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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對劇本寫作計畫進行整體瀏覽，作為實施上的參照。第二節

介紹溝通式教學觀，說明劇本寫作計畫之理論基礎。第三、四節分別探

討第二語言寫作過程觀、戲劇理論，建立基本的寫作教學模式。第五節

討論語言教學中戲劇技巧之運用，作為本計畫教學上的實務性根據。 

第一節 劇本寫作計畫 

本節根據文獻中的先例，探討劇本寫作計畫之流程，以及劇本寫

作活動之步驟，以作為實施上之參照。 

2.1.1 劇本寫作計畫之流程 

此處將以 Wessels（1987）所執行歷時六週的計畫為例，說明流程

安排的可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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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前置階段應就組成計畫的數項要素加以考量，包括：一、

劇本本身，主要情節應力求簡潔，重視大量的會話互動。並應包含一

兩個場景，是全體學習者都能同時出現在舞台上的。二、參與者，學

習者理想上應為進階程度，並出於自願。教師不必具戲劇表演經驗，

興趣與執行力較重要。三、團體，醞釀適當的工作氣氛，明確規劃時

間表，訂定紀律。四、時間，應在六星期內完成，以凝聚學習者的興

趣與動機。五、地點，選擇固定、足夠的空間，進行簡單的布置。 

其次，進入排演階段，為計畫的核心。第一週應完成角色分派、

更動，首次排演應從包含全體學習者的場景開始，以免某些學習者一開

始即失去興趣。往後每週應維持三次排練，第二到四週屬於前期排演，

每次排演應先進行熱身活動，並鼓勵即興創作，在過程中隨時修改劇

本。第五週開始屬於後期排演，應開始潤飾場景之間的連繫，並可為學

習者進行錄影、拍照活動，幫助學習者了解自己的表現。最後一週，配

合化妝造型，開始進行每日全本的排演，直到正式演出。 

正式演出之後，應該進行後續活動（follow-up activity），讓學習者

分享彼此的心得與感想。 

2.1.2 劇本寫作活動之步驟 

    以下將根據 Elgar（2002）所設計出的劇本寫作與朗讀活動，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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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劇本寫作活動本身之步驟。 

    首先，顧慮到將整個劇本搬上舞台可能遭遇的現實困難，包括學習

者興趣持續力不佳、整本演出時間太長、台詞記憶不易等問題，因此將

劇本的寫作範圍限制在一個場景內，以表現角色之間的對話為主。即以

劇本寫作與朗讀為主要目的，而非舞台表現。 

    其次，將劇本寫作分為寫作前階段與實際寫作本身。寫作前階段分

為兩個部分：先進行計畫介紹，教師先向學習者說明計畫內容、目的與

採行程序。之後請學習者分組討論可能的主題，並各自寫下理想的劇本

綱要。角色的處理如性別與數量，必須與教室內的實際狀況相符。接下

來決定主題，根據各組劇本摘要，票選出共同劇本。經由討論闡明角色

與情節，並畫分不同場景。每個學習者都必須演出一個角色，並利用課

外時間，獨立或是團體合作寫出一場戲。 

與實際寫作本身相關的工作則可分為四個步驟，第一步為分組完

成草稿。第二步為各組修改草稿。第三步開始針對整齣戲的草稿，共同

進行閱讀、討論與修改，須不斷考量前場戲對後場戲的影響。第四步則

再次就每場戲的修改版本重複進行閱讀、討論，直到完成整齣戲。 

2.1.3 小結 

    根據 Wessels，劇本寫作計畫的流程設置，可以用三項原則來歸結：



 12

一、針對計畫本身的組成要素加以分析，包括劇本、參與者、團體、時

間、地點。二、訂定時程表，確認總時數與階段性工作。三、計畫結束

後應進行後續活動。 

    就劇本寫作本身而言，Elgar 所提示的做法可用三項要點來說明：

一、應適度限制場景的表現，以主角間的對話為主。二、應符合教室內

的現實狀況，如角色應與學習者的人數與性別相應，讓每個人都有表現

機會。三、劃分出寫作前與實際寫作之階段性工作，前者包含討論、決

定主題、完成大綱等活動，後者包含擬草、閱讀、討論、修改等活動。 

本計畫大抵將依照上述歸納的原則與要點，加以規劃，然而某些細

節將略做更動。首先，就劇本本身而言，Elgar 將寫作範圍限制在一個

場景內，但在本計畫中，持較開放的態度，由學習者決定場景轉換，但

仍以盡量避免過於複雜為原則。同時遵照將 Wessels 所提出的，應至少

包含一或兩個場景，可讓所有的學習者同時出現在舞台上。 

其次，就學習者的程度而言，Wessels 認為理想上應為進階程度，

但在本計畫中，將學習者實際背景加以分析後，無法完全符合理想27，

因此將利用分工合作的方式，由程度較高的學習者帶領程度較低的學習

者，而教師從旁指導。 

最後，就活動型態而言，Elgar 對於口語訓練與舞台表達幾無著墨，

                                                 
27 請參照第 4.1.3 節，學習者背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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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則不盡相同。除寫作前、實際寫作之階段性工作外，亦考量到閱

讀、排演與修改，以及演出後的後續活動。又 Wessels 將排演視為計畫

的核心，但這是在已有完整劇本的情況下。本計畫中，討論、寫作、排

演並列為三大主要活動，循環反覆，經由不斷地修改劇本，達成最終演

出目標。這三大活動在實際進行時或有重疊的情況，無法絕對區分。 

第二節 溝通式教學觀28 

劇本寫作作為一項整合性的教學活動，符合語言教學的溝通觀29，

以下將檢視溝通式教學觀的重要內涵，包括以溝通為目的之語言教學

觀，以互動、任務、學習者三者為重的教學導向，以真實性的教材為主

要輸入來源、符合溝通取向之師生互動。同時亦探討溝通式寫作之三項

                                                 
28 Richards & Rogers（2001）將語言教學法（method）區分為三個層次來理解：鉅

觀層次的教學觀（approach），牽涉到語言本質論與學習理論，中間層次的設計

（design），提供課程呈現的框架，而微觀層次的程序（procedure），則就實際的課

室教學而言。溝通式教學法被視為一種教學觀，由此發展出教學設計與教學程序。 

29 Wessels（1987）將戲劇計畫指為對溝通式教學觀的實踐，Schewe（1993）探索了

以戲劇為本的外語課程之理論架構，並將溝通式教學觀視為必要基石，Dodson

（2000）亦指出戲劇可融入溝通式的語言教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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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條件，以作為劇本寫作計畫之理論基礎。 

2.2.1 以溝通為目的 

一、語言教學的目標在於溝通能力的培養 

    根據 Richards & Rogers（2001），溝通式教學法對於語言本質採取

溝通觀，即一、語言是表達意義的系統，二、語言的首要功能在互動與

溝通，三、語言的結構反映其使用上的功能性與溝通性，四、劃分語言

的基本單位，不只根據其語法與結構的特徵，還包括其功能性與溝通性

的意義。而語言教學的目標，即在於發展 Hymes（1972）所指的溝通

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溝通式教學法具有豐富的語言理論

基礎，除 Hymes（1972）外，Halliday（1975）提出的七項語言功能觀30

也有重要貢獻，稍後，Canale & Swain（1980）將溝通能力分析為四個

面向31，更具有教學影響力。 

    Schewe（1993）認為，Halliday 所提的互動功能－即運用語言創造

                                                 
30 Halliday（1975）所提出的此七項語言功能包括工具的（instrumental）, 調節的

（regulatory）, 互動的（interactional）, 個人的（personal）, 啟發的（heuristic）, 想

像的（imaginative）, 表徵的（representational）等。 

31 Canale & Swain（1980）所指的溝通能力之四個面向為語法能力（grammatical 

competence）, 社會語言能力（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 篇章能力（discourse 

competence）, 策略能力（strategic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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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他人的互動、個人功能－即運用語言表達個人情感與意思、啟發功能

－即運用語言學習與發現、想像功能－即運用語言開創想像的世界，以

及 Canale & Swain 所謂的社會語言能力－即對溝通發生之社會情境的

理解、策略能力－即溝通者運用的溝通策略等等，特別與戲劇有相關性。 

 二、語言習得的條件必涉及真實溝通 

 Richards & Rogers 從溝通式教學法的實務中歸納出三條原則，指

出第二語言學習所需的條件，包括：一、溝通（communication）原則，

指學習活動應涉及真實的溝通。二、任務（task）原則，指使用目的語

實踐具有意義的任務。三、意義（meaningfulness）原則，學習活動中

使用的語言，對學習者而言應具有意義且實用。另外，Krashen（1982）

的第二語言習得理論也提供了必要基礎32。 

    Schewe 指出上述原則與習得理論，同樣適用於以戲劇為本的外語

課程。若對 Schewe 的看法簡單地加以描述，即透過各種語言或非語言

的表達手法，將情境在舞台上呈現出來，使溝通產生。這種任務式的教

學活動不是孤立的，涵蓋在演出情境的框架內，學習者處在虛擬的安全

面具下，將自己的經驗引介進來，並被鼓舞，就目前所學不斷產生語句。 

三、教學設計須顧及學習者對於語言的意義與溝通之需求 
                                                 
32 Krashen（1982）提出，習得（aquisition）訴諸自然的溝通，即使用目的語進行有

意義的互動。強調語言所承載的意義與溝通功能，而非語言形式本身的正誤，從中

提高語言的流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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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s & Rogers 歸納出八個溝通式教學法的教學大綱33，其中以

互動性、任務基準、學習者創造三者所描述的課室型態，跳脫教與學之

間一對一的相應關係，別具新意。互動式大綱以學習者之間的互動合

作，為主要學習方式。任務基準式大綱以各種任務的達成作為學習的重

心，最終目的在於訊息的傳送。學習者創造大綱則強調學習者對於其學

習需求與內容之自我認知與創造，應被視為整體學習過程之一部分。 

上述三種大綱，被 Schewe 視為以戲劇為本的外語課程的教學大綱

設計的出發點。 

2.2.2 以互動為鑰 

根據 Rivers（1987），互動是開啟溝通之鑰，當學習者專注於真實

訊息之傳達與接收，即互動，則對語言的使用將臻至完熟。互動所指不

僅為個人意念的表達，還包括對他人的理解，以及在共同的語境下進行

意義的協商。 

                                                 
33 Richards & Rogers（2001）歸納出的八項教學大綱為：1. 結構功能並重（structures 

plus functions） 2. 功能環繞結構核心（functional spiral around a structural core）3. 結

構、功能、工具三者並重（structural, functional, instrumental）4. 功能性（functional）

5. 概念性（notional）6. 互動性（interactional）7. 任務基準（task-based）8. 學習者

創造（learner-gene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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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以任務為本 

Richards & Rogers 指出，溝通式教學法的教學活動設計，在形式

上沒有限制，但一般設計的重點在於利用目的語為媒介，通過訊息傳

達、意義協商、互動等過程，以完成任務。 

根據 Nunan（1989），溝通式任務之定義為，以意義為中心的活動，

牽涉學習者對目的語使用之理解、製造、互動。他並倡導一個較為主動

的教師角色，視課室教學之實際狀況，調整甚至重新設計既定的大綱、

教材與課室活動，而不再只是被動接收者與實踐者。為了幫助教師發展

與評鑑溝通式任務，他針對溝通式任務的八項構成要素，提出了一系列

指導原則。如下： 

一、 目標（goals）：首先應考量課程總目標，是否能反映教學理論，

適合學習者能力，適度讓學習者涉入真實世界，引發動機與興趣。 

二、 輸入（input）：應根據目標選擇或創造輸入的形式，並特別強調

其真實性（authentic）－即必須是非特定為語言學習所設計的。 

三、 活動（activities）：根據目標與輸入設定活動形態，並應考量是否

與真實世界有所聯繫，是否具有訊息溝34的條件足以推動意義協

                                                 
34 根據 Richards & Rogers（2001），訊息溝（information gap）技巧之利用，乃是溝

通式教學法的課室活動特點之ㄧ，即在雙方所掌握的訊息相交錯的情況下，利用提

問、協商、溝通等方式，拼湊出完整的內容，以達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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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是否能帶動團體合作等特質。 

四、 角色（roles）：須考量學習者與教師角色之相對關係，在溝通式

任務中，這種關係特別呈現互補的狀態。 

五、 設置（setting）：意謂教室內的設置須符合任務的活動形態，因為

這是學習實際發生的環境。 

六、 實施（implementation）：觀察學習者使用語言的情形，學習興趣

是否確實被引發，學習者之間的溝通性互動、意義性協商被推進

到何種程度，以及是否超越預期等。 

七、 分級（grading）與整合（integration）：觀察任務難度是否適當，

能否予以改善，編排是否具遞進層次，是否將學習策略納入等。 

八、 評量（assessment）與評鑑（evaluation）：包括對學習者的自我評

量、對整個任務設計的評鑑、教師的自我評鑑等。 

2.2.4 以學習者為中心 

Richards & Rogers 提及另兩個溝通式教學法常加以引證的範疇。即

以學習者為中心(learner-centered)、以經驗為基礎(experience-based)。個

別的學習者被視為擁有獨特的興趣、風格、需求以及目標，這些都應反

映在教學設計中。並以此為基礎發展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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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Schewe（1993）也援引了 Scheller（1981）提出的經驗連

結理論（the experience-related method）35，將之運用在戲劇教學上，並

可與溝通式教學法相發明。簡言之，即在這種教學模式中，戲劇作為個

人經驗的象徵性描述，凌駕語言而成為抽象表達的媒介與溝通的手段，

而團體通過戲劇此經驗共享的過程，達到彼此間的互動與溝通。 

2.2.5 真實性的教材 

Richards & Rogers 指出，教材在溝通式教學中佔據首要角色，直

接影響課室互動與語言使用，目前最常使用的，分別為據溝通式教法所

設計的教材文本（text-based materials）、以任務為主的教學活動

（task-based materials）、取自真實生活的素材（realia materials）。 

至於在戲劇為本的外語課程中，Schewe 認為教材並沒有限制。各

種類型的素材都可以放入戲劇的框架之下，同時不限於文本，他種形式

如音樂、影像、圖片都可以運用。 

2.2.6 符合溝通取向之師生互動 

                                                 
35 Scheller（1981）指出，學習者的個人經驗，對他們而言具意義的事件或幻想，他

們內心的衝突、慾望、恐懼、夢等等，都是學習過程中必要的素材。如此學習者將

主動地參與和學習，並且不只是用語言，更是用自己的感覺在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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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s & Rogers 指出，溝通式教學法將學習者視為協商者，透

過大量與同儕之間的互動來溝通意念，以達到學習的目的。教師角色可

以是輔助者、參與者、需求分析者、諮詢者、管理者等，同時須具敏感

特質，隨時觀察學習者需求，建立符合溝通取向之師生互動關係。 

同樣地，在戲劇為本的外語課程中，Schewe 認為師生或團體之間，

須持續不斷地協商感覺與意義，塑造一種合作與分享的學習。 

2.2.7 溝通式寫作（Communicative Writing） 

溝通式寫作教學主要包含三項條件： 

 提供真實而具有意義的寫作目的 

根據 Matsubara（2001）認為教師應盡量提供學生真實而有意義的

寫作目的，學習者將表現出較強的動機與自信，作品亦較具溝通性。 

 為真實的讀者36寫作 

                                                 

36 Ishihara（1996）指出，真實的讀者（real audience）意謂為特殊溝通目的而寫作

的對象。而在寫作過程中，作者往往必須考量如何建立與讀者之間的互動，即界定

讀者的喜好與需求，因此勢必喚起過去的社會互動經驗，透過個人視角在腦中建構

出想像的讀者（imagined audience）。這是寫作作為一種溝通途徑，與面對面對話之

間最大的不同。因而所謂真實與想像，兩者的概念應是有所重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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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subara 亦認為學習者應清楚意識到他們的讀者是誰，才能達成

溝通性的寫作。在傳統的課室教學中，教師往往是唯一的讀者，所謂“為

真實的讀者寫作”並不存在。同時教師常表現出尖銳而挑剔的態度，容

易使學習者喪失安全感。在溝通式的寫作教學中，教師須同時扮演安全

與危險的雙面讀者角色：前者意味具備同理心，採取較為包容的姿態，

以鼓勵為首要策略；而後者則是站在較為嚴厲的立場，以糾正為先。 

 作者與讀者之間不間斷地互動 

承上，為了讓真實的溝通產生，應引發作者與讀者之間不間斷地

互動，Ishihara（1996）指出其途徑有三： 

首先，應該整合寫作與其他聽說讀技能。可與寫作相結合的聽說

活動，包括腦力激盪、引導討論、訪談、說故事、自由寫作等，使學習

者專注於內容而非形式，更易於在寫作中表達自己。閱讀被視為習得寫

作技能的基本模式，學習者透過閱讀－寫作連結的活動，意識到作者與

讀者在文本中產生的對話關係37，有助於寫作能力之提升。Zamel（1992）

列舉了數種相關活動，如札記寫作（journal-writing）、寫作前階段的寫

                                                 

37 即 Johns（1990）所謂的互動觀（interactive views），指作者試圖透過作品尋求讀

者的共鳴，讀者被視為原本即抱持著一種對形式與內容的概念模型，透過閱讀過程，

此概念模型被作者的文本所激活，即讀者對作者提供的故事或論點產生理解與認

同，則其心中所持的現實與真實，也隨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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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writing in the pre-writing stage）等。 

其次，修改（revision）作為寫作的內在過程之ㄧ，提供了引發作

者覺察到讀者存在，以及與讀者產生互動之可能性。同儕修改

（peer-revision）主要透過合作方式進行，學習者彼此之間分享草稿，

互相討論並給予建議。教師修改（teacher-revision）也非常重要，可讓

學習者先自行找出有待改進之處，寫下註解，教師再給予回應，讓學習

者主動地提出個人在寫作上的問題，並學習接納他人評析的觀點。 

最後，到了寫作完成的階段，應鼓勵學習者尋找真正的讀者，如

將一封寫好的信寄出給特定對象。 

2.2.8 小結 

首先，劇本寫作計畫兼及兩個層次的溝通活動，本身即具有強烈

的溝通性，已如前述，因此符合溝通式教學法以溝通為目的的內涵。 

其次，劇本寫作計畫中，涵蓋了多項溝通式教學活動38，因此本研

究將之視為一項溝通式任務。而 Nunan 所提的八項溝通式任務的構成

要素，即目標、活動、輸入、角色、設置、實施、分級與整合、評量與
                                                 
38 例如 Littlewood（1981）的社會互動性活動（social interaction activities），包括對

話（dialogue）、角色扮演（role-plays）、模仿（simulation）、即興創作（improvisation）；

Pattison（1987）的溝通策略（communication strategies）、討論與決定（discussions and 

decisions）；Clark（1987）的想像性文本創作（create an imaginative tex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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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架構完整，可以作為教學設計上的參考。 

第三、在溝通式任務中，最重視真實性教材的輸入，則可以個人

經驗的投注，作為最直接的來源。學習者將個人經驗以戲劇的形式表現

出來，重在意義的表現、價值的傳達，超越對語言形式正誤的關注，並

建立與觀眾之互動關係。整體而言，符合溝通式教學法所謂，語言習得

必涉及真實溝通之基礎，並能切中學習者中心、經驗基礎的教與學。 

第四、就劇本寫作本身而言，本計畫具備溝通式寫作的特質。計

畫的目標指向最終演出，並接受觀眾的檢驗，因此具有實際的寫作目

的，是為真實的對象寫作。計畫涵蓋了討論、寫作、排演、修改等過程，

將寫與聽說讀相結合，同時採用團體合作的方式，包含大量的教師與同

儕回饋，創造了作者與讀者之間的互動。 

第五、就溝通式寫作而言，教師角色較為彈性，一方面應採團體

回饋的方式，打破唯一讀者之限制；一方面以安全與危險的雙面讀者形

象出現，既給予學習者正面的建議，又能適時進行糾正。若進而融合溝

通式教學法的理念，即教師角色的多元性，則在劇本寫作計畫中，師生

關係可說是互補的。當學習者較強勢時，教師應給予足夠的空間發揮，

反之，當學習者遭遇瓶頸時，教師應適時提供有力的指引。但兩者間的

基本關係，仍可被描述為協商、溝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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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第二語言寫作過程觀 

    本節首先介紹當代第二語言寫作過程觀之發展，闡述過程觀教學理

念的重點，繼而簡要說明過程觀的寫作模式與教學策略，以及適當的學

習者與教師角色，作為實際進行教學時，課室運作之參考。 

2.3.1 寫作過程觀之發展 

Grabe & Kaplan（1996）指出，寫作過程觀（process approach）於

1960 年代末期興起，鼓勵教師與學習者進行更有意義的互動、更具目

的性的寫作。當代第二語言寫作研究，即奠基在寫作過程觀之上。 

 以學習者／作者為中心 

首先，過程觀鼓勵自我發現、展露作者聲音，就對作者而言具重

要性的主題，進行有意義的寫作。作者內心都有表達自己、與外界溝通

的慾望，因而激發其創作。此即表現主義（expressivism），為過程觀發

展的第一階段。 

過程觀的第二發展階段為認知主義（cognitivist），Johns（1990）

指出，認知主義對於過程觀影響更鉅。作者在創作過程中展示其對現實

的洞察，並經由作品中心意義的建構，揭露其內心所抱持的真理。作者

被視為作品的創造者，而其心理運作乃創作過程中最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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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取工作坊（workshop）之教學模式 

Silva（1990）將過程觀的 ESL 課室情境描述為正面的、鼓勵性的、

合作的工作坊，教師角色在於幫助學習者發展多變的策略包括起筆、擬

草、刪修以及最後對語言形式的修正。相對於作者是發現與表達意義的

中心，讀者則專注於內容與意義協商，語言形式則是次要的、衍生的，

是為了其內容與目的而存在的。 

Williams（1998）指出，過程觀顛覆了傳統寫作教學的課室形態，

即以團體組成的工作坊為運作單位，將焦點從教師轉移到學習者身上，

創造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環境，寫作活動主要圍繞在寫作、討論草稿、再

寫作之上，教師如同教練一般，對學習者的表現給予立即的糾正、讚美

等，並要求學習者根據團體的回饋，不斷地進行修改。 

 有意義的寫作任務 

過程觀指出寫作是一個複雜而非直線性的過程，探討了寫作過程

中的重要元素，但卻過於偏重個人表達與心理認知歷程，而忽略了真實

環境對於作者的影響。從 1980 年代開始，社會情境（social-context）

之觀點注入寫作過程觀中，寫作被視為針對特殊對象、在特殊環境下發

生的社會行為，同時對於讀者的概念也隨之擴張，從課室內的團體到整

個社會，這是過程觀發展的第三階段。Williams（1998）指出，在真實

的情況下，寫作往往是為因應工作內容要求，而非出於個人表達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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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並引介了言談社群（discourse communities）的概念，進一

步說明個人與團體之間的互動關係，此即過程觀發展的第四階段。意謂

在某團體成員彼此之間，分享共同的價值觀與語言，當某個體欲獲得認

可並進入其中，則必掌握其共同語言。簡言之，這種共同的語言，標誌

了圈外與圈內人之分別。 

在課室教學中，固然無法反映寫作的真實環境，而這種個人意欲

進入某言談社群的現實動機，也無法被顧及。但教師卻可引導學習者建

立這種對真實世界的認知，指派具真實性、意義性的寫作任務，以幫助

學習者釐清不同的寫作需求與目的，不再只將自己視作學習者。 

    在以過程觀為起點的當代第二語言寫作教學研究基礎之上， Grabe 

& Kaplan（1996）對理想的寫作課程設計提出總括性原則，概述如下： 

 應以具連貫性之內容為課程框架，就主題進行深究，引發學習

動機，以引領至更富挑戰性的寫作任務、新的學習內容。 

 教師應將寫作視為對於生手的訓練，例如以專家身分提供有效

的寫作練習、提升學習者對寫作策略的自覺等。 

 學習者將體認到寫作是一項牽涉到不間斷地計畫、寫、修改、

潤飾的複雜過程，並應進行各種類型與修辭的寫作任務。 

 教學活動應為合作性的，考量讀者、社會環境的影響，在任務

中整合四種語言技能，如據閱讀內容進行寫作、討論、再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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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多樣化的回饋，例如札記、會議、自由寫作等，學習者透

過參與回饋活動，在評量過程中扮演主動的角色。 

2.3.2 寫作過程模式 

    Williams（1998）說明寫作過程模式所包含的幾個主要階段，並提

及數種不同的寫作教學策略，以下整理條列之。 

一、寫作前活動（Prewriting），有助於學習者產生靈感、策略、資

訊、處理方法等，即刺激學習者對主題的思考。有效的寫作前活動如討

論、製作大綱、自由寫作、札記寫作、口頭寫作等。  

二、計畫（Planning），好的作者在寫作前階段，初步計畫已然成

形。在寫作過程中，他們不時停下來回顧寫作內容，比較其與原始計畫

之差異，不斷地修改寫作方向或是原始計畫。 

三、擬草（Drafting），專注於想法與內容的設置而非語句的斟酌，

不須達到完整或極有組織的地步，只需將主題的整塊版圖畫出，引導未

來作品所採取的方向。在最後作品完成前，擬草的次數並沒有一定。 

四、暫停（Pausing）與閱讀（Reading），已如前述，好的作者時

常停下來回顧草稿與計畫，並不斷地進行修改。 

五、修改／回顧（Revising），在寫作過程中不斷地發生，作者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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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放在整體改變上，並考量讀者、寫作目的、寫作立足點等。 

六、編校（Editing）與發表（Publishing）：作品內容與架構完成後，

則進行語言形式的編校。最後將作品發表、分享，讓學習者體驗到寫作

的社會性，以強化其寫作動機與溝通意願。 

2.3.3 師生角色 

為達到成功的第二語言寫作，教師應建立對寫作歷程的基本認

知，同時除對學習者條件進行分析外，更應鼓勵學習者提升寫作自覺。 

 教師的基本認知 

    Grabe & Kaplan（1996）指出，與 L1 相較，教師的回饋在 L2 寫作

上扮演更關鍵的角色。就 L2 寫作而言，教師必須具備的基本認知如下：

第一、寫作是一個需要時間發展的歷程，而教學須有完備的計畫。第二、

教師必須扮演多重的角色，包括誘導者、設計者、組織者、訊息提供者、

支持者、評鑑者等。第三、給予學習者大量練習的機會，設計出有趣的，

有意義的，有一定目標的任務。第四、讓學習者了解寫作是一項溝通的

媒介，面對不同需求和目的，必須表現 L2 語言不同的特點。第五、學

習者寫作表現之落差，是正常的現象，應對學習者展現積極的態度，抱

以信心和耐心，適時給予鼓勵與正面回應。第六、在團體之間製造溝通

和分享的氣氛，讓寫作成為互助合作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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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語言寫作條件分析 

根據 Grabe & Kaplan（1996）， 與 L1 相比，L2 寫作有明顯的不同，

如 L2 學生寫作能力較差，卻往往寫出較長的句子、較多的量；L2 學生

對目的語寫作之修辭技巧、邏輯組織、形式體裁的隱含知識較母語者少

等。在進行教學設計時，應特別針對 L2 寫作者加以考量的要素包括學

習 L2 的時間、L1 與 L2 之差異、過去所受的 L1 寫作訓練等。 

 培養學習者寫作的自覺性 

Johns（1990）認為，學習者應有意識地發展寫作策略、運用各種

技巧，以引領個人創作之過程。Grabe & Kaplan（1996）亦指出，學習

者須考量寫作的特殊環境與目標，進行完整的計畫。並具足夠的自覺，

培養對寫作過程之概念。Grabe & Kaplan 並引用了 Hughey et al（1983）

and Leki（1992）之看法，說明成功的學習者必是主動的，其特徵如下：

第一、對 L2 具備同理心，採取積極、開放的態度，願意表達、接受回

饋。具足夠的寫作動機，不論是出於社會、成績、語言等任何考量。第

二、具適當的寫作技巧，靈活運用已掌握的 L2 語言能力，以適應不同

的寫作需求。同時具適當的閱讀能力，以獲取更多的寫作資源。第三、

具備有效的學習策略，以設定目標、處理篇章結構、發展議論、添加修

辭等，並能修正自己的作品，再與同儕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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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小結 

寫作過程觀以學習者／作者為中心，與溝通式教學法相若，就工

作坊教學模式、有意義的寫作任務之兩項內涵而言，也可與溝通式寫作

相發明。因此，寫作過程觀亦可融入劇本寫作計畫之理論基礎中，同時

過程觀的工作坊教學模式，可以作為本計畫之參照。 

另外，過程觀特別強調培養學習者的寫作自覺，發展個人寫作策

略，並重視多元的回饋來源，鼓勵學習者在評量上扮演主動的角色。同

樣地，劇本寫作計畫的目的之一，也在使學習者能對自己的學習問題產

生自我意識，並採取各種策略來克服困難，進而提升學習動機。 

最後，教師存在的價值可歸結為：一、分析學習者條件，以掌握

學習者的狀況，給予適度的指導。二、對寫作歷程具備完整的概念，把

握各階段的重點工作。三、持續性的溝通、合作，重視團體關係的維繫。 

第四節 戲劇理論 

本節中，首先引介戲劇的形式與語言之特點，其次對劇本要素進

行分析，最後則探討劇本寫作歷程，以建立劇本寫作之基本概念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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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並將之融入寫作過程觀中，建立本計畫之寫作模式。 

2.4.1 戲劇的形式與語言 

根據趙如琳（1977）與李約翰（1977），戲劇可說是以廣大群眾為

對象，安排一段故事，由演員在舞台上進行演出的過程。由此處的“安

排”可知，戲劇家的工作重點在於“結構”，許多現代的戲劇家，都慢

一步著手編寫對白，而先詳細計畫幕表。 

就形式來說，戲劇是由動作與對白共同組成，潛在的舞台效果是

戲劇特徵的一部分。即戲劇並不是寫來讀的故事，舞台演出能夠豐富讀

者的閱讀經驗，而讀者亦往往以其閱讀印象，來衡量舞台上的演出效果。 

就語言來說，Short（1996）指出，戲劇對白（Drama Dialogue）的

目的在推動情節，由大量的角色互動組成，和小說等文學作品所表現的

故事性描述不同，是最接近一般會話（ordinary conversation）的文類39。 

                                                 
39 根據 Short（1996），戲劇對白的二元言談架構（doubled discourse structure）在本

質上即異於一般會話：即對話雙方處在較低的層次，被包蘊在較高層次的作家和觀

眾組成的關係之下，觀眾隱身於舞台下，對話是在無意中被聽到的，藉此作家創作

的內涵得以傳達出去。戲劇對白是經由設計的，乃是為口語表達而寫就，具有完整

的結構，且總是指向一特定的目的。同時對話雙方永不在同時發言，相對未發言的

角色往往是靜止的，以確保觀眾注意力的集中，也不同於一般會話。然而，兩者都

具有溝通上的一致性，因而可根據會話行為（conversational behavior），推斷雙方所

暗示或未說出的言外之意，此即具雙重身分的聽者／觀眾，能夠理解戲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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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劇本要素分析 

    Thomas（1999）從與劇本的五項基本要素切入，包括情節（plot），

人物（character），思想（idea），對白（dialogue），語言的音樂性即節

奏（tempo）、韻律（rhythm）、氛圍（mood）三者，為演員、導演與舞

台設計者提示了劇本分析的重要方法。 

 情節（plot） 

就情節組成的單位而言，從最小到對大分別為 Beats, Units, Scenes, 

Acts。Beats 是指一串獨立、有主題的動作，大約包含六行左右的對話，

或兼及一些具特殊意義的舞台動作。二個以上的 Beats 連結在一起成為

一個 Units，指一個將故事向前推進的步驟。二個以上的 Units 可再擴

展為一個 Scene，即一個較具規模的場景，包含開場、推進與結局，其

本身足以組成完整的單一事件，其情感較為強烈，也較具戲劇效果。

Acts 指一幕戲，最明顯的特徵是其結局，在每一幕戲結束前，都必然

製造一個高潮或懸宕，帶進戲劇性的能量，直到最後一幕，則將所有埋

伏的戲劇張力瞬間釋放，創造出具決定性的結局。 

情節單位與單位或與全劇之間的關係，即為結構（structure）。基

本上包含三個部份，即 Rising action, Climax, Falling action，形成一個均

衡的金字塔。從 Rising action 中，可以探討的是人物的複雜性，在戲劇

中，特別指兩個角色之間的衝突，或是角色本身所面臨理想和現實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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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抵觸，從而引發種種戲劇行為的動機，並製造情感的轉折。Climax

往往用掉一整幕的戲份，是戲劇中最重要的部份。在達到劇情高潮之

前，我們可以在情節堆砌中尋求線索，而高潮結束後，所有接下來出現

的事件都包含在內，稱為 falling actions，是對整齣戲的總結。 

 人物（character） 

戲劇人物總是隨情節推進而不停變動，內涵十分複雜，藉由觀察

人物行動之目的（objectives），有助於理解其感覺與想法。人物為了達

到未來目的，當下所採取的行為，即戲劇行動（dramatic action）──

塑造其外在形象，並反映其內在目的。人物間的衝突，形塑人物間的相

互關係，戲劇性的建立正來自於此。 

 思想（idea） 

    戲劇主要思想之表現，可從語言、人物、情節等處著手。 

 對白（dialogue） 

對白不只是戲劇尋求溝通的主要手段，也是作者創造表達方式的

媒介，即“措詞”（diction）的技巧與藝術。對白必須能推進戲劇行動，

指向人物目的，表達劇中思想。 

 語言的音樂性 

對白語言的音樂性，訴諸人的感官，能夠強化戲劇所引發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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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應。包括以下三者：“節奏”（tempo）指在對話中，情節、人物與

思想等資訊出現的頻率速度，牽涉作者提示重要線索之時機與內容。

“韻律”（rhythm）指在個別情節推進的單位中，改變緊弛的規律迴環

模式，每每在戲劇效果堆砌之初出現，而情節向前推進後即獲得緩釋，

能刺激感覺與聯想，以擴展內涵。“氛圍”（mood）指一種持續性的

特殊情感狀態，塑造整齣戲的氣氛。 

2.4.3 劇本寫作歷程 

Smiley（1971）將劇本寫作歷程分成三大階段，分述如下： 

 撰稿前階段（Pre-drafting）：  

    在作者內在原始靈感湧現之後，即進行寫作素材的收集，涵蓋一段

工作時間的想像或研究，並將內容寫下。整理素材時，將累積下來的隨

手筆記，在原始靈感的基礎上連結、擴展。再將零散的筆記素材加以組

織，最後建立完整的大綱，應詳細說明以下五項：劇名、環境、人物、

故事、工作大綱。 

 擬草與修改（Drafting and Revisions）： 

    撰寫初稿，之後根據大綱作為修改的基礎。進行第一次閱讀時，重

在改正明顯的錯誤，並對內容略加變化。第二次則選定一個人物，從頭

到尾閱讀其台詞，修改個別人物的連貫、發展、變化。第三次才是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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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改，確認每個部分是否完整、焦點集中。可透過專業劇團之排演進

行觀察修改，並藉由演員的即興演出，獲致新的靈感。最後定稿。 

 劇本改動與舞台製作（Rewriting and Production） :  

    進入排演時期，作者重在觀察這些被賦予生命的紙上人物而非演

員，聆聽台詞的失敗之處，或是在演出時所產生的新義。從讀劇起，經

歷演員排演，服裝、舞台等逐漸成形，劇本的改動也大致底定。排演後

期，加入完整的幕後製作，作者則持續訂正錯誤或記錄即興產生的對白。 

正式演出時，作者觀察觀眾的反應，並記下需要修改之處，反覆

修改，完成一份演出後的版本。 

2.4.4 小結 

綜上所述，首先，戲劇寫作應先考量整體結構，製作計畫，再據

以執行角色構設、情節發展與對白表現。 

其次，不像其他文學作品如小說，常使用大量敘述語言，以解釋

情節與角色，相對地，戲劇必須考量舞台表演因素，包含動作與對話描

寫，重點在於將事件、人物和感情表現集中在有限的字句中。 

第三、。劇本寫作歷程，大致與第二語言寫作過程模式一樣，包

含計畫、擬草、修改等階段，但最大的特點，在於透過舞台排演，不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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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地進行回顧與修改。在實際教學與寫作時，應融合第二語言過程觀的

寫作模式，特別是在回顧與修改階段，考量舞台排演的必要性。 

第五節 語言教學中的戲劇技巧 

本節首先簡要敘述角色扮演（role-play）之基本內涵，並綜合在戲

劇教學上常見的三個名詞——戲劇（drama）、劇場（theatre）與戲劇技

巧（drama techniques）進行討論，對語言教學範疇內的戲劇與角色扮演

之異同進行區辨，以釐清其彼此之間的層次關係。其次針對戲劇技巧的

部分加以說明，作為本計畫的實務性根據。 

2.5.1 從角色扮演到戲劇表演 

 角色扮演之基本內涵 

根據 Ladousse（1987），當學習者擔任一個角色（role）時，表示

他們將自己放入某特定情況中進行扮演活動。扮演（play）意謂著角色

／學習者處於安全的環境中，並儘可能地遊戲與表現創造力。因而是愉

悅而不具威脅性的，能提升學習自信，並建立師生雙方的分享關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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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角色扮演的重點並不在利用裝扮將現實生活演出來，而在於能與學

習者的經驗產生緊密連繫，讓這種參與對學習者來說是有意義的。 

在語言教學中使用角色扮演之主要目的，在幫助學習者處理語言溝

通在現實生活中的不可預測性。教師在簡要地進行教學演示後，學習者

便進入活動中，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讓學習者運用目前已掌握的語言知

識，達成任務；一種則是就教師所展示的語言形式。在設定的情況下練

習其結構與功能。流利地使用語言達成任務，遠較精確用字來得重要。 

 角色扮演與戲劇之異同 

就前述角色扮演的基本內涵而言，似乎與戲劇有很多重疊之處，然

而兩者在語言教學上，卻是不能等同而應加以釐清的概念。 

一、角色扮演重在過程的參與 

根據 Ladousse（1987），角色扮演並非表演，學習者純粹為自己而

參與其中，沒有觀眾的存在。著重於過程的參與，而非最終的成品。甚

至連教師也須與學習者保持適度距離，但隨時準備在錯誤發生時介入。 

二、戲劇（drama）主要表現在意義的傳遞 

若是經由練習，將台詞背誦下來，並且在其他學習者面前進行成果

演出，那就成了戲劇。Via（1987）進一步說明，戲劇訴諸人與人之間

的溝通，相對於台詞背誦，更重要的是意義的傳遞，當這個條件存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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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在運用戲劇進行教學。 

三、具劇場（theatre）性質的教學 

承上，Via（1987）同時指出，若不只是單純的台詞背誦，尚包含

了戲劇製作的過程，即是具劇場性質的教學，其目的乃是在表演者與觀

眾之間，達成最終意義之傳遞，明顯與角色扮演不同。 

四、課室戲劇活動（classroom drama）與戲劇技巧（drama techniques） 

在同樣重視參與歷程之基礎上，真正較難與角色扮演產生具體區辨

的，似乎是融入課室教學的戲劇活動。課室戲劇活動重在以戲劇技巧啟

發學習的歷程，而學習者從個人的行動中獲致體驗，已如前述。 

根據 Via（1987），為達成戲劇或劇場之目的所運用的策略，即是

戲劇技巧，涵蓋了廣泛而實用的課室教學活動之範疇。角色扮演固然無

關乎意義之傳遞，然而其中“扮演”的要素，涉及特定情況的創造、角

色的投入，往往被納入戲劇技巧的範圍中，可用來推動課室戲劇活動或

具劇場性質的教學40。 

                                                 
40 李帷嘉（2002）將課堂交際角色扮演練習視為可用在外語教學過程中的四種話劇

手段之一，即先設定交際之可能結果，再據以將學生分組進行角色扮演。事後並撰

寫角色與劇情的分析。同時注重準備與後續檢討工作，並盡力營造表演氣氛。李帷

嘉的教學方式可說是已脫離角色扮演原始的內涵，而將之當作課堂戲劇活動來經

營。至於他所提的其它三種手段則分別為，以話劇演員的基本功練習語調與發音、

以話劇演員的基本功提高對形體動作的認識與控制能力、排演學生外語話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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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戲劇技巧 

Via（1987）介紹了語言教學中可運用的戲劇技巧，除先闡明應從

基本的熱身活動開始，營造放鬆、安全而適當的課室氣氛外，其次闡釋

應遵循的四條金則，進而從對話基本的聽與說（talk & listen），到建立

場景（building the scene），再到即興演出（improvisation），最後到戲劇

製作（play production），循序漸進，進行全面性地說明。 

 四條金則 

Via 指出，運用戲劇進行語言教學包含四條基本的概念性原則，即

自我（self）、設身處地（the magic“if”）、想像（imagination）、五種

意識（five senses）。 

一、自我（self） 

Via 借用 Stanislavski41表演理論之重要概念“自我”或謂“自身經

驗”，即導演不需要告訴演員該如何表現台詞與動作，好的表演應由演

員從個人情感與經驗中淬鍊而出，以說明在語言教學上，應鼓勵學習者

                                                 
41 根據胡耀恆（2001），Stanislavski、Nemerovih-Danchenko（他們與 Chekhov 並稱

為俄國寫實主義戲劇三巨頭）在 1898 年創立了莫斯科藝術劇場（Moscow Art 

Theatre），當時歐洲正處於獨立劇潮的席捲下，獨立劇場中往往鮮有經驗豐富之演

員，而導演崛起，劇場藝術也起了很大的變動。Stanislavski 創造了空前的演員訓練

法則，影響甚鉅，直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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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自己的情感，誠實的表達，是建立新語言的基礎。而不是隱藏在角

色背後，逃避犯錯的責任，以獲致安全感，則學習者的對話將毫無意義。 

二、設身處地（the magic“if”） 

Via 也標舉出 Stanislavski 另一項“設身處地”之概念，即演員不可

能哪兒都去過，也不可能什麼都經歷過，因此必須提供給演員一項技

巧，讓他們能達成擬真的詮釋。導入語言教學中，指學習者假設自己處

在某特定情況中，假設是自己要說那些台詞，而自己會用何種方式表現。 

三、想像（imagination） 

“想像”則是 Via 提出的第三條金則，與“設身處地”相關，而較

重於外在物質環境之投射。即教學時應給予學習者足夠的時間，讓他們

描摹出內心理想的情景，幫助他們進入角色的世界，用適切的語言表達。 

四、五種意識（five senses） 

Smith（1983）指出，母語者說話時總是不自覺地伴隨者五種意識

的運作，除前述的自我（self）外，還包括聽眾 （audience）、自我與聽

眾之間的關係（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 and audience）、環境（setting）、

目的（goal）等意識，而學習者應自覺地運用這五種意識來學習新語言。

Via 認為，這五種意識能夠將前述三條金則都串連在一起，即“設身處

地”、“想像”這兩項技巧，能幫助學習者在語境中自覺地運用這五種

意識，則其口語表現會立即產生顯著的改進。他們將新語言引進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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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實際用以表達內心的感情，而非只是將新語言當作符號來背誦。 

 說與聽（talk & listen） 

Via 指出，在日常生活的一般會話中，我們往往還沒聽完對方說的

話，就認為自己已經知道對方要說什麼，或以為自己說的話很具吸引

力，而不懂適可而止，因此很容易招致誤會。而專業演員不然，他們聆

聽對方所要表達的意思，適切地回答，並當作真正在與對方溝通，以求

對對白內容有良好的掌握。就語言學習而言，對話不應單獨練習，除非

是為了增進瞭解與確認新詞彙，而應將對話視為在真實情境下雙方之間

的溝通，重視完整的聆聽與適切的表達，並帶進個人經驗、思想與感情，

以學習與溝通，取代記憶與複誦。 

這項技巧在開始時特別重視眼神接觸與轉換，進行速度亦不宜太

快，第一次用朗讀的方式，第二次則自然地對話。也可利用活動卡，指

示雙方對話的順序，讓學習者瞭解何謂完整的聆聽與適切地表達。重點

在於先糾正發音並讓學習者熟悉規則後，開始試著運用不同的音高、速

度來表現，賦予同一個句子不同的感覺，進而體會到這些都會影響句子

所表達的意思。 

 建立場景（building the scene） 

為了要開始幫助學習者，對對話進行詮釋，就得賦予對話較完整的

情境。可給予學習者兩種不同的情境敘述，根據對對話不同的詮釋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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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來凸顯語言使用正是受到前述五種意識的支配。 

 即興創作（improvisation） 

即興創作是一項實用的戲劇技巧，聚焦於學習者對已獲得的語言知

識之使用能力，而不靠腳本的幫助。首先應將學習者分組，以增加學習

者的安全感。給予特定的情境，或是利用附足夠訊息與目標的活動卡，

讓各組自由發揮。針對可能產生的不同結局加以討論，必須被包括在活

動中。教師應尊重學習者的反應與表現，畢竟他們才是“當事者”。各

組輪流進行呈現時，教師應觀察的重點為學習者之間的互動，包括溝

通、肢體、解答等，將錯誤記錄下來留待進行總結時給予回饋。 

另外，包括前述聽與說與此處即興創作的活動卡，也可事先讓學習

者當作寫作練習來準備。經過反覆的討論、寫作、呈現，最後的完成品

可作為劇本的前身。 

 戲劇製作（play production） 

戲劇製作是目標取向的，對於導演、角色、走位等過程中相關的討

論，都可提供利用目的語實際進行溝通之機會。然而戲劇製作與呈現

時，勢必遭遇很多現實的困難。首先要克服的就是時間問題，在有限課

堂時間中，或可以利用短劇形式，對於較缺乏經驗的教師而言，這也是

一個較好的開始。其它可能的問題尚有場地、舞台設置、化妝服裝等，

原則是可用的、不需要太多花費的即可，讓觀眾運用想像力，反而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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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想不到的效果。 

最後，Via 表示戲劇不是一種教學法，而是一種途徑，幫助學習者

體驗到語言應被視為溝通的媒介，在課堂上帶進真實人生與活力，既可

搭配整個語言課程，規劃出長時程的戲劇計畫；也可以選在課堂上的某

個時段內內，運用簡單的技巧作為單元教材的引導或總結。 

2.5.3 小結 

對戲劇技巧進行討論，有助於明辨本計畫的教學性質，並提供實際

運作時可行之教學策略。 

首先，劇本寫作計畫獨立於課室教學外，包含觀眾與舞台表演之要

素，因此屬於具劇場性質的教學。 

其次，教師應先盡力塑造放鬆而安全的工作環境，讓學習者能放心

投入並享受工作。同時把握四條金則，鼓勵學習者回歸“自我”，從坦

誠地表達個人情感出發，並導引學習者汲取生活經驗，運用“設身處

地”與“想像”，達成個人與作品之間的連結。 

最後，根據 Via 所提出的戲劇技巧，“即興創作”可作為實際執行

對白寫作時的實用策略，同時利用分組方式，加強討論與合作。進入讀

劇與排演階段時，應從“聽與說”著手，再根據情境，尋求適切的表達

方式。進行舞台製作時，則重視團體間利用目的語的溝通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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