活動提供真實體驗，如何為

寫作活動提供真實的體驗這一現實問題需要被解決。 

 

綜上所述，真實學習具有其理論依據及重要性。概括而言，「情境」為

真實學習的其中一個因素(Ellis, 2003; Long, 1985)，研究者強調學習者在真

實環境中的體驗(Knobloch, 2003) ，且該環境應以學生為中心，只有通過

學習者本身的參與才能實現(Widdowson, 1979; Guariento & Morley, 2001)。

然而關於為寫作活動提供真實體驗的研究較少，而這則是本研究的著眼點。

本研究旨在利用虛擬實境的模擬環境，豐富學習者寫作內容，提升學習者

寫作意慾。 

 

 

第三節 寫作教學 

 

在語言學習中，寫作做為一種語言輸出（output），具有重要意義

（Swain，1995）。依照Swain（1995）所言，「輸出」對於語言學習的主要

作用有二，第一可以幫助學習者確認自己想要表達的內容與現階段能夠表

達的內容之間的差距；第二可以幫助學習者確認自己的表達與正確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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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差距。新加坡教育部為照顧學生語言能力的差異性，各語言技能在

不同課程中比例的安排各有側重。修讀「高級華文」的中學生（即本研究

的受詴者）在聽、讀和寫的課時比例安排分別為25%、30%和45%（新加

坡教育部課程規劃與發展司，2011），寫作比重最大，寫作教學對於高階

學習者而言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然而，無論是對於學習者還是教育者而言，寫作均是語言學與教中

較為困難的一環（Warschauer, 2010；Lan, Sung, Cheng, & Chang, 2015）。

目前，寫作教學主要分為成品導向式教學法（product-oriented approach）

與過程導向式教學法（process-oriented approach）（Kroll, 2001; Gower, 

Phillips, & Walters, 1995）。前者強調寫作與語言知識間的關係，注重組織、

文法和形式的重要性（Pincas, 1982）。蔡蘭珍（2001）指出此教學法基於

行為主義理論，在實施的過程中強調學習者由反復操練語法開始，完成後

教師再給予回饋，對學習者形成刺激，由此提升學習者寫作能力。然而有

研究指出了成品導向式教學法的缺陷。首先，即便教師對學習者的寫作成

品提出回饋與修正，對於學習者下次習作的成績提高並不會產生明顯作用

（陳玫，2005）。此外，由於教師在給予回饋的過程中大多偏向糾正性回

饋，有可能打擊學習者自信心，消減其寫作興趣（Cohen, 1987；Ferris, 1995；

Hedgcock & Lefkowitz, 1994）。與此相對，過程導向式將寫作視為涵蓋了心

理認知、思維創作和社會互動的複雜過程（陳玫，2005），強調溝通與情

境，由此，可通過寫作活動提升學習者認知能力、書面語表達能力與互動

能力（Flower & Hayes, 1981）。在以過程導向式的寫作教學中，教師並不

會指定作文題目，而由學習者進行自我探索，寫作的主要目的在於了解寫

作者自身的想法與情感。Tribble（1996）將寫作過程分為四個階段：寫作

前準備階段（pre-writing）、初稿寫作階段(drafting)、修改階段(revising)及

定稿階段(editing/proof-reading)。在寫作前階段，學習者需要設立其寫作目

標，進行頭腦激蕩並組織觀點與文章結構(Flower & Hayes, 1981)，Lan等人

 



 

16 

 

（2015）的研究指出，缺乏寫作前構思很有可能會產出低質量的寫作成品。

由此可見以過程導向式的寫作教學對寫作前構思較為重視，對於提升學習

者寫作能力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綜上所述，成品導向式教學法與過程導向式教學法各有其優缺點。

在實際教學的過程中，前者更符合實際的教學現場，並強調語言形式的正

確性和邏輯組織完整性，與語言能力水帄測詴的需要更加一致；後者則將

寫作視為一個完整的心智參與的過程，並突出構思對於寫作的幫助。因此，

本研究結合上述兩種方式，倡導學習者在寫作活動中進行構思，但亦仍然

重視作文成品，從語言能力和表達能力層面出發，制定寫作評量表（評量

表之詳細內容將在「研究工具」一節中進行闡述）。 

 

 

第四節 「第二人生」的特點及語言學習理論 
 

有關第二語言習得的相關理論，不同的研究者所關注的面向不同，研

究範圍包括母語和目標語間的差距、學習環境、學習者差異等。雖然著眼

點和側重有所不同，但在一些問題上，學者們基本達成共識。如在學習外

語或第二語言時，需要一定量的「輸入」和「輸出」；需要重視有意義的

溝通；需要學習興趣與動機。Peterson（2010）分析了 MMORPGs 的特性，

並據此提出運用於語言教學時可能存在的優勢，具體如表 1。 

 

表 1中所提到的MMORPGs的三個基本特性為基於網絡的文本和語音

即時通訊、具有挑戰性的主題及目標導向的交流和使用個人化身，通過這

三點，學習者可沉浸在目標語環境中，並由此獲得社會互動（包括目標語

的有意義溝通及目標語社會文化知識習得），綜合提升學習者語言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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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運用 MMORPGs 於語言教學的可能優勢(引自 Peterson, 2010） 

特性 可能優勢  

基於網絡的文本

和語音即時通訊 

可與包括母語者在內的眾多玩家進行交流 

可提供即時反饋 

學習者可沉浸于目標語 

文本對話可支持學習者監控作用（monitor） 

 可提供大量機會使目標語在真實有趣的會話情境下被使用 

 全面培養學習者四項基本技能 

 可為學習者提供機會合作、協商並發展會話能力 

 以學習者為中心的交流可鼓勵積極參與 

 可增長學習者異文化知識 

 

具有挑戰性的主

題及目標導向的

交流  

 

 

 可提高動機 

 可富有樂趣 

 可情境學習 

 可形成社群 

 可發展合作型人際關係 

 

個人化身                       可增強沉浸 

 可進行角色扮演並從事高風險活動 

 可降低抑制作用與社會背景線索（social context cues） 

 

 

Henderson 等人（2012）指出 SL 對于語言學習的鷹架支持藉由降低情

意過濾、持久性的環境及記錄、提升學習者自主性、重視多管道輸入、補

充文化知識、增強情境中的互動和完善呈現肢體語言功能等方面實現。Lan

等人（2013）則強調 SL 環境的擬真性及沉浸性，為語言教學降低風險和

成本。綜上所述，Lan（2015）從社會文化理論的角度解析二語習得，SL

的特性及其對語言學習支持之間的關係如圖 1 所示。如圖 1 所示，最外層

為 SL 的三大特性，分別為真實、互動和自主，其對語言學習的支持即為

語言沉浸、社會互動和學習自主。以下將分別從提升動機、社會互動和自

主學習三方面闡述其語言習得的相關理論。 

 

 

 

 

 

 

 



 

18 

 

圖 1. SL 的特性及其對語言學習的支持 

（整理自 Lan，2015) 

 

一、學習動機相關理論 
 

動機被視為語言學習中個人差異的因素之一，在語言學習中貣重要作

用（Brown, 2007; Dörnyei, 1990, 1998; Gardner, 1985 等）。Klein（1986）甚

至指出，缺乏學習動機會造成學習者不完整的二語習得或「化石化」現象。

因此在語言習得中，對動機的考量必不可少。Brown（2007）將動機解釋

為「對內在或外在獎勵的期待；對追求目標所做的選擇及達成目標的努力」。

此外，動機還可闡述為「個人開始行動並持續行動的原因」（Dörnyei, 1990, 

1998; Gardner, 2000; Lan et al., 2015）。 

 

從建構學派的觀點來看，動機植根於社會環境，來自外部的動機與來

自內部的動機同等重要，此外，即便是由個人產生的來自內部的動機也無

法脫離其外部的社會屬性（Brown, 2007; Williams & Burden, 1997）。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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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語言學習中，由於語言往往代表一種社會文化，在學習某一門語言的過

程中，動機的社會屬性不可忽視（Gardner, 1985; Dörnyei, 1998）。Klein（1986）

亦提出語言學習動機的其中一個方面為「社會整合」（social integration），

指出如無法將目標語文化融合在自身原本的性格特征時，將阻礙語言習得。

在諸如 SL 等虛擬實境中，研究者證實使用化身（avatar）確有社會層面的

幫助（Evans, Mulvihill & Brooks, 2008；Wehner, Gump, & Downey, 2011）。

正如 Peterson（2010）所言，虛擬實境中的化身可完成在現實生活中無法

完成的事情，或降低完成此事需要花費的成本。正是由於此特點，在虛擬

實境中利用化身替代增強了沉浸，而這種沉浸不僅包括目標語的沉浸，還

包括了目標語社會文化的沉浸（Henderson et al., 2012）。總而言之，使用

化身對於從社會層面提升語言學習動機具有極大優勢。使用化身提升動機

的另一原因在於學習者通過對化身的操控，可增強學習自主性，貫徹以學

生為中心的學習教學理念（Benson, 2001; Henderson et al., 2012; Thorne, 

2008 等，詳細闡述見 2.3.3），由此提升學習者學習興趣（Holec, 1981; 

Wenden, 2002）。 

 

綜上所述，本節從建構學派的觀點出發，側重於語言學習中的社會屬

性，論述了 SL 通過使用化身並對此進行操控而提升學習動機。此外，SL

擬真的場景設計為學習者提供真實有趣的體驗，由此亦可提升其華語學態

度（Lan, 2014）。本研究藉由 SL 輔助華語寫作，應能提升學習者興趣。 

 

 

二、社會互動理論 
 

Vygotsky(1978)提出社會文化理論(socialculture theroy)，指出人類諸如

邏輯性記憶、抽象思考等較高層次的心理機能發展是社會互動和社會經驗

的結果，是因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而發展的。不僅如此，觀察、模仿等互動

方式可刺激學習者的潛在發展區域(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使

學習者能力得到提升。這種社會互動在語言學習中更加重要，Long(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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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提出「互動假說」(interaction hypothesis)，指出當學習者使用目標語進

行真實、有意義的溝通時，由於雙方需要進行協商、確認，調整自我語言

產出(output)，增加對方可理解輸入(i+1 input)，從而促進語言習得。但在

傳統的語言學習活動中，研究者發現即使採用溝通式教學法，仍存在學生

缺乏創意、自主性或文化體驗等問題（Celce-Murcia & McIntosh, 1991）。 

 

Vygotsky 的社會文化理論對電腦輔助溝通（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合作式學習、虛擬世界中的語言學習意義重大

（Sadler, 2012）。SL 等虛擬實境類遊戲尤其為遠距教學中加入了社會層面

的因素（Wehner, Gump, & Downey, 2011）。其中的一個優勢為，學習者在

創造化身的過程中注重將自我的性格特征融入其中，並透過此化身參與到

社會互動之中（Oliver & Carr, 2009）。而在傳統語言教室中，尤其是非目

標語教學環境下，由於並未完全沉浸在適當的語言環境文化中，學習者並

無上述意識，因此也不會重新評估個人角色在該社會文化中的價值

（Wehner et al.,2011）。此外，由於虛擬世界中存在豐富的社會互動，為合

作活動創造了大量機會（Molka-Danielsen, Richaedson, Deutschmann, & 

Carter, 2007; Yilmaz, Topu, Goktas, & Coban, 2013）。Sadler（2012）指出在

SL 中存在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化身與虛擬環境這三種互動。Lan 等

人（2013）的研究則表明了在 SL 中，存在化身之間（inter-avatar）、化身

與虛擬環境（avatar-context）、化身透過虛擬環境後又作用於化身本身

（avatar-context-avatar）這三種互動。並且，Lan（2014）進一步發現在 SL

中進行的語言學習課堂上，學習者的有效產出多於傳統課堂。此外，不同

於在傳統教室學習，在虛擬世界中的社會活動參與，如成立社團、探索新

奇世界、商貿交易等，亦可突破地理位置的限制（Yilmaz, Topu, Goktas, & 

Coban, 2013）。總而言之，學習，尤其是語言學習中的社會因素不可忽視。

學生者發揮 SL 的社會參與特性並使用化身，藉由在 SL 中各種形式的、擬

真的社會互動（Lan et al., 2013），可達到真實的、有意義的語言溝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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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實現語言習得。 

 

 

三、學習自主性理論 
 

「自主性」（autonomy）的概念最早由 Holec（1981）提出，並將其闡

述為「學生對自己所學知識負責」。Brown（2007）將「自主性」解釋為「個

人的努力及行動，由此學習者能開始學習語言、解決問題、與策略地行動，

並且開始語言輸出」。由於近年來尤其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語言教學，

「自主性」的概念愈發重要，培養學習者的自主性成為全社會達成終身學

習目標的必需手段（Wenden, 2002）。雖然有學者指出發展學生的學習自主

性需要一定的文化背景條件，認為此教學法來自於歐洲及北美的個人主義

傳統，其推廣效度值得懷疑（Sonaiya, 2002）。但另一方面，Ho 與 Crokall

（1995）嘗詴找到適當的方法，打破中華文化（如好面子）在發展學生學

習英語上的自主性的束縛。Spratt、Humphreys 及 Chan（2002）的研究亦

發現通過激勵等促進學習動機的手段，香港學生在英文學習中的自主性也

可以得到提升。 

 

Benson（2001）指出發展學習者自主性能力的其中兩個個方法是以資

源為導向（resource-based approaches）和以科技為導向（technology-based 

approaches），兩者分別強調通過學習資料及教育資訊技術發展自主性互動。

其中，遠距教學和其他電腦輔助語言學習（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CALL）對於發展自主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Kenning, 1996）。 

 

在 SL 中的教學環境與材料並不會自行消失，為言談互動等活動留下

記錄，因此可提供給學習者在教室之外作為參考（Bell, 2008），為學習者

反思在課堂上的表現提供依據，這與發展自主性的其中一個要求，設立自

我評價體系的內涵相一致（Benson, 2001）。也有研究表明，保留下來的發

言對於對於提升語言學習有重要意義，並且對於學習者而言是進行自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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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反饋的關鍵（Thorne, 2008）。 

 

此外，由於在 SL 中學習者需要操控自己的化身探索並且進行互動，

可支持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Henderson et al., 2012）。這種探索性的、以

學生為主導的環境有助於發展學習自主性，進而提升學習者的語言及語言

學知識及自我省思（Schwienhorst, 2002）。Collentine（2011）亦確認了虛

擬環境中學習者的自主性與學習者產出的正確率和複雜度有積極正相

關。 

 

對於新加坡的華文學習者而言，新加坡教育部在《中學華文課程標準》

（新加坡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司，2011）中提出中學華文課程應重視培

养學習者積極、自主的學習精神，無論學生的母語水準如何，皆應提升其

自主學習的能力，使之能主動進行探究性的學習。 

 

以上闡述了學習自主性的重要性其通過科技手段提高學習自主性的

可能途徑，並列舉了 SL 等虛擬實境提升自主性的理論依據。然而，目前

對於學習自主性的探討多集中於英語學習，華語學習方面則較為欠缺。如

能通過 SL 提升華語學習者的自主性，對於海外華語教育和華語學習者的

終生學習具有深遠意義。 

 

 

第五節 「第二人生」運用於華語教學 

及寫作教學 
 

Yu（2009）的文獻綜述考察了 MMORPGs 對教學的啟發與其可能性，

指出 MMORPGs 為培養學生的學習能力、思考力和創造力提供帄台，而上

述幾點則應是 21世紀應具備的基本技能。一些實證研究探討了 MMORPGs

在語言學習中的作用。Suh、Kim 與 Kim(2010)發現利用 MMORPGs 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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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學英語課堂的學生在聽力、閱讀和寫作方面的成績均優於傳統英語課

堂的學生。Palmer（2010）通過民族誌學的參與觀察法，以母語為英語且

目標語為西班牙語的玩家為對象，分析其在「魔獸世界」中的西班牙語中

介語的發展，從語用學的視角探索「魔獸世界」對西班牙語學習的幫助。

Peterson(2011)指出在日本的英語學習者通過遊戲可沉浸在社會語境中，並

減少焦慮情緒、獲得愉悅情緒，促進詞彙學習。然而，學習效果受系統管

理、對科技的熟悉度及語言水帄影響。Kim、 Kimb、 Shimc、 Imc 與 Shond

（2013）以韓國高中生為對象，通過歷時兩個月的實驗對比研究，發現用

Dungeon & Fighter 輔助英文口語與寫作課堂的實驗組最終成績優於對照

組。 

 

近年來，將 SL 運用於語言教學的討論逐漸興貣(如 Lan et al., 2013; 

Grant & Huang, 2010等)。從在網站上創立關於SL進行語言學習的討論區，

到在 SL 進行實際語言教學，甚至利用 SL 進行語言教師的師資培育，SL

的運用越來越成熟與廣泛（劉士娟，2010）。 

 

早期，對於 SL 在語言教學上的研究多聚焦於以英語為目標語的學習

上。Wu（2012）的研究面向中國大陸玩家，研究分析由中國玩家創建的關

於 SL 的論壇（BBS）中的主題內容，並在 SL 中隨機採訪了 6 位中國大陸

的玩家。Wu（2012）發現，玩家在 BBS 的「學習英語」這一板塊中探討

一些英文口語縮寫，如 BRB=BE RIGHT BACK 等，補充課堂外知識。在

受访的 6 位玩家中，則有 4 位抱有學習英語的目的加入遊戲。此外，英語

水帄較高者更傾向與英語母語者交流並使用語音通話，而水帄較低者則會

盡量選擇文本溝通。 

 

Liang（2012）的研究中，11 位 19-22 歲的英語學習者依照華語電影「風

雲」中的角色設定，設計了難題解決(puzzle solving)、詞彙競爭(verbal 

dueling）、詵歌朗誦（poem recitation）等六項語言遊戲(language play)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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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通過分析參與者在 SL 中的互動記錄及對話內容，探討利用 SL 進行語

言遊戲對語言形式、語義和語用的習得幫助。 

 

Liou（2012）利用一整個學期的時間，在 25 名學習英語的台灣大學生

的課堂上，針對 SL 設計了導入、合作寫作及同儕評價、在遊戲中自由瀏

覽及與其它玩家用戶交談等四項任務活動，並在學期結束後要求學生填寫

問卷。通過課堂上任務活動的數據及事後問卷反饋，證明 SL 確實能促進

合作學習及語言習得。然而，Liou（2012）同時指出，若想利用 SL 輔助

語言教學，除了網絡等硬件配備外，還需要教師必要的指導及適當的活動

任務設計。 

 

Lan（2015）從「情境化」英語教學的概念出發，針對台北一小學的

學生利用學校內「英語村」過程中存在的受時空所限、缺乏預習或複習機

會、難以提供彈性化課程等不足之處，在 SL 中相應地建立機場、夜市、

捷運站等場景。研究發現 SL 可為學習者提供不限時空的學習機會及似遊

戲情景的英語學習環境，並可提升英語為外語的學習表現。 

 

將 SL 運用於華語教學則以籃玉如的研究為主。Lan 等人（2013）在

SL 作為遠距教學工具的詴探性研究中發現雖然學習者態度積極，教師亦詴

圖以學習者為中心，但結果仍以教師主導為主。因此，在第二階段的研究

中建立 CUE（cognition-usage-expansion）的上課模式，四名華語初學者經

過九週三單元的學習過後，作業正確率和說長句的能力得到提升。 

 

Lan（2014）的研究進一步發現，對比傳統教室和 SL 環境下的言談互

動，SL 中學習者的有效輸出更多。此外，經由 9 周的 SL 的教學過後，學

生的口說能力及學習態度皆有所提升。 

 

Lan 等人（2016）以 30 名華語初學者為對象，隨機分派兩組進行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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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活動（information gap）和原因差距活動（reasoning gap）兩種任務，

探究在 SL 中不同的活動形態對學習者的動機和口語的正確率有何影響。

研究發現，兩組任務活動皆可提高口語正確率和學習動機，但原因差距活

動（ reasoning gap）在口語正確率進步幅度更好，而訊息差距活動

（information gap）在情意面向的提高幅度更好。 

 

將 3D 虛擬實景運用於寫作教學的研究較少（Warren, Dondlinger, & 

Barab, 2008; Xu, Park, & Baek, 2011）。Warren 等人（2008）基於問題導向

學習法（problem based learning，PBL），利用名為 Anytown 的 3D 虛擬實

景輔助美國小學生英文，即第一語文寫作。在 Warren 等人（2008）的研究

中，實驗組的學習者被要求扮演新手記者，通過在 Anytown 中調查一系列

事件以完成結構殘缺的句子。這些事件包括大樓著火，城市河流中發出奇

怪的燈光等。研究發現，相較於傳統教室教學的對照組，教師在實驗組中

花費在回答流程和指引性問題上的時間顯著減少。此外，完成非強制性要

求的寫作任務的實驗組學生更多，且寫作得分更高。 

 

還有研究者將虛擬實景與說故事相結合（如 Mayo, 2004; Xu et al., 

2011）。Mayo（2004）設計了一個名為 Story world Builder 的虛擬環境，旨

在提升學習者寫作能力。學習者在虛擬環境中扮演故事中的角色並且利用

系統保存的逐字稿進行故事編寫。在另一研究中，Xu 等人（2011）設立實

驗組和對照組，實驗組在 SL 中創造數位故事，而對照組則在線下進行。

利用 t-test 分析發現，實驗組學生寫作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和心流（flow）

得分顯著高於對照組。 

 

然而縱觀上述 SL 提升寫作能力的研究，研究者的探討範圍僅在第一

語文的能力上，缺乏對外語學習或者第二語言學習的關注。因此，本研究

結合外語學習和第二語言學習的特點，基於真實學習的理論，考察在 SL

中的情境體驗是否對新加坡中學生的華語寫作有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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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此章將闡明本研究的主要內容，包括實驗參與者、研究設計、實驗工

具和流程，以及數據的收集與分析方法。 

 

 

第一節 實驗參與者 
 

本研究的參與者為新加坡某一中學初中二年級的華文學習者，共兩班，

兩班皆為「特別源流」之學生，修讀「高級華文」，華文基礎較好。如表 2

所示，實驗組男生8人，女生18人，共26人，帄均年齡為13.27 歲（SD=.06），

其中華族 25 人，非華族 1 人。對照組男生 12 人， 女生 22 人，共 34 人，

帄均年齡為 13.56 歲（SD=.70），全部為華族。此外，兩班的任課教師為同

一人。 

表 2. 實驗參與者 

 實驗組（N=26） 對照組（N=34） 

帄均年齡(標準差) 13.27（.60） 13.56（.70） 

性別 男=8；女=18 男=12；女=22 

種族   

華族 25 34 

非華族 1（印度族） 0 

 

 

 

第二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旨在探究虛擬環境 SL 中的真實體驗活動對於寫作成績、寫作

構思、華語寫作及學習態度的影響。為達上述目的，本研究採用準實驗設

計，將兩個班級隨機分派到對照組與實驗組，各自的教學處理如表 3。自

變項為在寫作前的構思階段是否提供 SL 實境體驗的差別，對照組在該階

段不提供 SL 場景，僅提供寫作圖片；實驗組在該階段提供 SL 場景，可進

入相應場景體驗。依變項有四，分別為華語寫作成績、寫作構思內容、華

文寫作態度及學習態度問卷填答結果及對兩班的課堂觀察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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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實驗設計 

組別 教學處理 

對照組 進行傳統的寫作教學活動，對於課本給予的寫作主題進行寫作。寫

作構思階段和實際寫作階段僅參考圖片。 

實驗組 進行傳統的寫作教學活動，對於課本給予的寫作主題進行寫作。寫

作構思階段進入 SL，實際寫作階段參考圖片。 

 

為避免由於單次實驗而造成的隨機性誤差影響實驗結果之推論，設計

三次相互獨立的寫作活動。如表 4 所示，其主題皆來源於課本內容，分別

為「描述場景」、「比較」及「遊覽」，具體的寫作內容分別為「描述房間」、

「比較中餐廳和西餐廳」、「遊覽動物樂園」。實驗安排如表 5 所示，在第

一週和最後一週進行問卷調查，並且在第一週對實驗班進行 SL 基本操作

說明。在此環節使用到的 SL 場景與本實驗的寫作主題場景無關，說明的

內容僅為 SL 的基本操作方式，如登入、登出、換裝、走動。 

表 4. 寫作主題與內容 

寫作主題 寫作內容 

描述場景 房間 

比較 中餐廳和西餐廳 

遊覽 動物樂園 

 

表 5. 實驗安排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安排 問卷調查； 

實驗組進行

SL 操作說明 

描述房間 比較中餐廳

與西餐廳 

遊 覽 動 物

樂園 

問卷調查 

 

此外，為減少實驗誤差，控制的變項為教學者與實驗時間。兩組由同

一教師進行指導和說明，兩組指導語一致；兩班進行寫作教學、寫作構思

和實際的寫作時間一樣。 

 

 

第三節 實驗工具 
 

本研究所用實驗工具包括相關 SL 場景與寫作圖片、課程設計、華語

寫作評量表、寫作構思分析表、華語寫作態度問卷、華語學習態度問卷及

 



 

29 

 

課堂觀察表，以下將分別闡明。 

 

 

一、相關 SL 場景與寫作圖片 
 

針對本研究的寫作主題，師大飯店、中餐廳和西餐廳以及動物樂園的

場景將會被使用。場景中亦分別呈現了與寫作主題相關的參考詞彙與句型。

場景截圖如下。 

圖 2. NTNU TELL Lab 所搭建「師大島」之飯店房間 

圖 3. NTNU TELL Lab 所搭建「師大島」之中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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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 NTNU TELL Lab 所搭建「師大島」之西餐廳 
 

  圖 5. NTNU TELL Lab 所搭建「師大島」之動物樂園 

 

此外，寫作用圖則為場景的截圖，以彩色形式呈現，亦提供與場景一

致的參考詞彙與句型，詳情參見附錄 1。 

 

 

二、課程設計 
 

本研究以真實性學習為理論基礎，圍繞真實性學習設計課程，使用真

實語言和真實情境。Morrow (1977:13) 指出「真實語言是由真實的說話者

為真實聽眾產出的具有真實意義的一段話」。（―An  authentic text i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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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tch of real language, produced by a real speaker or writer for a real 

audience and design to convey a real message of some sort.‖） Porter 與 

Roberts（1981）、Little 等人（1989）指出「真實語言」應由母語者產出。

在課堂教學實施中，教學者為中文母語者，使用的為真實語言。此外，正

如前文所述「情境式學習」之重要性，因此為更貼近現實生活中的情境，

教師在正式教學前先引入主題，將課程內容與真實生活相連接，如在「瀏

覽動物樂園」的主題中請同學回想以前參觀動物園的經歷等。以下將依照

各課堂流程進行詳細說明。 

 

在所有的三次寫作活動中，課程流程均按照「引入主題」、「寫作教學」、

「寫作前準備」、「構思記錄」、「學生寫作」、「寫作完成」的過程進行，實

驗組與對照組的主要差別在於「寫作前準備」、與「構思記錄」。在「引入

主題」的部分，教師首先設立一個真實的生活情境，將學生帶入本課主題，

由此連接課文內容與實際生活；在「寫作教學」中，依照課本的內容及教

學要求，為學習者講解該主題的寫作要點；在「寫作前準備」階段，教師

對課程內容進行總結，在對照班分發寫作圖片，在實驗班中則帶領學習者

去電腦教室，進入 SL 相應場景；在「構思記錄」階段，對照組學生和實

驗組學生分別依照寫作圖片或 SL 場景（研究者已事先將登入畫面設置為

當課場景），用紙筆進行構思記錄；在「學生寫作」階段，實驗組學生退

出 SL 場景，與對照組學生一樣進行紙本寫作，並且與對照組學生同樣參

考一樣的寫作用圖；最後，在「完成寫作」後，教師收回兩組學生的寫作

成品與構思記錄。 

 

以第一次活動為例進行說明，第一次寫作主題為「描述房間」，在「引

入主題」的部分，教師設置情境，向同學提問，「你的朋友沒有去過你家，

如果你要向你的朋友描述你的房間，你要怎麼說？」隨後，依據課本要求

講解寫作要點，強調在描述圖片時以「總體概括——描述細節——發表看

法」的結構進行，在「描述細節」時需要按照一定的順序，如遠近、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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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接下來，教師講解寫作任務，要求學習者描述寫作圖片上的房間，

房間的圖片來自於 SL 場景截圖，從四個視角拍下房間（寫作圖片參見附

錄 1）。在對照班，教師直接發下寫作圖片，提示學習者先用 15 分鐘觀察

圖片和規劃寫作；在實驗班則帶領學生到電腦教室，學生登入 SL 直接進

入房間場景（如圖 2），同樣使用 15 分鐘在紙本上做記錄構思。15 分鐘後，

對照班學生開始寫作；實驗班學生則退出 SL，教師發下寫作圖片後開始寫

作。最後，教師收回寫作與構思。詳細內容與另兩次寫作活動的教案參見

附錄 2。 

 

 

三、華語寫作評量表 
 

    華語寫作的評量表依照新加坡《中學華文課程標準》（新加坡教育部

課程規劃與發展司，2011）對於各階層語言能力描述之初稿中提出的書面

語表達能力要求，如在日常生活相關的話題中可用相當豐富的詞彙和不同

的句型敘述經驗、表達感受或觀點，此外，參考Lan等人（2015）的研究，

從內容、組織、詞彙、文法、文字標點五方面進行考察和評判。內容主要

指文章是否切題，內容是否豐富；組織關注文章結構是否完整、有條理；

詞彙考察文章用詞是否恰當、生動；文法考察文章的語句是否通順，句式

是否多樣；文字標點則關注文章的漢字書寫和標點使用是否正確。詳情參

考附錄3。 

 

 

四、華文寫作態度問卷 
 

用以檢驗學生的華文寫作態度之評量表為自編問卷，問卷參考 Lan等

人（2015）的研究。問卷由中英文雙語組成，中文以簡體字呈現。問卷採

用李克特四點量表（4-point Likert scale），從 1 分到 4 分分別為「非常不同

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問卷共包含 21 題，分為能力相關、

實用度相關、任務相關和情感相關 4 個向度，各層面的題目編號如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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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題目參考附錄 4。 

表 6. 華文寫作態度各向度分佈狀況 

面向 題目編號 題數 

能力相關 1、2、5、10、11、20、21 7 

實用度相關 3、4、13、17、19 5 

任務相關 6、8、9、14 4 

情感相關 7、12、15、16、18 5 

 

 

五、華文學習態度問卷 
 

用以檢測學習態度的問卷參考 Lan（2014）的研究，問卷由中英雙語

組成，中文以簡體字呈現，共包含 22 個問題，分為情感（affective）、實

用度（pragmatic）和教學環境相關（educational context-related）三項指標，

如表 7。整套問卷採用李克特四點量表（4-point Likert scale），從 1 分到 4

分分別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詳情參考附

錄 5。 

表 7. 華文學習態度各向度分佈狀況 

面向  題目編號 題數 

情感相關    

愉悅情緒相關 1、8、22 3 

自我滿足相關 5、14、15、17 4 

目標相關 6、13、20 3 

自我概念相關 2、10、12、19 4 

實用度相關  3、7、9、18 4 

教學環境相關  4、11、16、21 4 

 

 

六、課堂觀察表 

 
課堂觀察表用以記錄學習者的課堂表現，根據課程設計與流程，課堂

觀察表分別記錄學習者在寫作前、寫作構思、寫作階段和修正階段的行為

表現，觀察項目如表 8 所示，課堂觀察表詳情參見附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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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課堂觀察項目 

寫作活動 觀察項目 

寫作前 1、是否對課堂充滿期待 

2、是否對課堂充滿好奇 

3、是否能迅速做好課前準備 

寫作構思 4、是否能迅速進入構思狀態 

5、是否積極 

6、是否主動 

寫作階段 7、是否專注 

8、是否可以依據所學內容順利完成 

9、是否時間充足 

修正階段 10、是否進行作文修正 

 
 

第四節 實驗流程 

 

本研究擬採用準實驗設計研究，設立對照組和實驗組，考查 SL 對華

語寫作能力、態度及學習態度的影響。對照組學生接受傳統的寫作教學，

隨後進行寫作。而實驗組學生除了接受寫作教學外，還需在 SL 中進行實

際體驗，最後進行寫作。實驗開始前先進行華語寫作態度和華語學習態度

的調查。此外，實驗組學生在實驗第一週還需進行 SL 使用操作培訓，使

學生掌握 SL 中移動等基本操作。在三次寫作活動中，對照組僅參考圖片，

而實驗組在教學活動中則利用 SL 進行虛擬實境的體驗。具體流程如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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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實驗流程 

 

 

第五節 數據收集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結合量化研究和質性研究，收集的數據分別為實驗組與對照組

的寫作構思記錄、寫作文本、實驗前後的華語寫作態度問卷和華語學習態

度問卷以及課堂觀察記錄。其中寫作構思、寫作文本和課堂觀察記錄為質

性資料，問卷填答結果為量化資料。以下將分別對數據的分析方式進行具

體說明： 

 

1） 由兩名評分員依照寫作評分量表為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寫作內

容進行獨立評分，利用斯皮爾曼相關分析確保評分具一致性後，

取兩位評分員的帄均分為最終成績，隨後針對兩組成績進行比

對。使用到的統計方法有四，分別為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共變數分析及效果強度分析，以此探究 SL 是否

可以促進華語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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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針對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寫作構思進行分析，從構思形式、構思

內容、構思語言和構思字詞量四個層面出發，考察圖片組和 SL

組在寫作構思過程中有何不同。 

 

3） 針對實驗參與者在實驗前、後的兩份問卷調查，先將問卷中設

計的反向題得分經處理後再進行統計分析。以二因子混合設計

變異數分析兩組前後測的結果，以探究 SL 是否可以促進華語

寫作與華語學習態度。 

 

4） 針對實驗組與對照組的課堂表現，依照課堂觀察記錄表進行記

錄，描述兩組學習者在各階段的表現，由研究者進行內容分析，

以探究 SL 是否可以促進華語寫作與華語學習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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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驗結果 

 

本章將依照研究問題分別闡述研究結果。第一節為實驗組和對照組的

三次作文成績對比分析，以此回答SL是否能提升寫作成績這一研究問題。

第二節為實驗組和對照組的寫作前構思內容分析，以此回答在 SL 中進行

情境體驗後寫作與傳統看圖片寫作在構思階段是否不同。第三節為實驗組

與對照組實驗前後問卷結果及課堂觀察記錄分析，以此回答 SL 是否能提

升寫作態度與學習態度這一研究問題。 

 

 

第一節 實驗組與對照組作文成績比較 
 

本節將比較實驗組與對照組在三次作文中的成績，以此探究虛擬實境

中的真實體驗活動對於華語寫作成績有無影響。在比較成績前，將做同質

性分析，以確保兩組在實驗前水帄相當。此外，還將對兩位評分員的打分

做一致性分析，以確保作文成績可信度。以下將具體論述實驗結果。 

 

 

一、實驗組與對照組同質性分析 

 

為確保兩班在實驗前的水帄一致，以前一學期末的期末考詴成績為前

測成績，做同質性分析，分析結果如表 9。如表 9 所示，對兩班成績進行

雙樣本方差分析，實驗班帄均分為 67.32，方差為 79.19；對照班帄均分為

65.17，方差為 109.23。其 F 值為.72，顯著性為.20>.05，接受虛無假設，

即兩班在實驗前的成績無顯著差異，其同質性相當，可進行進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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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兩班同質性分析 

 實驗班 對照班 

帄均 67.32 65.17 

方差 79.19 109.23 

觀測值 26 34 

自由度 25 33 

F .72  

p(F<=f)單尾 .20  

F 單尾臨界 .53  

 

   

 二、作文評分一致性分析 

 
     為確保研究可信度，兩位評分員事先針對寫作評分量表逐條探討，

確保對於量表內容的理解一致。隨後兩位評分員對作文進行獨立打分，利

用斯皮爾曼等級相關係數分析其評分一致性，確保兩位評分員評分達顯著

相關後再做進一步分析。表 10 為三次作文的評分一致性分析。如表 10 所

示，兩位評分員評分之相關係數達.981，為顯著相關，評分一致性高。三

次作文評分的相關係數分別為.998、.981 和.967，分別如表 11 到表 13 所

示。 

表10. 三次作文評分一致性分析 

 第一評分員 第二評分員 

第一評分員 相關係數 1.000  .981
**

 

顯著性 （雙尾） . .000 

第二評分員 相關係數  .981
**

 1.000 

 顯著性 （雙尾） .000 . 

**. 相關性在 0.01 層上顯著（雙尾）。 

    

表11. 第一次寫作評分一致性分析 

 第一評分員 第二評分員 

第一評分員 相關係數 1.000 .998
**

 

顯著性 （雙尾） . .000 

第二評分員 相關係數 .998
**

 1.000 

 顯著性 （雙尾） .000 . 

**. 相關性在 0.01 層上顯著（雙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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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第二次寫作評分一致性分析 

 第一評分員 第二評分員 

第一評分員 相關係數 1.000 .981
**

 

顯著性 （雙尾） . .000 

第二評分員 相關係數 .981
**

 1.000 

 顯著性 （雙尾） .000 . 

**. 相關性在 0.01 層上顯著（雙尾）。 

 

表13. 第三次寫作評分一致性分析 

 第一評分員 第二評分員 

第一評分員 相關係數 1.000 .967
**

 

顯著性 （雙尾） . .000 

第二評分員 相關係數 .967
**

 1.000 

 顯著性 （雙尾） .000 . 

**. 相關性在 0.01 層上顯著（雙尾）。 

 

以上，三次作文的評分一致性均達到顯著相關，在後續的成績分析時，

將取兩位評分員的帄均分進行進一步分析。 

 

 

三、實驗組與對照組作文成績比較 

 

本研究的三次寫作主題分別為「描述房間」、「比較中餐廳和西餐廳」

和「遊覽動物樂園」。如前文所述，兩名評分員依照華語寫作評量表（參

見研究工具及附錄 3），對學習者作文進行獨立評分，達成評分一致性，取

兩位評分員的帄均數作為學習者作文的最終得分。表 14 即為三次寫作的

總成績與各分項成績，以及三次成績匯總的描述性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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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實驗組與對照組寫作成績之描述性統計 

寫作 

活動 

組別 寫作成績 

（標準差） 

總成績 內容 組織 詞彙 文法 文字標點 

第一次        

        實驗組 20.24 

 (2.34) 

4.12 

 (.60) 

3.82 

 (.72) 

3.78 

 (.72) 

3.94 

 (.53) 

4.58 

 (.55) 

        對照組 17.12 

 (2.92) 

3.13 

 (.77) 

2.99 

 (.85) 

3.26 

 (.76) 

3.46 

 (.71) 

4.28 

 (.81) 

第二次        

        實驗組 20.52 

 (2.25) 

4.02 

 (.66) 

3.85 

 (.77) 

3.94 

 (.73) 

4.21 

 (.45) 

4.50 

 (.81) 

        對照組  18.29 

 (3.13) 

3.52 

 (.68) 

3.00 

 (1.02) 

3.72 

 (.69) 

3.68 

 (.75) 

4.36 

 (.78) 

第三次        

        實驗組 20.75 

 (1.81) 

 3.56 

  (.54) 

3.77 

 (.57) 

4.15 

 (.61) 

4.42 

 (.48) 

4.85 

 (.46) 

        對照組 19.13 

 (2.42) 

 3.49 

  (.67) 

3.57 

 (.83) 

3.56 

 (.70) 

3.91 

 (.71) 

4.59 

 (.61) 

三次匯總       

        實驗組 20.51 

 (2.13) 

 3.90 

  (.64) 

 3.81 

  (.68) 

3.96 

 (.70) 

4.19 

 (.52) 

4.64 

 (.64) 

        對照組 18.17 

 (2.93) 

 3.38 

  (.72) 

 3.19 

  (.94) 

3.51 

 (.74) 

3.68 

 (.74) 

4.40 

 (.74) 

 

如表 14 所示，第一次的寫作主題為「描述房間」，觀察發現，實驗組

作文成績帄均分高於對照組，並且在內容、組織、詞彙、文法和文字標點

各項上的得分均較優。此外，由於實驗組各項得分的標準差均小於對照組，

可知相對於對照組，實驗組表現整體性更高。第二次作文活動的主題為「比

較中餐廳和西餐廳」，在第二次寫作活動中，實驗組作文成績帄均分高於

對照組，並且在內容、組織、詞彙、文法和文字標點各項上的得分均較優。

此外，實驗組的總成績及內容、組織、文法得分標準差較小，其整體表現

較為帄均。第三次作文主題為「遊覽動物樂園」，實驗組作文成績帄均分

高於對照組，並且在內容、組織、詞彙、文法和文字標點各項上的得分均

較優。此外，實驗組總成績及各細項的標準偏差小於對照組，說明實驗組

的寫作表現之內部差異性更小。綜合三次寫作活動的得分，可算得實驗組

的總成績為 20.51 分，標準差為 2.13；對照組的總成績為 18.17 分，標準

差為 2.93。由表 14 可知，實驗組的總成績及各分項成績均高於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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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個細項中，分數差距最大的項目為組織，其次為內容，隨後依次為文

法、詞彙和文字標點。此外，由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分數標準差可知，實驗

組內部表現較為整體，內部差異小於對照組。針對兩班的作文成績進一步

做 t 檢定分析，如表 15。 

表 15. 實驗組與對照組寫作成績之 t 檢定 

  差異的 95%信頼區間 

  下界 上界 t 顯著性(雙尾) 

第一次      

總成績 -4.540 -1.705 -4.410 .000*** 

內容 -1.359 -.616 -5.321 .000*** 

組織 -1.255 -.414 -3.977 .000*** 

詞彙 -.908 -.122 -2.624 .011* 

文法 -.807 -.161 -3.004 .004** 

文字標點 -.656 .055 -1.694 .096 

第二次      

總成績 -3.637 -.825 -3.058 .002** 

內容 -.855 -.153 -2.875 .006** 

組織 -1.330 -.362 -3.502 .001** 

詞彙 -.584 -.154 -1.166 .249 

文法 -.845 -.214 -3.365 .001** 

文字標點 -.554 -.282 -.653 .516 

第三次      

總成績 -2.767 -.498 -2.879 .006** 

內容 -.393 -.248 -.452 .653 

組織 -.557 -.166 -1.084 .283 

詞彙 -.943 -.247 -.3427 .001** 

文法 -.837 -.186 -3.145 .003** 

文字標點 -.535 -.019 -1.862 .068 

三次匯總     

總成績 -3.394 -1.355 -4.665 .000*** 

內容 -.770 -.280 -4.292 .000*** 

組織 -.955 -.310 -3.925 .000*** 

詞彙 -.728 -.177 -3.290 .002** 

文法 -.755 -.291 -4.521 .000*** 

文字標點 -.516 .024 -1.824 .073 

*p<.05  **p<.01  ***p<.001 

 

如表 15 所示，對寫作成績做 t 檢定分析，發現第一次寫作活動中總成

績 t 值為-4.410，顯著性為.000<.05，說明兩班第一次寫作成績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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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兩班細項上的得分狀況，內容、組織、詞彙和文法的顯著性分別

為.000、.000、.000、.011 和.006，差異達顯著水帄，即實驗班總成績得分

及各細項得分均顯著高於對照班。在第二次寫作活動中，t 值為-3.058，其

顯著性為.003<.05，說明兩班第二次寫作成績有顯著差異。比較兩班細項

上的得分狀況，發現在內容、組織和文法的顯著性分別為.006、.001、和.002，

達顯著，即實驗班總成績得分及在內容、組織和文法這三項上的得分顯著

高於對照班。推測在詞彙上未達顯著的原因在於第二次的寫作主題為「比

較中餐廳和西餐廳」，SL 場景中建置的內容較為簡單，如桌椅等，在詞彙

表達上並無十分特別之處，因此實驗組學生雖在詞彙一項上的帄均分上高

於對照組，在統計上未達顯著水帄。在第三次寫作活動中，t 值為-2.879，

其顯著性為.006<.05，說明兩班第三次寫作成績有顯著差異。比較兩班細

項上的得分狀況，發現在詞彙和文法的顯著性分別為.001 和.003，兩班在

上述細項上的得分差異達顯著水帄，即實驗班總成績得分及在詞彙和文法

上的得分顯著高於對照班。然而，第三次的寫作主題為「瀏覽動物楽園」，

在 SL 中，此部分場景內容豐富，空間較大，在分析兩組學生的作文內容

時，發現兩組學生的作品呈現出不同的特點。觀察發現，實驗組學生在作

文中會盡可能羅列出場景中的全部動物。但因為動物較多，且時間有限，

實驗組學生無法在羅列全部動物的同時兼顧對動物進行細緻描寫。而對照

組學生在寫作中並不會羅列出全部的動物，但是對於其中的一兩種動物會

進行單獨的細緻描寫。由此，對照組學生縮小了與實驗組學生在內容一項

上的分數差距。同樣的，由於該寫作主題場景在 SL 中空間較大，可以描

寫的動物有很多，實驗組學生在組織一項上的得分雖高於對照組卻未達顯

著水帄。最後，將三次寫作成績匯總後進行 t 檢定分析，發現實驗組與對

照組的寫作成績有顯著差異（t=-4.665，p=.000<.05），並且在內容、組織、

詞彙、文法和文字標點這五個項度中，唯文字標點一項的得分差異不顯著，

其餘在內容、組織、詞彙及文法這四個項目上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得分差異

均達到顯著。由此，說明經由 SL 的情境體驗後再進行寫作對於提升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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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積極作用，尤其表現在內容、組織、詞彙和文法上。 

 

由於本研究收集的數據為三次寫作活動的作文分數，且三次寫作主題

相對獨立。因此，為避免由於主題不一致而影響結果推論的偏誤或因僅統

計某單次寫作的成績過於具有隨機性而影響結果推論，取三次寫作活動的

帄均成績，以上學期期末成績為共變量，做單因子共變數分析（one-way 

ANCOVA  analysis），三次寫作活動的帄均成績為依變數，分組狀況為固

定因子，得到表 16。如表 16 所示，可知兩組學習者在寫作總成績上有顯

著差異，在細項上，差異體現在內容、組織、詞彙和文法上，與上述結論

一致。 

表 16. 實驗組與對照組寫作成績之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型Ⅲ帄方和 自由度 帄均值帄方 F 顯著性 

總成績 62.686 1 62.686 25.795 .000*** 

內容 3.085 1 3.085 19.317 .000*** 

組織 4.715 1 4.715 15.494 .000*** 

詞彙 2.149 1 2.149 11.642 .001** 

文法 2.962 1 2.962 24.056 .000*** 

文字標點 .666 1 .666 2.655 .109 

*p<.05  **p<.01  ***p<.001 

 

此外，考慮到本研究取樣數較少，且研究目的在於探究使用 SL 這一

教學介入後對於寫作成績有無影響及影響強弱，為避免造成統計偏誤，再

次以兩組的三次寫作活動的帄均成績做效果強度（effect size analysis）分

析，如表 17。 

表 17. 實驗組與對照組寫作成績之效果強度分析 

 效果量 p 

總成績 1.149 .000*** 

內容 1.062 .000*** 

組織 1.022 .000*** 

詞彙 .857 .002** 

文法 1.093 .000*** 

文字標點 .475 .072 

Pooled .934 .000***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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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 Cohen’s D 效果強度分析，Cohen（1988）指出，效果強度

在小樣本研究中具有重要意義。當效果量在.2 以下為無效果，在.2~ .5 為

小效果，在.5~.8 為中效果，在.8 以上即為大效果。經由效果強度分析可知，

使用 SL 對於教學成績有顯著的影響，其中，內容、組織、詞彙和文法上

均有顯著影響，唯文字標點效果較小，與前述 t 檢定與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的統計結果一致。在內容、組織、詞彙和文法上，效果最強烈的為文法，

其次為內容，最後為組織。且在上述各項中，效果量均大於.8，效果強度

大。 

 

綜上所述，通過對三次作文成績比較可以發現，實驗組學生三次寫作

活動的總成績帄均分及各細項得分均高於對照組。進而對兩組學生成績做

t 檢定分析，在三次的寫作活動中，兩組學生的總成績間的差異均達到顯

著。具體而言，第一次寫作活動中，兩組學生在內容、組織、詞彙和文法

上的得分有顯著差異；第二次寫作活動中，兩組學生在內容、組織和文法

上的得分有顯著差異；第三次寫作活動中，兩組學生在詞彙和文法上的得

分有顯著差異。綜合三次寫作的得分情況，兩組學生在內容、組織、詞彙

及文法上的得分有顯著差異。根據三次寫作的帄均分，以上學期期末成績

作為共變量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發現排除實驗前兩組學生的水帄可能

不一致這一干擾後，兩組學生經實驗後在總分、內容、組織、詞彙和文法

上的差異達顯著。由此可回答本文的第一個研究問題，即在虛擬實境中的

真實體驗活動對於華語寫作成績有積極影響，可提升學習者寫作成績，尤

其體現在作文的內容、組織、詞彙和文法上。 

 

第二節 寫作構思分析 

 

在三次寫作活動中，實驗組學生被告知可在遊覽 SL 場景時用紙筆做

記錄以便寫作構思，同樣的，對照組學生亦被告知可在正式寫作前在紙上

進行構思。在實驗結束後，學習者的寫作構思內容被一併收回，進行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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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以此回答第二個研究問題，即在虛擬實境中進行真實體驗活動與傳

統寫作教學下的寫作構思有無不同。本節將針對此實驗結果進行闡述。 

 

表 18 顯示的是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進行了寫作前構思記錄的學生人

數及百分比。如表 18 所示，在三次寫作活動中，進行寫作前構思記錄的

對照組學生比例遠低於實驗組。第一次寫作活動中實驗組有 23 人進行構

思，佔 92%，然而，對照組僅有 1 人（2.94%）進行了書面構思，且僅僅

寫下一個文字「副」。整體而言，第二次寫作活動的學習者比例最高，實

驗組有 96.15%的學生（25 人）進行了書面構思，對照組有 75.76%（25 人）

的學生進行了書面構思。而在第三次的寫作活動中，實驗組有 96.15%的學

生進行了書面構思，而對照組僅有 9.09%的學生進行了書面構思。對兩組

進行構思的人數做卡方檢定，如表 19，表明兩組進行了寫作前構思記錄的

人數差異達顯著水帄。 

表 18. 實驗組與對照組之寫作構思人數比例 

 實驗組 對照組 

第一次 23 人（92.00%） 1 人（ 2.94%） 

第二次 25 人（96.15%） 25 人（75.76%） 

第三次 25 人（96.15%） 3 人（ 9.09%） 

 

表 19. 實驗組與對照組構思人數比例之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2 端） 

精確顯著性 

（2 端） 

精確顯著性 

（1 端） 

皮爾森 

(Pearson) 卡方 

74.238 1 .000***   

持續更正 71.605 1 .000***   

概似比 85.945 1 .000***   

費雪 (Fisher) 確

切檢定 

   .000*** .000*** 

線性對線性關聯 73.816 1 .000***   

有效觀察值個數 176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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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慾進一步探究 SL 對於寫作構思的影響，比較分析兩組的寫作

構思有何不同，然第一次與第三次對照組進行構思的人數過少（分別只有

1 人和 3 人），資料量不足，因此以第二次寫作活動的構思為例，具體分析

兩組的構思差異。以下將從構思的形式、構思的內容、構思用語言及構思

字詞量之四方面進行考察。 

 

一、實驗組與對照組構思形式比較 

 

首先，從構思的形式進行分析。觀察發現，學習者在構思時存在以下

四種形式：畫圖、羅列大綱、記錄重點詞彙、記錄重點句型。在統計時，

對於同時使用一種以上形式進行構思的學習者重複計算，以百分比表示。 

 

圖 7 和表 20 以組別劃分，針對兩組的構思形式進行分類統計，對照

組最主要的構思形式為記錄重點詞彙，佔 61.54%；其次為羅列大綱，佔

38.46%，上述兩種構思示例如圖 11 和圖 12。在對照組中，以畫圖構思或

記錄重點句型的學習者人數為 0。另一方面，實驗組最主要的構思形式亦

為記錄重點詞彙，佔 55.56%；其次為羅列大綱，佔 29.63%。這與對照組

的構成比例大致相似，而與對照組不同的是，實驗組仍有 11.11%的學習者

用畫圖的形式進行構思，此外還有 3.70%的學習者記錄重點句型。此外，

以圖畫形式構思和記錄重點句型的實驗組學生比例高於對照組，而羅列大

綱和記錄重點詞彙的對照組學生比例高於實驗組。圖 13~圖 16 分別為實驗

組學生按照「畫圖」、「羅列大綱」、「記錄重點詞彙」和「記錄重點句型」

進行構思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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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第二次寫作構思形式分析之直方圖 

 

 

表 20. 第二次寫作構思形式分析 

 對照組 實驗組 

以畫圖的形式構思 0.00% 14.29% 

以羅列式的大綱呈現 38.46% 28.57% 

記錄重點詞彙 61.54% 53.57% 

記錄重點句型 0.00% 3.57% 

總計 100.00% 100.00% 

0.00% 

14.29% 

38.46% 
28.57% 

61.54% 
53.57% 

0.00% 3.57% 

對照組 實驗組 

兩組構思形式分析 

以畫圖的形式構思。 以羅列式的大綱呈現。 

記錄重點詞彙。 記錄重點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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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對照組學生構思示例一（記錄重點詞彙） 

圖 9. 對照組學生構思示例二（羅列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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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實驗組學生構思示例一（畫圖） 

圖11. 實驗組學生構思示例二（羅列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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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實驗組學生構思示例三（記錄重點詞彙） 

 

圖 13. 實驗組學生構思示例四（記錄重點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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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對兩組構思方式進行卡方檢定，如表 21，發現在兩組的構思形式

存在顯著差異（p=.003<.05），進一步對各細項做單獨的卡方檢定可知，差

異存在於「以畫圖的形式進行構思」上（p=.45<.05）（如表 22）。 

表21. 兩組構思形式之卡方檢定 

 構思形式 

卡方 13.962 

自由度 3 

漸近顯著性    .003** 

*p<.05  **p<.01  ***p<.001 

 

表22. 兩組「以畫圖的形式進行構思」之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2 端） 

精確顯著性 

（2 端） 

精確顯著性 

（1 端） 

皮爾森 (Pearson) 

卡方 
4.012 1 .045*     

持續更正 1.977 1 .160     

概似比 5.122 1 .024*     

費雪 (Fisher) 確

切檢定 
      .080 .080 

線性對線性關聯 3.944 1 .047*     

有效觀察值個數 59         

*p<.05  **p<.01  ***p<.001 

 

綜上所述，對照組學生所採用的構思形式有「條列式大綱」及「記錄

重點詞彙」兩種，實驗組學生的構思形式除了上述兩種外，還有「畫圖」

和「記錄重點句型」。從人數比例而言，兩組學生均更傾向記錄重點詞彙，

其次為組織條列式句子。對兩組學生進行對比分析發現，對照組學生記錄

重點詞彙和組織條列式句子的比例高於實驗組學生，而使用圖畫構思和記

錄重點句型的實驗組學生比例高於對照組。針對兩組的構思形式做卡方檢

定，差異達顯著水帄，進一步分析，發現差異在於「以畫圖形式進行構思」。 

 

 

 

 



 

52 

 

二、實驗組與對照組構思內容比較 

 

其次，從構思的內容進行分析。觀察發現，學習者會對以下幾個內容

進行構思：作文整體、作文細節、描述對象的修飾詞。在統計時，如學生

的構思內容同時包含其中的某兩項甚至三項，則重複計算，以百分比表示。

如圖 14 為對照組學生的構思，在該構思中，涉及到作文整體、作文細節

及描述對象的修飾詞。具體而言，「装饰比较传统」、「装饰比较现代」屬

於對於中、西餐廳的整體概述；「灯光是从灯笼发出来的」、「桌布和椅子

是红色」等即屬於對餐廳細節的描述；此外，學習者在描述地板和沙發時

加入定語，寫下「白色的地板」、「黑色的沙发」，考慮了描述對象的修飾

詞。因此，在該例中，學習者構思涉及上述三種內容。圖 15 則為實驗組

學生的構思，在該例中，「紅色當主題」即為對中餐廳的整體描述；「白色

的桌椅」、「木造的收银台」等為對作文細節的構思；此外，在構思時記錄

下「精 zhi（致）餐具」、「简单的餐具」，為描述對象加上了修飾詞。 

 

圖 14. 對照組學生構思示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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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實驗組學生構思示例五 

 

圖 16. 第二次寫作構思內容分析之直方圖 

41.86% 

47.92% 

23.26% 22.92% 

34.88% 

29.17% 

對照組 實驗組 

兩組構思內容分析 

有對作文細節的構思。 有對作文整體的構思。 為描述對象加上修飾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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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第二次寫作構思內容分析 

 對照組 實驗組 

有對作文細節的構思 41.86% 47.92% 

有對作文整體的構思 23.26% 22.92% 

為描述對象加入修飾詞 34.88% 29.17% 

總計 100.00% 100.00% 

 

圖 16 和表 23 針對兩組的構思內容進行分類統計。如圖 16 所示，對

照組學生對作文細節進行構思的比例最高（41.86%）；其次為為描述對象

加入修飾詞（34.88%）；對作文整體構思的學生比例最低（23.26%）。實驗

組學生表現出相類似的分佈狀況，對作文細節構思的學生比例最高

（47.92%）；其次為為描述對象加上修飾詞（29.17%）；最後為對作文整體

進行構思（22.92%）。此外，實驗組在對作文細節進行構思和作文整體進

行構思的學生比例均高於對照組，而對照組在為描述對象加入修飾詞的比

例高於實驗組學生。進而對兩組構思內容進行卡方測詴，如表 24，發現在

兩組的構思形式不存在顯著差異（p=.387>.05）。 

表24. 兩組構思內容之卡方檢定 

 構思內容 

卡方 1.897 

自由度 2 

漸近顯著性 .387 

 

綜上所述，兩組學生的構思內容表現具有一致性，均為對作文細節進

行構思的比例最高，其次為為描述對象加上修飾詞，最後為對作文整體進

行構思。對兩組學生進行對比分析發現，對作文細節和作文整體進行構思

的實驗組學生比例高於對照組，而為描述對象加上修飾詞的對照組學生比

例高於實驗組。兩組學生構思的內容在統計上未達到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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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組與對照組構思語言比較 

 

在本研究，學生構思時出現了中（包含漢語拼音）、英兩種語言，以

中文所佔比例進行劃分，分別為：中文佔 0 ~ 10%、11% ~ 44%、45% ~ 55%、

56% ~ 89%、90% ~ 100%。圖 17 和表 25 針對兩組的構思語言進行統計，

對照組所有學生均全部或幾乎全部使用中文進行，而實驗組雖然絕大部分

學生也全部或幾乎全部使用中文（佔 68.18%），但亦有使用英文進行構思

的，具體而言，中文佔 0 ~ 10%的學習者有 18.18%；中文佔 11% ~ 44%的

學生有 9.09%；中文佔 56% ~ 89%的學生有 4.55%。圖 18 為實驗組學生大

部分使用中文構思的示例，圖 19 為實驗組學生大部分使用英文構思的示

例。 

 

圖 17. 第二次寫作構思語言分析之直方圖 

表25. 第二次寫作構思語言分析 

 對照組 實驗組 

中文佔 00 ~ 110%   0.00% 18.18% 

中文佔 11 ~ 144%   0.00% 9.09% 

中文佔 45 ~ 155% 0.00% 0.00% 

中文佔 56 ~ 189%   0.00% 4.55% 

中文佔 90 ~ 100% 100.00% 68.18% 

總計 100.00% 100.00% 

 

0.00% 

18.18% 

0.00% 
9.09% 

0.00% 0.00% 0.00% 4.55% 

100.00% 

68.18% 

對照組 實驗組 

兩組構思語言分析 

中文佔0 ~ 10% 中文佔11% ~ 44% 中文佔45% ~ 55% 

中文佔56% ~ 89% 中文佔9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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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實驗組學生構思示例六（中文佔 90% ~ 100%） 

 

圖 19. 實驗組學生構思示例七（中文佔 0% ~ 10%） 

 

進而對兩組構思方式進行卡方檢定，如表 26，發現在兩組的構思語言

存在顯著差異（p=.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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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 兩組構思語言之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2 端） 

精確顯著性 

（2 端） 

精確顯著性 

（1 端） 

皮爾森 (Pearson) 

卡方 
 7.890 1 .005**     

持續更正 b
  6.372 1 .012*     

概似比  8.512 1 .004**     

費雪 (Fisher) 確

切檢定 
  

 
  .009** .005** 

線性對線性關聯  7.757 1 .005**     

有效觀察值個數 59         

*p<.05  **p<.01  ***p<.001 

 

綜上所述，所有對照組學生均在構思時全部或幾乎全部使用中文（中

文所佔比例為 90% ~ 100%），而實驗組學生在構思時使用的語言更為多樣，

有 18.18%的學生選擇全英文構思或幾乎全英文構思（中文所佔比例為 0 ~ 

10%），有 4.55%的學生的構思中仍出現部分英文（中文所佔比例為 56% ~ 

89%），有 68.18%的學生在構思時全部或幾乎全部使用中文（中文所佔比

例為 90% ~ 100%）。並且，對兩組構思用語言進行卡方分析可知，兩組學

生的構思使用語言是有顯著差異的。 

 

 

四、實驗組與對照組構思字詞量比較 

 

最後，從構思的字詞量進行分析，以「詞」為單位進行統計，如表 27。

如表 27 所示，對照組學生的構思字詞總量為 719，其中，漢字、漢語拼音、

英文和數字的字詞量分別為 708、11、0 和 0；實驗組學生的構思字詞總量

為 889，其中漢字、漢語拼音、英文和數字的字詞量分別為 549、34、292

和 14。實驗組學生的構思字詞總量多於對照組學生，其中，漢語拼音、英

文和數字的總量多於對照組，漢字字詞量少於對照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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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對照組與實驗組構思字詞量 

 

依照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進行構思的具體人數進一步分析，表 28 呈

現了構思字詞數之人均量的統計。如表 28 所示，對照組學生構思的人均

字詞量為 28.76，漢字和漢語拼音的人均字詞量分別為 28.32和 0.44，英文

和數字的量為 0；實驗組學生構思的人均字詞量為 35.56，漢字、漢語拼音、

英文和數字的人均字詞量為 21.96、1.36、11.68 和0.56。實驗組學生的構

思人均字詞量多於對照組學生，其中，漢語拼音、英文和數字的人均字詞

量多於對照組，漢字的人均字詞量少於對照組。 

表 28. 對照組與實驗組依各形式構思之人均字詞數比較 

組別 漢字 漢語拼音 英文 數字 總計 

對照組（N=25） 28.32 0.44 0.00 0.00 28.76 

實驗組（N=25） 21.96 1.36 11.68 0.56 35.56 

 

綜上所述，對照組學生雖然在構思的中文字詞量上高於實驗組，但實

驗組學生通過漢語拼音、英文和數字等各種表達方式，在總體的構思字詞

量上高於對照組學生，由此可見，實驗組學生在構思時記錄下更多的內容，

構思更為豐富。推測這是由於在 SL 營造的輕鬆環境下，實驗組學生需在

有限的時間內記錄下所思所想，因而更傾向於使用其擅長的語言與方式迅

速記錄下自己的想法。而通過作文內容分析及作文成績可知，這並不會影

響其作文表現，反而幫助實驗組學生在觀點和內容表達上更優於對照組。

具體說明及深層原因將在「實驗討論」中做進一步分析探索。 

 

 

第三節 寫作態度與學習態度分析 

 

    本節將針對第三個研究問題闡述結果，通過比較實驗前後實驗組與對

照組的華語寫作態度問卷與華語學習態度問卷結果以及課堂觀察記錄，回

答在虛擬實境中的真實體驗活動對於華語寫作態度與華語學習態度有無

組別 漢字 漢語拼音 英文 數字 總計 

對照組 708 11 0 0 719 

實驗組 549 34 292 14 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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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這一研究問題，以下將做詳細闡述。 

 

 

一、華文寫作態度分析 
 

    首先，考察實驗組與對照組在實驗前後填答的華語寫作態度問卷結果，

其描述性統計為表 29 所示。觀察表 29 可知，無論是實驗組或是對照組，

實驗前後的得分在四點量表中均屬偏低，說明通過三週的學習其寫作態度

並未有明顯提升。 

表 29. 實驗組與對照組在實驗前後的華語寫作態度問卷結果之描述性統計 

組別  前測  後測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 標準差 

總計       

實驗組 2.70 .74  2.65 .71 

對照組 2.65 .89  2.71 .88 

能力相關       

實驗組 2.53 .73  2.59 .68 

對照組 2.58 .96  2.62 .94 

實用相關       

實驗組 2.68 .76  2.52 .73 

對照組 2.57 .80  2.68 .82 

任務相關       

實驗組 2.93 .64  2.90 .62 

對照組 2.82 .86  2.93 .79 

情感相關      

實驗組 2.77 .75  2.72 .77 

對照組 2.72 .88  2.69 .90 

 

將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習者之華語寫作態度態度問卷前後測做二因子

變異數分析，同時比較其組間與組內的差異。具體而言，A 因子為組別（實

驗組、對照組），B 因子為華語寫作態度（前測、後測）。通過不同的組別

與華語寫作態度前後測問卷結果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其組間與組內

的差異，其交互作用如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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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 組別*華語寫作態度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型Ⅲ帄方和 自由度 帄均帄方和 F 值 顯著性 

組別*華語寫作態度 

（總計） 

.037 1 .037 1.281 .263 

組別*能力相關 .015 1 .015 .368 .547 

組別*實用相關 .453 1 .453 4.737 .034* 

組別*任務相關 .085 1 .085 1.026 .316 

組別*情感相關 .006 1 .006 .075 .786 

*p<.05  **p<.01  ***p<.001 

     

如上表所示，在進行二因子變異數分析後，發現「組別」與「華語寫

作態度」之交互作用未達到顯著（F=1.281，p=.263>.05）。此外，「組別」

與華語寫作態度問卷的另外三個向度之交互作用皆未達到顯著（組別*能

力相關、組別*任務相關與組別*情感相關的 F 值分別為.368、1.026、.075；

p 值分別為.547、.316、.786）。然而，組別*實用相關之交互作用達到顯著

（F=4.737，p=.034），由於兩個因子的水準皆各有兩個，結合實驗組與對

照組實驗前後之華語寫作態度問卷的帄均得分可知，對照組實驗後實用相

關的得分顯著高於實驗組。對能力相關、任務相關、情感相關及問卷整體

得分進一步進行個別因子的主要效果之探討，可整理出表 31。如表 31 所

示，在實驗組與對照組的組間比較下，發現華語寫作態度前後測問卷結果

之主要效果在整體及能力相關、任務相關和情感相關三個向度上均未達到

顯著，說明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在華語寫作整體態度及能力相關、任務相

關和情感相關這三個向度上的差異並不顯著。在華語寫作態度前後測問卷

結果的分析中，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得分狀況並未達到顯著，說明無論是實

驗組還是對照組，其華語寫作態度的整體得分與能力相關、任務相關和情

感相關這三個向度在實驗前後的差異並沒有達到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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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組別、前後測在華語寫作態度之單純主要效果的變異數分析 

變異來源 型Ⅲ帄方和 自由度 帄均帄方和 F 值 顯著性 

組別      

 前測 .029 1 .029  .160 .690 

後測 .048 1 .048 .239 .627 

華語寫作態度（總計）      

 實驗組 .032 1 .032 1.259 .273 

對照組 .008 1 .008 .256 .616 

組別      

 前測 .033 1 .033  .116 .734 

後測 .013 1 .013  .053 .818 

能力相關      

 實驗組 .047 1 .047 1.317  .262 

對照組 .003 1 .003 .064  .802 

組別      

 前測 .171 1 .171  .707 .404 

後測 .008 1 .008  .029 .866 

任務相關      

 實驗組 .011 1 .011 .325  .574 

對照組 .101 1 .101  .815 .374 

組別      

 前測 .040 1 .040 .115  .736 

後測 .005 1 .005 .017 .898 

情感相關      

 實驗組 .130 1 .130 1.555 .224 

對照組 .078 1 .078 1.017 .321 

 

如個別考察兩組在實驗前後所填答的華語寫作態度問卷，發現經實驗

後，在六個項目上實驗組得分提升而對照組得分下降或保持不變。這六個

項目多數與「寫作能力」相關，如「我在寫華文作文時不知道應該寫什麼，

讓我沮喪」，實驗組從實驗前 2.19 提升到 2.46，而對照組則在實驗前後均

得到 2.26，可見 SL 可幫助學習者充實寫作內容。此外，在「我覺得我的

華文作文沒有新意，讓我很厭煩寫作」一題中，實驗組從實驗前 2.31 提升

到 2.35，對照組在實驗前後維持 2.26 的得分，表明 SL 有助於激發學習者

的創造力。實驗組在「當我的華文能力提升時我感到很高興」一題中的得

分從 3.23 分提升到 3.27 分，對照組則從 3.52 分降低到 3.50 分，表明 SL

可通過滿足學習者提升寫作能力後的愉悅感促使學習者重視寫作訓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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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外，實驗組分數提升較高的項目為「我認為可以通過更難的寫作任務

提升我的華文」，從實驗前 2.65 提升到 2.77，但對照組卻從實驗前 3.03 降

低到 2.88，可見通過 SL 介入的寫作活動使得學習者確實感受到自己寫作

能力的提升並且尋求更難的挑戰。另外，在「我寫華文作文因為我想和我

的朋友保持親密的關係」一題中，實驗組從實驗前 2.04 分提升到 2.12 分，

對照組從 2.03 降低到 1.79，可見 SL 營造了一種社群關係，使得學習者在

SL 中感受到比教室更強烈的緊密聯繫，而這種社群關係幫助學習者提高了

對寫作的興趣。最後，實驗組在「當我寫華文作文時我覺得很興奮」一題

中的得分從 2.35 分提升到 2.46 分，對照組則從 3.42 分降低到 2.38 分，表

明透過 SL，學習者對於寫作的興趣增強，對寫作活動予以期待。  

 

整體而言，實驗組與對照組的華文寫作態度在實驗前後的差異並未達

到統計意義上的顯著，但在與「能力」相關的題目中，實驗組得分多有提

升而對照組得分下降，由此可見 SL 對於幫助學習者改善其華語寫作能力

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並透過促進寫作能力以改善其寫作態度。 

 

 

二、華文學習態度分析 

 

考察實驗組與對照組在實驗前後填答的華語學習態度問卷結果，其描

述性統計為表 32 所示。與寫作態度問卷之填答結果類似，無論是實驗組

或是對照組，實驗前後的得分在四點量表中均屬偏低，通過三週的學習其

華文學習態度並未有明顯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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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實驗組與對照組在實驗前後的華語學習態度問卷結果之描述性統計 

組別 前測  後測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 標準差 

總計      

實驗組 2.96 .61  2.89 .66 

對照組 2.67 .98  2.93 .69 

情感      

實驗組 2.96 .61  2.88 .65 

對照組 2.68 .97  3.00 .67 

實用度      

實驗組 3.16 .05  3.09 .61 

對照組 2.86 1.01  3.25 .54 

教學環境相關      

實驗組 2.72 .60  2.72 .66 

對照組 2.50 .89  2.78 .82 

 

將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習者之華語寫作態度問卷前後測做二因子變異

數分析，同時比較其組間與組內的差異。具體而言，A 因子為組別（實驗

組、對照組），B 因子為華語學習態度（前測、後測）。通過不同的組別與

華語寫作態度前後測問卷結果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其組間與組內的

差異，其交互作用如表33。依照表 33，可發現組別與華語學習態度的整體

得分之交互作用達到顯著（F=12.154，p=.001），組別與所有向度上的交互

作用亦達顯著（組別*情感、組別*實用度、組別*教學環境相關的 F 值分

別為 8.881、9.137、6.610，p 值分別為.004、.004 與.013）。 

表 33. 組別*華語學習態度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型Ⅲ帄方和 自由度 帄均帄方和 F 值 顯著性 

組別*華語學習態度 

（總計） 

.660 1 .660 12.154 .001** 

組別*情感 .587 1 .587 8.881 .004** 

組別*實用度 1.475 1 1.475 9.137 .004** 

組別*教學環境相關 .327 1 .327 6.610 .013*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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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堂觀察記錄分析 
 

雖然通過比較實驗組與對照組在實驗前後的問卷填答結果無法發現

SL 在促進華文寫作與學習態度的積極影響，但就本研究的研究員的課室觀

察發現，兩班在課堂中的表現明顯不同。利用課堂觀察記錄表，記錄兩班

在三次寫作活動中的表現如下。 

表 34. 課堂觀察記錄 

環節 觀察項目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寫作

前 

1、是否對課

堂充滿好奇 

充 滿 好

奇 

充 滿 好

奇 

 充 滿 好

奇 

否  充 滿 好

奇 

否 

2、是否對課

堂充滿期待 

充 滿 期

待，聽到

要 去 電

腦 室 表

現興奮 

期 待 值

低，聽到

要 寫 作

時 表 現

不耐煩 

 是，見到

研 究 員

主 動 詢

問 今 天

是 否 會

寫作 

否  是，見到

研 究 員

主 動 詢

問 是 否

可 以 直

接 去 電

腦室 

否 

3、是否能迅

速做好課前

準備 

第 一 次

去 電 腦

教 室 時

迫 不 及

待 

是  是，去電

腦 教 室

時 安 靜

有序 

否，需

要老師

維持課

堂秩序 

 是，去電

腦 教 室

時 安 靜

有序 

否，有個

別 同 學

晚 進 教

室 

寫作

構思 

4、是否能迅

速進入構思

狀態 

前 十 分

鐘 仍 有

五 名 同

學 換

裝 、 走

動，需要

提 醒 時

間 
 

 

對照組

僅有一

位同學

進行了

寫作前

構思記

錄 

 是 表現懶

散 

 是 

 

 

對照組

僅有三

位同學

進行了

寫作前

構思記

錄 

5、是否積極 十 分 積

極，與老

師 就 中

文 表 達

方 面 進

行 提 問

（ 如 電

視 機 下

面 的 櫃

子 如 何

用 中 文

表達） 

 十 分 積

極，問老

師 中 文

詞 彙 方

面 的 問

題 （ 如

receptio

n） 

無特別

之處 

 十 分 積

極，對以

前 不 了

解 的 動

物（如文

鳥）表現

出 濃 厚

興趣 

6、是否主動 是  是 無特別

之處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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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

階段 

7、是否專注 是 無 特 別

之處 

 是 否，其

中一位

男生很

喜歡講

話 

 是 表 現 懶

散 ， 有

四、五名

同 學 伸

懶腰、打

哈欠 

8、是否可以

利用所提供

的場景或圖

片順利完成 

是 學 生 反

映「看圖

片 很 難

想象」 

 是 學生覺

得 抽

象，老

師需再

次強調

寫作要

點 

 是 學 習 者

的 表 情

較 為 痛

苦，看貣

來 寫 作

有 困

難，一名

同 學 未

能 在 規

定 時 間

完成 

9、是否時間

充足 

兩班的時間 

均充足 

 兩班的時間 

均充足 

 學 生 反

映 要 寫

的 動 物

有 很

多，時間

緊張 

有四、五

名 同 學

提 前 十

分 鐘 即

完 成 寫

作 

修正

階段 

10、是否進

行作文修正 

教師在兩班均會提

醒注意分段 

並要求未做到的學

生修正 

 均未發現兩班學

生有修正動作 

 因為時

間緊張

未能修

正 

完 成 寫

作 後 便

趴 下 睡

覺，不願

再 次 檢

視作文 

 

將上述課堂觀察表整理如表 35。如表 35 所示，實驗組學生在實驗期

間，每次作文課都表現出期待與興奮，但從對照組學生的反應中可以看出

學習者僅在第一次實驗開始時有所好奇，但在知道要進行寫作活動後便興

趣低下，甚至發出抱怨的聲音。而實驗組學生在每次上課時均充滿期待，

甚至還會主動詢問「今天是否有寫作活動」。在課堂秩序方面，隨著實驗

進程，實驗組學生在去往電腦教室的路上也逐漸變得安靜有序。在構思階

段，實驗組學生由於第一次體驗而感到過於興奮，在寫作活動中出現了與

寫作不相關的行為外（如換裝、四處走動），但在其餘的大部分時間內都

積極投入課堂，仔細觀察，對於老師的提問與互動也很具體，多跟詢問詞

彙的中文表達有關。然而對照組學生在構思階段看圖片的過程中，往往抱

怨「覺得抽象」、「很難想象」，需要老師從寫作角度上給予提示。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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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堂觀察中發現兩組學習者表現另一明顯不同的地方在於，實驗組學生

覺得想寫的東西很多，但是寫作時間不夠，尤其是在第三次寫作活動「遊

覽動物樂園」中，由於 SL 中動物園場景較大，內容較為豐富，學生的寫

作時間較為緊張；但對照組學生寫作過程較快，甚至在第三次寫作中，完

成作文後趴下睡覺，可見其對於寫作課堂無法產生興趣。 

表 35. 課堂觀察記錄整理 

  實驗組 對照組 

寫作前  表現興奮，充滿期待 

-第一次迫不及待離開教室去

電腦室。 

-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形成習

慣，自動排隊前往電腦教室。 

-每次上課都很期待，會主動詢

問老師今天是不是會寫作文。 

 沒有興趣 

-聽到要寫作後發出「啊」

的聲音。 

   

寫作構思  前期吵鬧，後期順利 

-第一次登入 SL 很興奮，五名

同學在前十分鐘都在 SL 中換裝、

走動，需要提醒時間。 

-在第二三次表現出色，登入

SL 後直接進入狀態，開始構思。 

 就具體問題向老師提問 

-構思階段向老師的提問皆關

於中文詞彙，如「receipt」怎麼說，

「電視下面的櫃子」怎麼用中文

詞語表達。 

 對構思無從下手 

-第一次活動中一個同

學在班上說「看圖片很難想

象」，另有兩三人附和。 

-第二次活動中，一個同

學看圖片說「覺得很抽

象」，問老師門在哪裡，沒

有自行的想象。另有一個同

學說「我寫不出來」，需要

老師提醒，老師反問是不是

顏色、風格不一樣。 

   

寫作階段  過程順利 

-全班同學進入寫作階段，過程

流暢。寫作時間緊張。 

 過程不順 

-寫作階段中，老師需反

復強調寫作要點。 

-第三次寫作活動中 5、6

個同學遲遲沒有動筆，伸懶

腰。 

   

修正階段  時間緊張 

-整體而言覺得寫作時間不

夠，未能仔細修正。在第三次寫

作活動中，同學反映要寫很多，

不夠時間。 

 無心修正 

-在第三次寫作活動中，

有 4 名同學提前十分鐘即

完成作文，但趴下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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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組學生雖在課堂觀察中表現出較為積極的學習行為，明顯優於對

照組，但卻沒有反映在實驗前後的問卷填答結果中，推測原因可能是由於

寫作對於學習者而言仍舊為一項較難掌握的技能，且研究時間過短。具體

分析將在「實驗討論」一章中進一步分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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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驗討論 

 

本研究採準實驗研究法，比較利用 SL 輔助華語寫作的實驗組與進行

傳統寫作活動的對照組在寫作成績、寫作前構思和寫作態度上的差異。研

究發現，在所有的寫作活動中，實驗組學生寫作成績均顯著優於對照組，

實驗組學生進行寫作前構思記錄的人數比例高於對照組。然而，依照問卷

填答結果，在本研究中 SL對於促進實驗組學生的寫作態度和華語學習態

度的作用並不明顯。本章將針對實驗結果進行更深入的分析與討論。 

 

 

第一節 虛擬實境提升寫作成績 
 

    無論是語言教學或是其他學科的教學，皆有研究者強調在真實情景中

學習的重要性。Herrington 與 Oliver（2000）指出擬真式的學習環境應該具

備五個關鍵特點，分別是：1）提供可以反映出知識如何在現實世界中運

用的真實情境；2）提供與現實世界相關的真實活動；3）提供與各種水帄

的學習者共享知識的機會；4）促進反思；5）提供對於在任務中學習的真

實評價。這些條件都是虛擬實境環境下可以滿足的。此外，虛擬實景還具

有突破時空限制、實現傳統教室難以完成的任務等優越性（Lan，2015）。

在本研究中，實驗組學生在寫作前利用 SL 進行擬真的情境體驗，相較於

對照組而言達到了更為優異的寫作成就。在與其相似的研究中，Warren 等

人（2008）探討學習者在 3D 虛擬實境 Anytown 中通過扮演記者而完成了

更出色的新聞報告寫作，亦強調情境體驗對於寫作之重要性。然而，Warren

等人（2008）的研究關注的是以英文為母語的寫作，本研究則發現在 3D

虛擬實境中的情境體驗對以華語為第二語言的學習者的寫作同樣具有促

進意義，對 3D 虛擬實境在寫作教學中的運用做了更進一步的驗證。 

 

此外，早期的研究只對虛擬情境促進寫作表現做了一個總體上的成就

性驗證，並未顯示出 SL 對作文內部各要素之影響。本研究補充此方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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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的遺漏，利用寫作評量表發現 SL 對於寫作成就的具體幫助表現在寫作

的內容、組織、文法和詞彙上。此研究擴展了這方面的研究發現，為本研

究貢獻。 

 

至於在本研究中，SL 對於文字標點的正確率提升作用不顯著，可能是

因為在情境體驗中對於文字標點未設計額外的提醒，在寫作前教學亦未對

此進行強調。如何通過 SL 提升學習者在作文活動中文字正確率成為日後

研究討論之重點。 

 

     對於 SL 輔助學習者寫作的深層原因，Lan、 Chen、 Li 與 Grant (2015) 

從身體沉浸認知（embodied cognition）的相關理論予以分析。社會文化理

論（sociocultural theroy）在考察第二語言習得中強調學習者與社會的互動

的重要性。Barsalou（2008）指出這種互動發生在知覺（perception）、行動

（action）、身體（body）和環境（environment）之間，相較傳統觀點突出

強調「透過身體而感知」。當學習者處於傳統教室環境中，難以實現「藉

由身體進行真實社會環境的感知」，但在3D虛擬實境中，學生的化身（avatar）

進入擬真的生活化場景，「身體沉浸」幫助學習者在當中與真實世界相連

接，回想貣以前的生活經驗，強化並提取過去經驗的回憶，使其成為作文

寫作素材。在本研究中，SL 給予學生的擬真環境，幫助實驗組學生在描述

時更為生動豐富。以具體示例而言，在第一次寫作活動中，一實驗組學生

在描述房間的「花」時是這樣寫的： 

 

桌子上放着一个古典的花瓶，里面插满了许多娇艳欲满（應為「娇

艳欲滴」，學生在此處有誤）的鲜花，靠近一闻便芳香四溢，令人

陶醉。 

 

    雖然學生在 SL 中並不會真的聞到花香，但 SL 中的情境對於該生而言

無疑是真實的，以至於其可運用到嗅覺感官進行描述。當學生化身進入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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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情境後，沉浸其中進行探索，連接貣在真實生活中聞到花香的記憶，由

此可以作文形容得更真實生動，作文成績表現更好。 

 

 

第二節 虛擬實境誘發寫作構思 

 

過程導向寫作教學注重寫作構思的過程，並認為寫作前構思有益於寫

作表達。在本研究中，進行了寫作前構思記錄的實驗組學生人數比例遠高

於對照組，可見 SL 在誘發學習者進行寫作前構思有積極作用。此外，在

本研究中，實驗組學生相較於對照組學生有更為多樣化的寫作構思表現形

式（畫圖、羅列大綱、記錄重點詞彙、記錄重點句型），且在構思時並不

僅局限於中文。但另一邊，在第二次寫作活動中，所有對照組學生均在構

思時全部或幾乎全部使用中文（中文所佔比例為 90% ~ 100%）。從兩組構

思的字詞量比較中發現，實驗組多於對照組，可見實驗組學生為了盡可能

多的表達自己的觀點而使用多種方式，SL 情境激發了學習者以意義為導向

的語言學習模式。 

 

研究者認為，學習者在寫作構思階段的想法和思維表達可能會被語言

能力所限制，使得學生無法全面表達自我。本研究在實施的過程中並未要

求學習者構思時一定要使用中文，但有趣的是，對照組學生面對寫作圖片

時不約而同地選擇了以中文進行構思，這種不自覺的語言選擇傾向有可能

限制了其在想法表達上的發揮。更有趣的是，雖然實驗組的部分學生在構

思時會使用英文或中英文並存，但在呈交的最終寫作成品中，卻全部以中

文展現，可見學生是有能力在英文的邏輯思維和中文的自由表達中靈活轉

換的。實驗組學生在構思階段更加關注內容與意義，亦符合以過程為導向

的寫作教學之理念。而在對照組的表現中，學習者不自覺強調語言形式與

規範而忽略了語言本身的內容與意義，不利於其自身觀點和想法的表達。 

 

綜上所述，在本研究中，SL 對於誘發學習者進行寫作前構思有積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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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且在此過程中，學習者表現出了以意義為導向的學習模式，由此幫助

學習者充分表達，注重寫作內容，使其在寫作成績上表現更為優異。 

 

 

第三節 虛擬實境促進寫作興趣 

 

早期關於虛擬實境類遊戲輔助學習的研究多以探究其對學習態度或

動機的影響為主，在大部分研究中，虛擬實景類遊戲在促進學習態度或動

機上有顯著的積極作用（如 Peterson，2011；Lan et al., 2013；Lan，2014）。

然而在本研究中，SL 對於寫作態度和學習態度的提升仍有改善的空間。在

Lan（2014）的調查中，實驗前後的問卷得分更為可觀。回顧前人的研究，

研究者認為本研究設計對於提升學習態度存在以下漏洞。Dickey（2005）、

Fisch（2005）等人的研究指出，遊戲可提升學習態度的原因在於其敘事化

的背景，然而在本研究中並未考慮到可利用 NPC 或其他手段給予學生故事

情節或故事背景。此外，Amory、Naicker、Vincent 與 Adams(1999)、Denis

與 Jouvelot（2005）的研究指出，遊戲對於學習態度的提升與學習者完成

遊戲設立的目標並獲得相應獎勵有關，但本研究亦未設計成任務導向型教

學方式，也並未在遊戲中給予學生任何形式的獎勵。在 Lan 等人（2014）

的實驗設計中，即運用了任務導向型的教學方式，學習者在實驗後學習態

度提升也更為明顯。此外，Lan 等人（2016）的研究中，也使用了任務導

向型教學法，研究發現兩種不同形式的任務中的學習者（資訊互補任務與

推理任務）在 SL 中皆可提升其學習態度，可見任務導向型教學法對於提

升學習態度的積極作用不止存在於傳統的課堂教學中，亦適用於在諸如 SL

的虛擬環境中。除了使用任務型教學法，遊戲中的獎勵對提升學習態度也

有一定幫助（Amory et al., 1999; Denis & Jouvelot, 2005）。在 Lan（2015）

的實驗設計中，學習者的其中一個學習環節即為完成與套圈圈老闆的對話

後進行套圈圈活動，獲得如文具、玩偶等禮品。在上述研究中，學習者可

真的獲得實際獎勵，而本實驗並未聚焦於對學生給予獎勵，由此可能造成

學習態度提升幅度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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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本研究在課室觀察中卻發現實驗組學生對寫作充滿期待，

其享受其中，表現明顯優於對照組，但卻未能反映在問卷填答中，推測原

因可能是由於寫作對於學習者而言確實是較難的一個環節，而本研究的實

驗時程較短，僅三次寫作活動未能改善其寫作態度。此外，Pajares(2003)

指出，學生對於其寫作能力的自信心會影響他們的寫作態度及寫作成績。

在目前的問卷填答結果中，實驗組得分提升而對照組得分下降的題目多與

「寫作能力」相關，如「我認為可以通過更難的寫作任務提升我的華文」、

「我在寫華文作文時不知道應該寫什麼，讓我沮喪」、「我覺得我的華文

作文沒有新意，讓我很厭煩寫作」等，可見通過 SL 輔助，學習者自身也

確實感受到自己寫作能力的提升。根據目前的已有良好表現，如能在後續

研究中延長研究時間，讓學習者更強烈地感受到自身寫作能力的進步，或

許可以對其寫作態度有更為強烈的影響。 

 

至於 SL 對於寫作過程的具體幫助，透過學習者問卷填答情況發現體

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SL 幫助學習者豐富寫作內容並提供創意。在實

驗後測問卷中，「我在寫華文作文時不知道應該寫什麼，讓我沮喪」、「我

覺得我的華文作文沒有新意，讓我很厭煩寫作」兩個項目的得分有所上升，

可見在本研究中實驗組學生在實驗後的問卷中表現出其自覺的寫作創意

和創新度有所提升，與 Collins（1988）指出的在情境中學習可以培養學習

者的創造力相一致。此外，正如 Peterson（2010）指出，在 SL 中形成的社

群關係有利於學習，在本研究中，這種社群關係對學習者的影響不容小覷。

在問卷中有兩項針對寫作原因的表述，分別為「我寫華文作文因為我想讓

他人知道我可以做得很好」和「我寫華文作文因為我想和我的朋友保持親

密的關係」。經過實驗，實驗組在前者的得分下降而後者得分上升，而對

照組則在「我寫華文作文因為我想和我的朋友保持親密的關係」一題中的

得分下降。可見當學習者的化身存在於 SL 中時，感受到比教室更為緊密

的社群關係，促使彼此共同進步。依照 Vygotsky(1978)所提出的社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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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socialculture theroy)，緊密的社群關係可幫助學習者達到更高層次的

學習成就。 

 

綜上，本節結合實驗前後的問卷調查，闡述了 SL 對於寫作與學習態

度提升的具體表現和深層原因，並對照前人的研究，剖析該實驗設計的遺

漏，反思可以改善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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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論文首先在開篇首介紹了研究背景，在第二章進行文獻探討，第三

章闡述了本研究的實驗設計，隨後在第四章呈現了研究結果並在第五章進

行深入分析。本章在回顧上述內容的基礎上進行研究總結，並提出該研究

之限制及未來可發展的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語言學習強調真實性，情境化學習則是真實學習的方法之一。在情境

中學習，有助於學習者理解與吸收。利用科技輔助語言教學是數位化學習、

二語習得等領域重要課題。虛擬實境則構建貣一個擬真的環境，為傳統教

室注入真實性提供可能性。在該研究中，實驗組學生在寫作活動前進入 SL，

利用化身在相應的寫作場景中體驗與觀察後再進行寫作。通過比較實驗組

和對照組的構思記錄、寫作成績和問卷得分，本研究的研究結論總結如

下。 

 

    第一，SL 可誘發學習者進行寫作前構思。對比實驗組與對照組，進行

了書面構思的實驗組學生比例遠高於對照組學生，且兩組在構思形式、構

思語言上有顯著不同，此外實驗組學生構思字詞量多於對照組學生。相較

而言，實驗組學生在構思階段的表現更具多樣性，學習者在無意識中選擇

了更適合自己的構思方式。本研究推測這是由於 SL 激發了學習者以意義

為導向的學習模式，幫助其在規劃語言產出的過程中更注重自身想要表達

的內容與觀點。 

 

    第二，SL 可提升學習者寫作成績。相較於對照組，實驗組學生的三次

寫作活動的總成績帄均分及各細項得分均高於對照組，並達到顯著差異。

本研究推測這是由於學習者透過化身沉浸進入 SL 擬真場景後，激發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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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過去真實生活經驗的鏈接，強化了其在真實世界中的經驗，使得形容更

真實生動，達成更好的學習表現。 

 

    第三，在本研究中，透過課堂觀察發現實驗組的課堂積極性優於對照

組，但學習者在寫作和學習態度的問卷填答中得分提升卻不明顯。推測一

是由於本研究並未採用任務導向型教學法，亦未在遊戲中為學習者提供任

何形式的獎勵，未能從外部動機上激發學習者更強烈的學習興趣；二是由

於寫作對於學習者而言的確為較難的環節，而本研究時間過短。結合目前

的課堂觀察與問卷的具體項目分析，學習者通過 SL 確實感受到自己的寫

作過程順暢及寫作能力上升，可誘發其動機提升，並進一步提升其寫作能

力，從而形成良性循環。因此當研究時長延長後，預測學習者的寫作和學

習態度會有更為顯著的變化。 

 

 

第二節 研究限制 

 

雖然本研究通過準實驗研究法探討了 SL 對於寫作成績、寫作構思與

寫作及學習態度的影響，但仍存在以下研究限制。 

 

首先，本研究的樣本偏少，範圍過窄。本研究僅選用新加坡一中學二

年級的兩個班為實驗對象，樣本量相對偏少。此外，由於新加坡的華語文

學習環境與背景複雜，新加坡的華文學習者的個體差異較大，而本研究僅

選用了華文程度較高的學校學生為實驗對象，或許研究結果不適用於華文

程度較低的學生。 

 

其次，本研究的實驗時間較短。本研究僅持續了五週，進行了三次寫

作活動，由此可能造成學習者在短時間內的學習態度和寫作成績結果出現

偏誤，在未來的研究中應考慮延長實驗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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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未來發展之建議 

 

    依照新加坡《樂活善用》報告書，在資訊科技發展下，教師應重視資

訊科技在華文教學中的作用。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具體作用在於：1）

可為學生創設具體逼真的教學情境，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2）提供豐富

的教學資源，拓展學習內容；3）為能力不同的學生提供自主化、個別化

的學習方式：4）利用網路帄臺，促進協作式和探究性的學習。無論是何

種學習，研究者均強調真實性學習和情境化學習，在虛擬實境構建的擬真

環境無疑為為傳統教室注入真實性提供可能性。在未來的研究中，可以進

一步探討諸如SL的3D虛擬實境在語言學習過程中的更為廣泛的運用。具體

提出以下建議： 

 

1) 本研究證實SL為學習者帶來的真實體驗對於促進其寫作成績有

積極作用，未來可進一步結合3D虛擬實境的具體場景與教材設計，

優化傳統寫作教學。 

  

2) 在3D虛擬實境中考慮使用任務型導向法指導寫作教學，豐富寫作

教學活動，令3D虛擬實境對寫作學習更具針對性。 

 

3) 針對本研究中SL對於提升文字標點正確率不顯著這一結果，進一

步展開相關研究，以探求如何通過3D虛擬實境提升學習者文字識

記能力。 

 

4) 針對本研究中SL對於促進寫作態度不明顯這一研究結果，需進一

步探究，展開如何透過3D虛擬實境提升學習者寫作與華文學習態

度之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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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寫作圖片 

    第一次寫作圖片 

①一进房间，你会看到： ②走到房间里面，你会看到： 

 

③房间里的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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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寫作圖片 

①  中餐厅： 
 

 
 

②  西餐厅： 

 
 

参考词汇：灯笼、中国画、桌布、沙发、摆设  

参考句型：1、与„„相比；  2、„„与„„相同； 3、„„„„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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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寫作圖片 

①  平面图： ②  大门： 
 

 

③  海洋区和陆地区： 

 参考句型：1、、从„„往„„走；2、继续/一直往前„„；3、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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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教案 

第一次寫作活動 

活动一：描述场景 

一、配合课程  新加坡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司（2012），《中学华文高级二下》单元五之说话天地，新加坡：名创教育 

二、任务目标 练习如何有条理地描述一副图片的内容 

三、要点与技巧 1、描述图片的步骤：总体概括——描述细节——发表看法 

2、对细节的描述：图片内物体的大小、数量、颜色 

四、活动概述 利用师大饭店中的不同房间，对房间进行描述 

五、在 SL 中实践较课

本的拓展性 

1、学生的化身课置身于拟真场景中，更形象具体； 

2、相较于图片的单一视角，学生在 SL 中课通过各种角度观察场景，因此在描述时还需要注意方向性和方位词，

在描述的过程中更需要注意条理及顺序，更具挑战性 

六、辅助材料及数量 1、SL场景：一模一样的房间共5个，每个房间5-6人，实验员需在事前用学生账号登入到指定房间  

2、作文用图：印有房间的彩色截图，参考词汇及句型，2J-28张、2G-38张  

3、构思用纸：用以构思、记录，2J-28张、2G-38张  

4、写作用纸：用以写作，2J-28张、2G-38张  
 

七、课堂流程  
 

时间 地点 环节 内容 备注 

5min 
 

教室 引入主题 教师设置情境引入本课主题 

（―同学们，如果有你的朋友要来参观学校，你怎么告诉他让他来我们的

教室，请一位同学来说一下。‖ 

―这几周我们最后要学到如何有条理地描述一个场景或路线，那今天我们

从简单一点的开始，先学习如何描述一个房间。‖） 

 

20min 教室 写作教学 教师讲解本课写作要点与技巧 

（总体概括——描述细节——发表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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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课本第 10 页，以课本的图片为例，看到课本上的步骤： 

①. 仔细看图片，看清图片中人物的服饰、表情、动作、画面的背景等细

节。 

②. 描述图片时，要先概括图片的主要内容，然后按照一定顺序描写，可

以使用远、近、前、后、左、右等词语。 

③. 最后，要谈谈自己的看法。‖ 

―给大家两分钟先观察图片，然后我会请同学来发言。‖ 

―再翻到课本后一页，这幅图会更难一点，大家先观察两分钟我再请同学

发言。‖) 

5min  教室  写作前准备  教师总结回顾今日所学并介绍本课写作内容  

（―今天我们要描述的图片是一个房间，接下来会发给大家房间的照片，

大家有15分钟的时间可以观察图片和构思，想一想要怎么写。‖）  

对照班 

（―今天我们要描述的图片是一个房间，这是要写的房间的图片。但是在

写作前，大家有机会进入电脑进行实境体验，实际房间内走动和观察。现

在请大家跟我去电脑教室。‖）  

实验班  

15min  教室  构思记录  

  

教师发下作文用图  

（―现在发的是今天的要写的图片。另外，请同学们先拿出一张纸来进行

写作构思，大家有15分钟可以先构思看看要怎么写。‖） 

对照班 

电脑室  学生登入SL  

（―现在请同学们按照上次教的方法登入到Second Life，现在大家都进入了

今天要描写的房间内。大家有15分钟的时间，可以在房间里走走看看。请

大家拿出一张纸，可以先把想法记在上面，记得要写上名字。‖） 

实验班 

40min  教室  学生写作  （―大家构思得怎么样？现在大家可以在作文纸的反面开始写作了。‖） 对照班  

电脑室 学生登出SL，教师发下作文用图  

（―现在请同学们登出Second Life，这是今天要写的房间的图片，大家刚才

也进入到这个房间里了，下面请大家在作文纸上开始写作。‖）  

实验班 

5min  教室  写作结束  教师将写作用纸和构思用纸一并收回  对照班  

电脑室  实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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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寫作活動 

 

活动二：比较中餐厅与西餐厅 

一、配合课程  新加坡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司（2012），《中学华文高级二下》单元六之听说天地，新加坡：名创教育 

二、任务目标 练习事物之间的比较 

三、要点与技巧 1、说明事物是什么 

2、比较事物之间的相同与不同 

四、活动概述 利用师大岛的中餐厅与西餐厅,进行比较说明 

五、在 SL 中实践较

课本的拓展性 

1、学生的化身课置身于拟真场景中，更形象具体； 

2、课本侧重于物体的比较，而在 SL 中可进行场景的比较，且在前一单元已练习描述场景，为本活动打下基础 

六、辅助材料及数

量 

1、SL场景：中餐厅与西餐厅，实验员需在事前用学生账号登入到指定场景 

2、作文用图：印有中、西餐厅的彩色截图，参考词汇及句型，2J-28张、2G-38张  

3、构思用纸：用以构思、记录，2J-28张、2G-38张  

4、写作用纸：用以写作，2J-28张、2G-38张  
 

七、课堂流程  
 

时间 地点 环节 内容 备注 

5min 
 

教室 引入主题 教师设置情境引入本课主题 

（―同学们，如果今天爸爸妈妈说要带你们出去吃饭，问你们是想吃中餐

还是西餐，大家是不是要先比较一下这两个之间有什么不同才能做出选

择？‖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如何比较不同的事物。那因为我们上周已经学过了描

述一个场景，今天，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比较两个不同的场景。‖） 

 

20min 教室 写作教学 教师讲解本课写作要点与技巧 

（比较事物之间的相同与不同） 

（―请大家看到课本，如果要比较两个事物，可以按照下面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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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先分别描述两个事物的特征； 

②. 再比较两个的相同和不同。） 

5min  教室  写作前准备  教师总结回顾今日所学并介绍本课写作内容  

（―今天我们要比较的内容是中餐厅与西餐厅，这里有一张纸，纸上有中

餐厅和西餐厅，大家根据纸上的图片，写一篇作文，说明两个餐厅有什么

不同。‖） 

对照班 

（―今天我们要比较的内容是中餐厅与西餐厅，但是在写作前，大家可以

用电脑分别参观中餐厅和西餐厅，并且在纸上记录下这两个有什么相同和

不同。现在请大家跟我去电脑教室。‖） 

实验班  

15min  教室  构思记录  

  

教师发下作文用图  

（―现在给大家发作文的图片，和上周一样，先请同学们仔细观察一下这

张图片，构思一下要怎么写，如果有草稿或者想法，先记在图片的背面。‖） 

对照班 

电脑室  学生登入SL  

（―现在请同学们按照上次教的方法登入到Second Life，现在有的同学在中

餐厅，有的同学在西餐厅，你看好了之后就去另一个餐厅看看有什么不一

样，把它们记在草稿纸上，纸上要写好名字。大家只有15分钟，抓紧时间。‖） 

实验班 

40min  教室  学生写作  （―大家构思得怎么样？现在大家可以在作文纸上开始写作了。‖） 对照班  

电脑室 学生登出SL，教师发下作文用图  

（―现在请同学们登出SL，这是刚刚两个餐厅的图片，大家可以用它帮助

回忆，下面请大家在作文纸上开始写作。‖）  

实验班 

5min  教室  写作结束  教师将写作用纸和构思用纸一并收回  对照班  

电脑室  实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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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寫作活動 

 

活动三：景物描写 

一、配合课程  新加坡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司（2012），《中学华文高级二上》单元三之研讨与练习，新加坡：名创教育 

二、任务目标 练习有逻辑、有顺序地进行景物描写 

三、要点与技巧 1、注重游览顺序 

2、注重描写对象 

四、活动概述 利用师大岛的动物乐园进行描写 

五、在 SL 中实践较

课本的拓展性 

1、学生的化身课置身于拟真场景中，更形象具体； 

2、通过前两个单元所学的场景描写为本课奠定基础，在此层次上加入对景物的描写，形成完成丰富的记叙说明文 

六、辅助材料及

数量 

1、SL场景：动物乐园，实验员需在事前用学生账号登入到动物乐园中 

2、作文用图：印有动物乐园的彩色截图，参考词汇及句型，2J-28张、2G-33张  

3、构思用纸：用以构思、记录，2J-28张、2G-38张  

4、写作用纸：用以写作，2J-28张、2G-38张  
 

七、课堂流程  
 

时间 地点 环节 内容 备注 

5min 
 

教室 引入主题 教师设置情境引入本课主题 

（―大家有没有去过新加坡动物园啊？很好玩是不是？今天你有朋友从国

外来，你要带朋友去新加坡动物园玩，那你会怎么跟他介绍，让他可以按

照一条路线参观到所有动物呢？‖ 

―所以，今天我们学习如何按照游览顺序进行景物描写。‖） 

 

20min 教室 写作教学 教师讲解本课写作要点与技巧 

（按照一定的顺序并且主要各方面特点） 

（―大家看到课本，我们如果要有顺序的进行景物描写就要注意两点， 

①. 按照一定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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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在描写景物时注意形状、色彩、声音、气味等方面的特点） 

5min  教室  写作前准备  教师总结回顾今日所学并介绍本课写作内容  

（―大家看这里（播放作文用图的PPT），这是一个动物乐园。今天你就是

这个动物园的主人，需要你和别人介绍这个动物园，吸引更多的人，想想看

要怎么介绍。‖）  

 

 

今天我们要比较的内容是中餐厅与西餐厅，这里有一张纸，纸上有中餐厅

和西餐厅，大家根据纸上的图片，写一篇作文，说明两个餐厅有什么不

同。‖） 

对照班 

（―今天我们要比较的内容是中餐厅与西餐厅，但是在写作前，大家可以

用电脑分别参观中餐厅和西餐厅，并且在纸上记录下这两个有什么相同和

不同。现在请大家跟我去电脑教室。‖） 

实验班  

15min  教室  构思记录  

  

教师发下作文用图  

（―现在给大家发作文的图片，和上周一样，先请同学们仔细观察一下这

张图片，构思一下要怎么写，如果有草稿或者想法，先记在图片的背面。‖） 

对照班 

电脑室  学生登入SL  

（―现在请同学们按照上次教的方法登入到Second Life，现在有的同学在中

餐厅，有的同学在西餐厅，你看好了之后就去另一个餐厅看看有什么不一

样，把它们记在草稿纸上，纸上要写好名字。大家只有15分钟，抓紧时间。‖） 

实验班 

40min  教室  学生写作  （―大家构思得怎么样？现在大家可以在作文纸上开始写作了。‖） 对照班  

电脑室 学生登出SL，教师发下作文用图  

（―现在请同学们登出SL，这是刚刚两个餐厅的图片，大家可以用它帮助

回忆，下面请大家在作文纸上开始写作。‖）  

实验班 

5min  教室  写作结束  教师将写作用纸和构思用纸一并收回  对照班  

电脑室  实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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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作文评量表 

評量項目

（滿分） 

分值 標準 

內容（5） 5 分 符合文章主題，描述生動形象，有多感官描寫（視覺、聽覺、嗅覺

等）和細節描寫 

 4 分 符合文章主題，描述較為生動，有細節描寫 

 3 分 基本符合文章主題，描述普通 

 2 分 不太符合文章主題，描述單調 

 1 分 不太符合文章主題，缺乏細節描寫 

 0 分 不符合文章主題 

組織（5） 5 分 結構完整嚴謹，開頭結尾能表達自己的觀點； 

條理分明，能夠按照一定的描寫順寫描述，段落清楚，  

 4 分 結構完整，有基本的開頭和結尾； 

條理較為分明，基本能按照一定的描寫順序描寫，段落基本清楚 

 3 分 結構基本完整，有簡單的開頭和結尾； 

條理基本清楚，描述順序不太明顯，有分段意識 

 2 分 結構不太完整，開頭或結尾過於簡單； 

條理不太分明，描述順序混亂，段落不清楚 

 1 分 結構不完整，缺少開頭或結尾； 

條理不分明，無描述順序，無段落 

 0 分 結構不完整，缺少開頭結尾； 

條理混亂，描述無邏輯結構，無段落 

詞彙（5） 5 分 詞彙生動形象，使用恰當，且能正確使用成語 

 4 分 詞彙生動，使用較為恰當，成語使用較為正確 

 3 分 詞彙恰當，有成語 

 2 分 詞彙單調，不會使用成語 

 1 分 詞彙單調，使用不太恰當，沒有成語 

 0 分 詞彙使用錯誤較多，沒有成語 

文法（5） 5 分 語句通順流暢，句式多樣，有豐富大量的修辭手法 

 4 分 語句大部分通順流暢，句式較多，有豐富的修辭手法 

 3 分 語句基本通順，能正確使用常見句式，有修辭手法 

 2 分 語句不太通順，有大量語法錯誤，修辭手法使用不當 

 1 分 語句不通順，句式簡單且錯誤較多，沒有修辭手法 

 0 分 大量錯誤，文不達意 

文字標點

（5） 

5 分 漢字和標點使用正確，錯誤在 2 個及以下 

 4 分 漢字和標點錯誤在 4 個及以下 

 3 分 漢字和標點的錯誤在 5-10 個 

 2 分 漢字和標點的錯誤在 10-15 個 

 1 分 漢字和標點的錯誤在 15-20 個 

 0 分 漢字和標點的錯誤在 20 個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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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華語寫作態度問卷 

华文写作态度调查问卷 

Thank you for taking the time to complete this survey. Your feedback is important to us in helping 

understand learners’ Chinese writing experience and how they feel while writing in Chinese. The 

survey takes about 5-10 minutes of your time. All survey results will be used only for academic 

research purposes.  

 

Part 1 基本信息 Background information 

Please fill in the blanks or circle the appropriate information. 
年龄 Age：_____________ 

性别 Gender：_____________ 

年级 Grade：______________ 

种族 Race：1）华人 Chinese  2）非华人 non-Chinese (Please specify)___________ 

 

Part2 Please tick (√) the appropriate box.  

问题 

Question 

非常不同

意 

Extremely 

disagree 

不同意 

Disagree 

同意 

Agree 

非常同意 

Extremely  

agree 

1、 我觉得我无法成功写出一篇华文作文。 I 

feel I cannot successfully write a Chinese 

composition. 

    

2、 我写华文作文因为我想让他人知道我可以

做得很好。 I write Chinese essays, because I 

want people knowing that I can do very well. 

    

3、 如果我希望提升我的华文,我需要写华文作

文。 If I want to improve my Chinese, I need 

to do Chinese compositions. 

    

4、 写华文作文对于日常生活和华文学习是很

有帮助的。Writing Chinese essays is useful 

for my daily life and learning Chinese. 

    

5、 我可以用华文作文表达我的想法和情感并

且很享受写作过程。 I can express my 

thoughts through writing essays and enjoy 

writing. 

    

6、 我认为可以通过更难的写作任务提升我的

华文。I think that I can improve my Chinese 

better through doing more difficult writing 

tasks. 

    

7、 我喜欢写华文作文。I enjoy writing Chinese 

compositions. 

    

8、 我不介意做华文写作的任务。I don’t mind 

doing Chinese writing and assig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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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觉得华文写作任务很无趣。I find Chinese 

writing tasks boring. 

    

10、我觉得我的华文作文没有新意，让我很厌

烦写作。I think my Chinese writing is not 

original and I am bored with writing. 

    

11、当我的华文能力提升时我感到很高兴。I 

feel excited when my Chinese skill is 

improved. 

    

12、我喜欢写华文作文因为这让我感到开心。I 

like writing Chinese essays because it makes 

me happy. 

    

13、我写华文作文因为我想和我的朋友保持亲

密的关系。I write Chinese essays because I 

want to maintain close relationships with my 

friends. 

    

14、当我完成了华文写作任务我觉得很满足。I 

feel satisfied when I finish the Chinese 

writing tasks. 

    

15、我觉得写华文作文很有趣。I find writing 

Chinese compositions is interesting. 

    

16、如果我的华文写作成绩比我预期要好，我

会感到很兴奋。I will be very excited if my 

Chinese writing is better than I expected. 

    

17、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华文作文。I don’t 

know why I have to write Chinese essays. 

    

18、当我写华文作文时我觉得很兴奋。l excited 

when I write Chinese compositions. 

    

19、我觉得写华文作文浪费时间精力。I think 

that writing Chinese essays is wasting time 

and energy. 

    

20、我在写华文作文时不知道应该写什么，让

我沮丧。I do not know what to write while 

writing Chinese compositions, which makes 

me frusted.. 

    

21、我觉得写华文作文很难，我不喜欢。 I think 

it difficult to write Chinese composition and I 

do not like it.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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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華語學習態度問卷 

 

华文学习态度调查问卷 

 
Thank you for taking the time to complete this survey. Your feedback is important to us in helping 

understand learners’ Chinese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how they feel while learning Chinese. The 

survey takes about 5-10 minutes of your time. All survey results will be used only for academic 

research purposes. 

 

Part 1 基本信息 Background information 

Please fill in the blanks or circle the appropriate information. 
年龄 Age：_____________ 

性别 Gender：_____________ 

年级 Grade：______________ 

种族 Race：1）华人 Chinese  2）非华人 non-Chinese (Please specify)___________ 

 

Part2 Please tick (√) the appropriate box.  

问题 

Question 

非 常 不 同

意 

Extremely 

disagree 

不同意 

Disagree 

同意 

Agree 

非常同意 

Extremely  

agree 

1、 我可以从学华文的过程中得到乐趣。I find 

great pleasure in learning Chinese. 

    

2、 当遇到和课程中学习内容相似的情况时，

我有信心能和说华文的朋友用华文沟通。I 

have confidence to communicate with a 

Chinese friend in Chinese on topics similar 

to those covered in this class. 

    

3、 说华文能让我从事更好、更有趣的工作。

If I can speak Chinese, I can find more 

interesting and better jobs. 

    

4、 华文课里的任务活动很有趣，对我的华文

能力也有帮助。The language tasks in our 

Chinese lessons are interesting and helpful! 

    

5、 学习华文可以扩展我的视野。Learning 

Chinese broadens my horizons. 

    

6、 我常常思考如何把华文学得更好。I often 

think about how I can learn Chinese better. 

    

7、 华文让我成为更有竞争力的求职者。

Chinese will makes me more competitive in 

the job market. 

    

8、 我喜欢学华文。I enjoy learning Chinese.     

9、 学习华文对我未来的事业有帮助。

Learning Chinese is helpful for my future 

car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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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我 的 华 文 沟 通 技 巧 不 错 。 My 

communication ability in Chinese is good. 

    

11、我觉得华文课里的任务活动对于提高我

的华文水平很有用。I found the task-based 

lessons we have done were useful to 

improve my Chinese. 

    

12、如果我在华文课表现得很好，是因为我很

努力。If I do well in this course, it will be 

because I work hard. 

    

13、我会尽全力学习华文。I can honestly say 

that I really put my best effort into trying to 

learn Chinese. 

    

14、我对中华文化、历史及文学有兴趣。I am 

interested in Chinese culture, history and/or 

literature. 

    

15、我希望到说华文的国家旅行。I would like 

to travel to a Chinese-speaking country. 

    

16、如果我被要求在华文课发言会觉得不舒

服。I feel uncomfortable if I am asked to 

speak in my Chinese class. 

    

17、学华文帮助我了解说华文的人和他们的

生活方式。Learning Chinese helps me 

understand Chinese-speaking people and 

their way of life. 

    

18、我认为学习华文能让我得到更好的教育

机会。I think learning Chinese will enable 

me to get a better education opportunity. 

    

19、我觉得我的华文还不错。 I think my 

Chinese is quite good. 

    

20、我会尽可能地持续学习华文。I plan to 

continue studying Chinese for as long as 

possible. 

    

21、如果我在华文课堂上表现不好，是因为课

程太难了。If I don’t do well in this class, it 

will be because the class is too difficult. 

    

22、学习华文让我觉得有成功感。Learning 

Chinese makes me feel successful.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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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課堂觀察表 

 

時間： 

 

班級： 教師： 觀察員： 

教學主題  

教學活動 觀察項目 觀察結果 備註 

寫作前 

1、是否對課堂充

滿期待 

  

2、是否對課堂充

滿好奇 

  

3、是否能迅速做

好課前準備 

  

寫作構思 

4、是否能迅速進

入構思狀態 

  

5、是否積極   

6、是否主動   

寫作階段 

7、是否專注   

8、是否可以依據

所學內容順利完

成 

  

9、是否時間充足   

修正階段 
10、是否進行作文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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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研究同意書 

虚拟实境中的真实体验对华文写作之影响研究 

家长同意书 

 
研究课题：  虚拟实境中的真实体验对华文写作之影响 

项目顾问：  陈之权院长（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篮玉如博士（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项目总监：  张丽妹博士（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研究员：    吕伯宁（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电话/电邮： 张丽妹博士——6467 5667, ext 308/ limei.zhang@sccl.sg 

地址：      Singapore Centre for Chinese Language, NTU, 

287 Ghim Moh Road, Singapore 279623 

 

1、 研究目的：研究证实利用 3D 虚拟情境辅助语言学习有一定的成效。来自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的研究人员将配合德明政府中学华文课程的规划展开上述研究，希

望藉此促进贵子弟华文学习动机与成效。 

2、 研究过程：在本实验中，参与者将被要求进行华文写作，且实验组学生将在写作前利用

电脑在虚拟环境中进行真实体验活动。本研究将使用荧幕侧录工具，记录下学生在虚拟

环境中的活动，但不会对学生本人进行录像。参与的学生也将参加前/后测问卷调查。 

3、 研究周期：本研究为期 2个月（2016年 1月至 2月）。 

4、 保密宣言：所有参与研究的个人资料将受到保密。实验资料分析结果将得到谨慎处理，

仅供研究用，不对外公开。 

5、 相关影响：我们已和老师协调好，这项研究将完全不会影响您孩子的正课学习。 

6、 研究益处：参与本研究将可能提高您孩子对华文的兴趣与能力。 

7、 参与研究是自愿的：如果您的孩子不想参与本研究项目，或于研究中途希望退出研究项

目，您可随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学校老师。 

8、 其他资讯：若您对本研究项目有任何疑问，请尽管联系项目总监。 

9、 家长声明（请圈选合适的选项）： 

 

本人已获知上述研究项目及信息，并同意/不同意我的孩子参与该项研究。 

 

 

家长签字：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 

家长姓名：_________________             学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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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 of Authentic Experience in Virtual Environment on Chinese 

Writing‖ Consent Form (For Parents) 

 

Title of project: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 of Authentic Experience in Virtual Environment on 

Chinese Writing 

Project Consultants: Dr. Chin Chee Kuen (ED, SCCL, NTU) 

Dr. Lan Yu-Ju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NTNU) 

Project Director:    Dr Zhang Limei (SCCL) 

Researcher:        Lyu Boning (SCCL) 

Telephone/Email:   Dr Zhang Limei—6467 5667, ext. 308/ limei.zhang@sccl.sg 

Address:           Singapore Centre for Chinese Language, NTU, 

287 Ghim Moh Road, Singapore 279623 

 

1、 Purpose of the study: Research has showed that the use of 3D virtual environments has 

positive results in supporting language learning. A research team from the Singapore Centre 

for Chinese Language(SCCL),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together with the Chinese 

Language Department of Dunman High School, will be jointly conducting a study about the 

effect of 3D virtual environment on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aiming to promote students’ 

Chinese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effectiveness. 

2、 Procedures to be followed: In the study, participants will be required to write Chinese 

compositions. Those in the experiment group will have authentic experience in 3D Virtual 

World via computers before writing. A screen recording tool will be used to record the 

students’ activities in the virtual world, but not the students themselves. Students will also be 

required to participate in pre-/post- surveys.  

3、 Duration: This study will commence from January to February 2016. 

4、 Confidentiality: All participants’ personal details will remain confidential. All reasonable 

measures to protect the confidentiality of your child’s identity will be taken. 

5、 Interference: We have communicated and made arrangement with the participating teachers 

so that this study will not affect the learning of the usual curriculum of your child. 

6、 Benefits: Participation in this study may raise your child’s interest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improve your child’s Chinese skill. 

7、 Participation is voluntary: If you decide to opt out or discontinue your child’s participation 

in this research, you are free to withdraw at any time by writing to the teacher of your child. 

8、 More information: You are encouraged to contact the project director if you have any queries 

or concerns about this study. 

9、 Acknowledgement(Please circle as appropriate): 

 

I was informed of the above-mentioned project and its details, and I agree / 

disagree that my child participates in the project. 

 

Signature of Parent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of Parent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of Student: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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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实境中的真实体验对华文写作之影响研究 

学生同意书 
 

 

亲爱的同学您好： 

 
我们是来自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文化教研中心和德明政府中学华文部的研究团队，

我们目前正在进行一项题为“虚拟实境中的真实体验对华文写作之影响”的研究。在此，

我们希望可以花更多时间让你了解这项课题。 

 

我们已在早前取得了您家长的同意书，然而，您的决定对我们而言也很重要。如果

您同意参加本研究，您将需要进行华文写作，且实验组学生将在写作前利用电脑在虚拟

环境中进行真实体验活动。本研究将使用荧幕侧录工具，记录下您在虚拟环境中的活动，

但不会对您本人进行录像。参与的学生也将参加前/后测问卷调查。这些活动收集到的

数据将用于研究分析。我们确保您的个人信息将受到保密。参与研究不会影响您平日课

程或成绩。 

 

若您对本研究项目有任何疑问,请随时提出。 

 

请通过在下面的句子中圈出合适的选项并签名告知您的决定。 

 

 

我同意/不同意参与本研究。 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 班级: 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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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 of Authentic Experience in Virtual Environment on Chinese 

Writing‖ Consent Form 

(For Students) 

 
Dear Students, 

 

We are a team of researchers from the Singapore Centre for Chinese Language 

(SCCL),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and the Chinese Language Department of 

Dunman High School. We are now conducting a study entitled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 of 

Authentic Experience in Virtual Environment on Chinese Writing. We hope to spend some 

time with you to let you know more about details of this project. 

 

We have obtained written consent from your parent/guardian earlier to let you join 

this project. However, your decision is also very important to us. If you agree to participate in 

this project, we will require you to write Chinese compositions. The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 group will have authentic experience in 3D Virtual World via computers before 

writing. A screen recording tool will be used to record your activities in the virtual world, but 

not yourself. You will also be required to participate in pre-/post- surveys. Please be assured 

that all your personal details and responses will be kept confidential. Your participation in the 

survey will not affect your normal school curriculum or results. 

 

If you have any further question, please feel free to raise it anytime. 

 

Please kindly indicate your participation in this project by selecting the appropriate 

section in the following sentence below and sign your name beside it.  

 

 

I agree / do not agree to participate in this project.  Signature:_______________ 

 

 

 

Name of Student:________________ Class: 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