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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型教學 

在初級華語教學上之成效 

中文摘要 
 

關鍵字：任務型教學、傳統式教學法、初級華語 

 

本研究是利用任務型教學課堂進行實驗研究，分析、檢測任務型教學

在課堂上使用的情況，是否能提高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如何兼顧語言形式

與功能？在華語教學上如何配合使用﹖ 

研究對象為兩班師大國語教學中心之初級學習者，共二十名，兩班教

師皆由研究者擔任，實驗組採用任務型教學法，控制組採用傳統式教學

法，兩組學習者一週上課五天，每天兩堂課，每一堂課 50 分鐘，實驗教

學研究為期十週。 

研究方法（一）準實驗研究，以平時測驗、複習測驗及問卷調查資料

統計出來的結果做分析比較。（二）訪談使用任務型教學法之五位教師教

師及實驗組八位學習者，並將訪談結果加以討論。 

研究發現 1. 「任務型教學活動」能提高學習動機與興趣。2. 「任務

型教學活動」能帶動學習氣氛、抓住學生的注意力。3. 「任務型教學活

動」透過任務的執行過程，能兼顧語言功能與形式，而達到語言學習的最

終目標。研究者根據研究發現加以討論，並對華語教師及未來研究提出建

議。 

 

 

 

 

 



任務型教學在初級華語教學上之成效 

 

The Effectiveness of 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  

in Novice-mid Chinese Classes 
 

Abstract 
 

Keywords：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novice-mid Chinese clas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and analyse the effects of 
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 on novice-mid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achievement and to examine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language in teaching. 
The subjects were two classes of novice-mid in the MTC language center. One 
class, the“experimental class”, adopted 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 the other, 
the“control class”, adopted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Both classes were 
taught by the researcher. The two groups were given lectures of 100 minutes a 
day five days per week, and the experiment lasted for ten weeks.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was used in this study, which included two 
review tests and one questionnaire. The second part consisted of interview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 is able to 
increas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achievement. In addition, it helps 
students to be more absorbed in class and improv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lassmates. 
  

Discussions are presented in the study based on the experiments. 
Suggestions are given for Chinese teachers and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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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年來華語教學從「聽說法」（Audiolingual Method）漸漸向「溝通取

向（Communicative）」發展。不但影響了教材的編寫，也影響了華語教師

們的教學。華語教師們除了使用注重詞彙、文法的傳統教學方式外，也開

始採用以溝通、任務為主的教學法，在課堂上呈現出比較活潑的教學方

式，並改變以往學習者在課堂上總是處於被動地位，缺乏主動學習的現

象，將教學目標置於發展學習者使用語言來進行真實交際之能力的溝通式

教學。 

任務型教學法承襲了溝通式教學觀的基本原則，以「任務」為主要教

學重點，學習者在課堂裡藉由完成「任務」來達到學習語言的目標。Willis

（1996）指出：「任務是指有目的活動，學習者使用語言來取得真實的結

果。」也就是說，進行任務型教學活動是為了讓學習者在任務過程中使用

其語言溝通能力和他人進行溝通，進而完成任務。 

研一上「華語聽力教學」這門課時，張本楠老師介紹了任務型教學法，

當時覺得這種教學法很特別，比傳統式教學法有趣多了，所以引起了筆者

很大的興趣。那時對任務教學法雖然有興趣但也質疑它的成效，畢竟筆者

用傳統式教學法教學已經很多年了。因此，想以本研究徹底了解任務型教

學活動在華語教學上實施的情況與成效。 

在英語教學中，已經有很多任務型教學法的專門教材和研究報告，但

在台灣華語教學中，除了所上的薇慈和瓊儀兩位學姊寫的論文之外，尚未

看到較深入的討論與研究。故筆者希望能藉此研究再次探討任務型教學活

動在初級華語教學上實行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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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筆者教初級班的機會多，觀察初級班學習者上課的情形，發現在筆者

講課時，有一些學習者常心不在焉，造成學習成效不彰。因此，筆者就以

初級班學生為實驗對象，以任務型教學法教學，檢測、分析、探討學習者

的學習效果。 

研究目的： 

1.「任務型教學活動」在初級班使用的情況如何？ 

2.「任務型教學活動」是否能提高學習者的學習動機？ 

3. 教師在執行中遇到的困難為何？ 

4. 任務活動如何兼顧語言形式與功能？ 

5. 學習者發生偏誤時如何糾正？ 

6. 在華語教學上如何配合使用？ 

研究假設： 

1. 「任務型教學活動」能提高學習動機與興趣。 

2. 「任務型教學活動」能帶動學習氣氛、抓住學習者的注意力。 

3. 「任務型教學活動」透過任務的執行過程，能兼顧語言功能與形式，

達到語言學習的最終目標。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實驗研究法中準實驗設計（quasi-experimental design）、問

卷調查及訪談。 

（一）準實驗設計 

吳明清（1991）指出，從研究效度的角度來看，真實驗設計具有嚴謹

的控制程序，所以是比較理想的實驗設計；但若從實用的角度來看，教育

的實際情境與條件，卻並未容許安排真實驗設計，因此在從事教育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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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常须配合現實條件的限制，採用控制較不嚴謹，但施行方便的設計型

式來進行。此種設計雖然具有實驗的基本型式，但並未嚴謹控制混淆變

項，故稱為「準實驗設計」。它的優點在於有兩組（控制組和實驗組）可

供比較，並由前測可得知兩組條件是否整齊；缺點為受試者無法隨機選取

與分派，故兩組的特質與條件未必相等。因此應用此種實驗設計從事研究

時，宜儘量選取基本特質相同的受試者進行實驗，藉以提高內在效度。實

驗設計的實施程序包括： 

1. 隨機取樣的方式選取實驗對象，並依隨機分派方式形成實驗組和控制

組。 

2. 分別施以前測，並計算各組分數。 

3. 實驗組給予實驗處理，控制組則無。 

4. 實驗後，兩組各施予後測，並計算各組分數。 

5. 比較兩組後測分數的差異，及兩組十次平時測驗的分數差異，進而推論

實驗的效果。 

（二）問卷調查 

本研究之問卷皆為封閉式問題（close-ended），其優點為： 

有標準答案，便於比較每個人的觀點。答案易於登錄分析。 

應答者取捨容易，不會因在某種問題上受挫而放棄填答。 

（三）訪談 

訪問教師和學習者對任務型教學活動的看法。訪談方式採「半結構式

訪談」，其優點為：雖然如結構訪談般，事先擬好訪談題目，但是在訪談

中隨著受訪者的回答而加入新的提問，或引導至受訪者較有興趣及個人想

法的方面，讓受訪者有較大的彈性表達自己的看法。 

二、研究步驟與範圍 

本研究的對象為兩班同為師大國語中心學習華語的學生，國籍不限依

照學校隨機安排，課程起點同為新版視聽華語（一）第十一課。教學方式

實驗組採用任務型教學法，控制組採用傳統式教學法。第一週給予前測，

了解兩組學生的程度；第十週後再施予後測，並請學生填寫一份「本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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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教學暨自我評量表」，以了解受試者分別對於使用之教學方式的評價及

自我評量。前測、後測的測驗內容包括聽力、漢字、選擇、說話、問答。

其結果以 t 檢定處理，辨別兩組於平均分數上是否有顯著差異。 

第四節 名詞解釋 

教學法（Method）：為了達成某種語言目標而設計的教學活動。教學

法的主要考量有二：一是老師與學生的角色及行為；二是語言與學科的課

程目標、流程以及教材。教學法會因為不同的教學情境，以及面對不同的

學生而有不同的應用。（Brown2003） 

溝通式教學法：根據 Richards & Rodgers（2001）的說法，溝通式教學

法的中心思想為「語言教學應以溝通為目標」。溝通式教學的最大特點是

著重於發展學習者的語言溝通能力，而不是只要求其正確性。在課堂中所

學的，是要讓學習者離開教室後，可以在「真實世界」使用目標語進行溝

通。 

任務型教學法：此法是將「任務」視為教學的焦點，以「任務」作為

教學計畫和教學指導的核心的教學法。任務型教學法源自於溝通式教學

法，承襲了溝通式教學法的一些教學原則，例如：學習語言時，包含了真

實溝通的教學活動是必須的；使用目標語完成有意義的任務活動是可以提

升學習成效的。語言學習不只是讓學習者接受語言的輸入（input），也要

讓他們利用目標語去完成有意義的任務，在任務過程的溝通互動中語言產

生互動性修補，最後做有效的輸出。 

傳統式教學：保留了聽說教學法的練習方式，加入合宜而適量的文法

規則解釋。以老師為中心，教師操控教學過程以及所有的課堂活動，以「PPP

式」：呈現（presentation）－練習（practice）－表達（production）。即教師

先「呈現」主要的語言點（如生詞、句法結構和功能等），然後學生在教

師的控制下進行「練習」，最後是讓學生在活動中自由地使用所學去「表

達」。 

初級學習者：本研究中所提到的初級學習者，是按師大國語中心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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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測驗，或是在本中心學完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一）第十課，學習 114 個

小時，參加成就測驗及格者。 

語言定式：靳洪剛（2004）指出，語言定式是指根據語法、語義、語

用等多層次的限定，具備一定語言功能的一系列片語和結構的固定搭配成

定式。這些定式往往包括各種可能出現的語言形式，蘊藏一定的交際價值

和特定交際限制（如正式、非正式語體等），可以用來表達句子和段落層

次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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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對教學法分析模式的探討。第二節對第二語言習得理論的探

討。第三節介紹溝通式教學。第四節介紹任務型教學法的細節。第五節傳

統式教學和任務型教學法之比較。 

第一節 教學法的分析模式 

在外語教學史上，語言學家從來就沒有停止探索更理想、更有效的教

學方法，新舊教學方法的轉變也從來沒間斷過。大約在二十世紀五 0 年代

以前，他們探索的教學法是單一理論支持的、有固定課堂教學技巧的，並

能被大眾所接受的方法（method），比如語法翻譯法、直接教學法、聽說

教學法、情境教學法、全身反應教學法、默示教學法等。在二十世紀後期，

取而代之的是探索一種指導性和啟發性的教學觀（approach），以便創造出

爲某種需求、某種教學目的和某一類能為學生服務的交際性和互動性的課

堂活動和技巧（technique），比如溝通式交際教學法（功能-意念教學法）、

自然教學法、合作教學法、內容型教學法、任務型教學法等。這些教學法

的一個共同特點是他們有一套核心理論，但卻沒有詳細和固定的方法設

計，因此對方法這一層面的解釋眾說紛紜，各有不同的看法和見解，也就

是說途徑具有相當大的靈活性，能讓外語教師對教學技巧、活動和步驟等

做不同的解釋和使用，而且還可以不停地對其加以修改和改進。以下是幾

位語言學家對教學法應包括哪些範圍和分析模式的看法。 

一、Anthony 的分析模式 

美國語言學家 Edward Anthony （1963）在四十多年前提出了一種教

學法分析模式，他認為教學法是三個層次（即 approach、method和 technique）

中的中層部份。 

（一）Approach（教學觀）：指一整套關於語言本質和教學觀點的理論基礎。 

（二）Method（教學法）：是根據理論基礎而提出的有系統地教授語言的

整體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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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Technique（教學技巧）：是課堂上的具體活動，而且這些技巧是與

教學途徑及教學方法是一脈相承、相互呼應的。（中文翻譯取自廖 2004：3） 

二、Richards & Rodgers 的分析模式 

二十多年後，世界著名語言學家 Jack C. Richards 和 Theodore Rodgers

（1982,1986）提出教學法的新概念。他們爲 Anthony 的教學觀、教學法和

教學技巧也被重新命名，取而代之的是 Approach（教學觀）、Design（教

學設計）和 Procedure（教學流程）。這三個層次用 Method（教學法）來總

括。「教學法是一套教學理論以及來自該理論的實踐的總和」（Richards & 

Rodgers，2001：ⅷ）。 

（一）Approach（教學觀）：是關於語言和教學本質的理論和信念。 

（二）Design（教學設計）：是把理論應用於大綱、教材和課堂活動的總體

規劃。包括教學目的、大綱、活動類型、學生角色、教師角色和教材等六

個部分。 

（三）Procedure（教學流程）：是來自理論和設計的課堂教學過程。而「課

堂實踐」，包括教學步驟、教學技巧、教學資源等。（翻譯取自廖 2004：4） 

Anthony 和 Richards & Rodgers 對教學法的分析模式可以比較如下（取

自廖 2004 但是修改了部分中文翻譯）： 

表一-1 Anthony 和 Richards & Rodgers 兩種分析模式的比較 

Anthony 的教學法分析模式 Richards & Rodgers 的教學法分析模式 

（1）Approach（教學觀） （1）Approach（教學觀） 

（2）Method（教學法） （2）Design（教學設計） 

（3）Technique（教學技巧） （3）Procedure（教學流程） 

三、Brown 的分析模式 

美國語言學家 Brown（2000：170）對 Richards & Rodgers 的分析模式

的評價是，跟 Anthony 在四十多年前所下的定義相較下，教學法方面具有

更為豐富的內涵和外延。 Richards & Rodgers 在「design」方面拓寬了

Anthony 的「method」，共包括了六個組織部份，即教學目的、大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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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型、學生角色、教師角色和教材。另外在「procedure」方面除了教學步

驟外，還包括了教學技巧、教學資源等。他的第二點評價是說，使我們認

清了各種教學法都是 methodology 的基本組成部分。Brown 認為，Richards 

& Rodgers 兩人所稱的 method 不如改稱 methodology（方法學）更為恰當，

這樣可以避免已經不是教學法中心地位的教學法（method），如直接教學

法、聽說教學法與目前佔據教學法中心地位的其他教學觀（approach），如

合作教學法、交際教學法相混淆。另一方面，design 的取名 Brown 也認為

有問題，他認為把它定名為課程（curriculum）更為合適，因為它指的是一

個完整的語言課程，包括教學目標、大綱和教材等組成部分。 

根據 Brown 的觀點，Methodology 是指教學法實踐的總體研究，包括

理論基礎和相關的研究，是對「如何教學」的各種思考。Methodology（方

法學）包括四個部分： 

（一）Approach（教學觀）：涉及語言和教學觀，以及如何把這兩種觀點應

用於教學環境的理論基礎和信念。 

（二）Method（教學法）：取得語言教學的目的、事先策劃好的、具有普

遍性的一套課堂教學觀點。方法主要考慮語言和科目內容的教學目的和安

排，及其教材。它們通常被認為是能夠廣泛應用於不同環境的方法。 

（三）Curriculum/Syllabus（課程/大綱）：執行某種語言課程的設計，其特

點主要包括語言和科目內容的教學目的是如何達到、如何安排，以及教材

設計等，以便滿足特定環境中某個特定學生群體的需要。 

（四）Technique（教學技巧）：課堂中用以達到某一課程教學目的的各種

不同的練習、活動或設施 

四、小結 

綜合以上所述，我們知道 Anthony 的教學法分析模式，在 Richards & 

Rodgers 擴充之下，method 的內容更豐富，而且他們也以 design 一詞來取

代 Anthony 的 method，包括教學目標、大綱、活動類型、學生角色、教師

角色和教材。Anthony 的 technique 改成 procedure 包括教學步驟、教學技

巧、教學資源等。 Brown 的分析模式實際上與 Richards & Rodgers 的分析

形式類似，只不過多了 curriculum/syllabus，但他又把 procedur 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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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que。另外，Brown 還使用 methodology 一詞來涵蓋 method、approach、

curriculum、technique。看了各大家的教學法分析模式，筆者認為 Richards 

& Rodgers 的分析模式 approach、method、procedure 已能把教學法的重點

包括在內，如再加上 Brown 的 curriculum/syllabus，更能詳盡教學法的分

析。因此，教學法的內容應包括：教學觀、教學目標、課程大綱、教師角

色、學生角色、教材、教學活動、教學步驟、等八項。 

第二節 第二語言習得理論 

一、第二語言習得理論 

在二十世紀末的最後二十五年裡，Stephen Krashen（1977，1981，1982，

1985，1992，1993，1997）在他眾多的文章和書籍中，提出了第二語言習

得理論，引起了熱烈的討論，其中心要旨是由五個假設所組成： 

1.語言習得和學習假設說（The Acqusition-Learning Hypotheses）：Krashen

說成人的第二語言學習者有兩種方式來內化其所學習的目標語。第一種方

式是「習得」，即靠著潛意識和直覺來建立語言系統的過程，就像一個兒

童「拾到」一個語言一樣。第二種方式是有意識的「學習」過程，即學習

者致力於語言的結構形式，找出規則。根據 Krashen 的說法，「第二外語是

否說得流利，是決定於我們所習得的，而不是我們所學習的」（1981a：99）

因此，為了能夠順暢的溝通，成人應該盡可能地去習得；否則他們將會陷

入語法規則的學習中，並且過於在意語言形式和學習成效。過分重視形

式，會阻礙外語的獲得。Krashen（1982）認為，有意識的學習過程和潛意

識的習得過程是互斥的：學習無法「變成」習得。 

2.語言監控假設說（The Monitor Hypothesis）：「監控」包含在學習裡，而

不是在習得中。它是一種在學習者有意識地察覺中「監視」語言輸出、編

輯和變更或修正的工具。只有當說話的流利性建立時，學習者才能專心使

用大量的監控和編輯校正（Krashen1981a）。 

3.學習自然順序假設說（The Natural Order Hypothesis）：承襲 Dulay 和 Burt

（1974b，1976）對早期詞素順序的研究和其他學者的研究，他認為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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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的獲得是有一個先後順序的（先易後難），由於「習得」是自然的，

所以大多數人對語言規則的獲得順序是一樣的。 

4.語言輸入假設說（The Input Hypothesis）：語言輸入假設說認為「使語言

習得得以發生的一項重要條件，是當習得者（透過聽覺或閱讀）能夠理解

輸入的語言，其內容包含比習得者現有語言能力難一點的結構，如果習得

者的能力是 i，則其所能理解的輸入訊息應當包含 i＋1」（Krashen 1981：

100）。換句話說，學習者所學習的語言難度應當高於現有的能力，能使其

大致理解內容並仍能受到挑戰而有進步。 

5.情感過濾假設說（The 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他主張最佳的語言習

得會發生在焦慮低和沒有抵制心的環境裡。情緒像一張濾網，動機強烈、

有自信、心情輕鬆等有利於學習語言；焦慮、無自信等，妨礙語言學習。

所以倡導輕鬆自然的、低障礙情緒的學習環境。教師要營造友好、有趣、

輕鬆的學習氣氛。 

Krashen 的習得理論中，注重「輸入」和「吸收」。也就是說，學習者

在能夠理解他們所接觸的語言輸入時，習得自然產生。因此，他說：「語

言輸出在語言教室中太少，對語言發展並無任何影響」（1997：7）。他不

認為「輸出」在語言教室中太少，對學習者語言的發展會有影響，他認為

一旦習得建立了足夠可理解的輸入訊息（i＋1），說的能力就會「出現」。 

但許多學者都認為在第二語言習得過程中，不同程度的學習與習得皆

有助益。Seliger（1983）將語言輸入在學習者的成功所扮演的角色更明顯

地概念化。他將他們分成兩類：一類是高度輸入產生者（High Input 

Generators,HIGs），就是指那些擅長開始及維持互動，或是擅長於從老師、

同儕或是其他人身上得到語言輸入的人。另一類是低度輸入產生者（Low 

Input Generators,LIGs）是指那些對於學習採取消極態度、不願主動尋求語

言輸入的人。Seliger 發現「維持高互動的學習者，不論是在教室內或外，

比起低度互動的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都進步得比較快」（p.262）。 

Swain 和 Lapkin（1995）提出具有說服力的證據說明他們的語言輸出

假說（Output Hypotheses）在闡述學習者的成功方面跟語言輸入至少有相

同的重要地位。Swain 指出學習者可以假裝理解，但是他們沒辦法假裝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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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語言，因為語言產出必須經由「句法處理過程」，也就是要求學習者注

意語句構造，尤其是當學習者被迫產出簡明和得體的訊息的時候。他們對

語言輸出的重要性提出幾點看法： 

1.當溝通出現停頓或破裂時，為了正確地、清楚地和恰當地傳達訊息，學

習者可能被推動使用替代的方式。 

2.使用語言可能強迫學習者從語言習得早期階段的語義處理過程，轉移到

句法處理過程。 

3.學習者有機會檢驗第二語言習得的假設。 

另外，de Bot（1996：529）也提出其論點：語言輸出在第二語言習得

上扮演重要角色，因為語言輸出會引發認知體系所需的語言輸入以建立一

連串的知識。 

Long（1983）提出輸入與互動假設說（Input and interaction 

Hypothesis）。Long（1983）指出，語言必須經過「對話性互動」（Conversational 

interaction）才能輸入。他認為，在溝通時，提供不理解的反饋形成的可理

解輸入，能夠促進語言習得。因此，語言習得不可缺少的機制是「修補性

互動」（Modified interaction），這樣學生所需的並不是簡單的語言形式，而

是可理解的輸入與輸出的機會。Long 用三段論表示「修補性互動」與語言

習得的關係：1.修正後可使輸入被理解；2.被理解的輸入有利於語言習得；

3.因此，互動性修正有利於語言習得。簡而言之，語言習得過程和修補性

互動之間存在著一種邏輯關係。（以上中文翻譯取自 Brown2005 余譯，但

稍有修改） 

總而言之，學習者在任務進行中必須交換資訊，當聽者覺得說話者的

訊息不夠清楚時，他們的交往就會產生修補，使語言輸入被理解，而產生

習得。也就是說，「任務」藉由「互動」替語言「輸入」和「輸出」提供

了充分的機會。換句話說，第二語言學習者在課堂活動中，聽懂能說的機

會越多、提問澄清疑惑越多，越有利於其語言習得。 

二、小組作業 

基本上在任務教學活動中參與任務的方式就是小組作業（group/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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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小組作業是由兩個或兩個以上的學生，六個以下的學生（靳 2004），

通力合作並自動自發交換意見，一起來完成某項老師所指派的學習任務。

根據前面所提到的 Long 的互動假設理論，就是得靠小組活動來實現。 

Willis（1996：35）從學習者的觀點出發，提出下列以小組作業進行任

務的優點： 

小組作業讓學習者有信心嘗試他們所知的各種語言，因為在不受打擾的小

組當中，不會害怕犯錯或當眾被糾正。 

小組作業讓學習者體驗自然的互動。 

小組作業讓學習者有機會從注意他人如何表達類似意義而受益。 

小組作業讓所有的學習者都有機會從練習交涉轉為說話、發問、回答問

題，對他人的貢獻做出回饋。 

小組作業讓學習者藉由參與完整的互動習得會話技巧。 

小組作業給學習者更多機會嘗試溝通策略，如確認理解內容、用迂迴的方

式解釋一個新詞、重新敘述他人的想法等等。 

小組作業可讓學習者在發現自己可以依靠與同學相互合作使用目標語達

到任務目標之後，漸漸獲得自信。（中文翻譯部分取自黃 2006） 

靳洪剛（2004：110）把近年來研究者對小組作業（靳：分組活動）的

實驗研究結果的優點歸納為下面幾個方面： 

1. 提高練習語言的機會 Increase language practice opportunities 

2. 提升學生交流的質量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tudent talk 

3. 進行個人化教學 Help individualize instruction 

4. 調解課堂氣氛 Promote an embracing affective climate 

5. 鼓勵學生自覺學習，培養學習的責任心及獨立性 Motivates learners to 

learn, promote learner responsibility and autonomy 

6. 語言使用多樣化 Greater variety of language use 

7. 引起討論與語義協商 Initiating discussion and negotiation of meaning 

8. 澄清疑惑 Asking for clarification 

9. 插入交流 Interrupting 

10.爭取說話機會 Competing for floor 

11.學會用語言開玩笑 Joking 



任務型教學在初級華語教學上之成效 

24 

在負面反饋問題上，靳（2004：110 頁）也提到 Porter（1986）用實證

資料證明學生的語言錯誤中只有 3％來自其他同學的錯誤影響。另外，當

學生互相糾錯時，只有 3％的糾正屬於錯誤糾正。其他相關的實證也證實，

小組作業（靳：分組活動）可以通過其周密設計及審慎實施去避免以上問

題。總之，多數的實驗結果證實小組作業（靳：分組活動）的互動性相對

較高，優勢遠大於其弊端。 

為了要達到目標任務，小組中的成員必須互相溝通，以目標語傳達自

己的意見，在一問一答之間他們就是在學習，學習怎麼發問、怎麼回答、

怎麼表示意見等，對一些膽子比較小的學習者來說，這也是一個說話的好

機會，不但能激發他的興趣、增加他的自信，並且也能激發學習者潛在的

語言能力。再者，學習者開口說話的機會也比大班上課的方式多，學習效

果是可預期的。 

三、學習動機與興趣 

Brown（1990）1.3 節 p.11「Four conditions for language learning」提出

四個語言學習的 condition，其中三個是語言學習的基本條件：語言接觸、

語言使用，學習動機（取自張本楠 2005 華語聽力課程設計講義）。Jane 

Amold 等人（1999：14）把動機分為外部動機和內部動機。前者稱為工具

型動機，指通過學習以求獲得某種報酬，或避免某種處罰；而後者稱為融

合性動機，把學習本身作為一種報酬。Crookes 和 Sehmidt（1989：16）認

為如果學習者能有效的致力於學習任務並持之以恆，無需不斷地鼓勵與監

督才能說他具有內部學習動機。因此，動機與興趣是緊密聯繫的。Keller

（1984：515）認為興趣是動機的主要因素，是現有認知結構對刺激做出

的正面反應，他能激發和保持學習者的好奇心。Chomsky（Jane 

Amold,1999：13）也曾指出激發學習者興趣的重要性，他說：事實上 99

％的教學工作就在使學習者對學習教材感興趣。如何激發學習者的學習興

趣或內部學習動機？Rod Ellis（1997：516）認為獲得語言學習興趣的方法

之一就是提供交際機會。McNamera（1973：Modem Language Journal 57）

也指出「動機真正重要的部分就在於交際行為。」他強調學習者必須要有

運用語言進行交際的慾望，沒有這一點就沒有融合性動機。他認為正是這

種“表情達意＂的交際慾望和由此嘗到的成功快樂就是其學習動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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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取自方文禮 2003） 

「動機」或許是最常被用來解釋任何複雜的工作成功與否的術語。在

學習外語時，「動機」同樣也是學習的關鍵。因此，在課堂中教師得結合

課文，設計一些學生熟悉的和符合生活實際的教學活動，以引起學習者的

學習動機和興趣，才能收到良好的教學效果。 

第三節 溝通式教學法 

Richards & Rodgers 指出溝通式教學法是從 1960 年末傳統英語教學的

變化而來。在當時，情境式教學法是以英語為第二語言教學的主流。情境

式教學法是透過在真實情境裡，練習有意義的語言基本結構。後來有一些

英國應用語言學家開始質疑情境式教學法的未來，因為在當時語言教學上

不適當的使用語言的功能與溝通潛能使他們意識到必須把語言教學專注

在溝通能力上，而不只是結構的熟練。 

另一個促使溝通式教學法成型的原因是，1960 年代末期歐洲國家經濟

發展迅速，政府間和民間在各領域的交往都更加頻繁。在西歐，除了本地

區人民互相來往之外，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成人勞動力也流入歐洲共同市場

國家求職謀生。在各種接觸中，都遇到語言不通的障礙，因此，發展多元

化語言教學方法是歐洲議會（歐洲區域文化與教育合作組織）的首要工作

之一。歐洲議會資助歐洲語言教學會議的進行，出版語言教學書籍，並努

力地推動國際運用語言的成立。 

D.A.Wilkins（1972）提出一個溝通功能性的語言定義，即是溝溝式教

學法教案的發展基礎。Wilkins 的貢獻在分析語言學習者了解和表達的溝通

意義。與其透過傳統文法和字彙來描述語言的核心，Wilkins 傾向於揭示隱

藏在語言溝通背後的意義系統。他提出兩種意義系統，一是概念系統（如

時間、因果、數量、位置、頻率的概念），二是溝通功能系統（如要求、

拒絕、提供、抱怨）。Wilkins 後來重新將他在 1972 年的資料寫成一本書，

名為「概念式教案」（1976）。這本書在溝通式教學法的發展上有著重大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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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年代中起，溝通式教學法的發展逐漸擴大。一些美國和英國的語

言學家認為溝通式教學法理論的目標是要能溝通並發展語言的四個技巧

（聽說讀寫）其理論是極容易了解，且多元、富有彈性的。Littlewood（1981）

表示，溝通式教學法的特色之一就是它注意到語言的功能和結構面是有系

統的。Yalden（1983）設計他的溝通式教學法教案時，就是從真實情境裡

的溝通練習，到以學習者為導向的教案設計。Howatt 認為溝通教學法有兩

面，一是弱式「爲用英文而學英文」，一是強式「用英文去學英文」。「爲

用而學」在這十年間已成為標準的教學實踐，強調給學生提供使用英語進

行交際溝通的機會，其特點是試圖把這些活動納入更大範圍的語言教學課

程去。另一則是主張語言必須通過交際溝通來掌握，不僅是激發現有的語

言知識，而且還是刺激和發展語言系統本身的問題（1984：279）。 

Ellis在二十世紀末對Howatt提出的強式交際法和弱式交際法作了探

討。Ellis（1999）對弱式交際法做了進一歩說明： 

「弱式交際法採用的理論強調語言是功能和社會能力。這樣它就是先

清楚地規定了所教的內容。弱式交際法以準確性為目的、通常採用 PPP 步

驟來教這些內容---這個步驟是借用了交際時代之前用來教語法結構的步

驟。因此，弱式交際法在實踐上與傳統教學方法的不同之處在於內容，而

不是教學方法。」 

Ellis 指出強式交際法的特點： 

「強式交際法遠遠地偏離了傳統教學法。它根本沒有規定要教的內

容。相反地，其內容是由一系列在課堂上師生完成的任務所組成。任務就

是工作計畫，它把學生的注意力集中在信息溝通上而不是在語碼上，另外

它還有一個清晰的非語言教學目標。因此，它注重流利性，也就是說，它

強調學生使用語言進行交際，而不是練習語言的準確性。」 

換言之，強弱交際法的分別在於強式交際法強調任務的達成。因此設

計任務時以達成任務的流程為主要考量，而弱式交際法是以語言功能為其

考量。 

溝通式教學理論基礎具有相當的統整性，同時也很廣泛，Brown（2003）

提出了以下六點相互關聯的特性，來描述溝通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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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溝通能力的所有要件（文法、言談、功用、社會語言以及策略能力等），

都是課堂裡的教學目標。因此教學目標必需結合語言的組織性與語用性。 

2.語言教學技巧的設計，是為了要讓學習者能夠透過語用、實況以及實際

功能的語言應用而達到有意義的目的。語言結構形式並不是重點，只是為

了幫助學習者達到這些溝通目標的工具之一罷了。 

3.在溝通的技巧方面，流暢性與正確性是相輔相成的。當兩者無法同時兼

顧時，為了讓學習者可以持續使用語言來溝通，有時流暢性比正確性來得

重要。 

4.在溝通式的課堂裡，學生最終都必須到課堂外，在沒有彩排過的情境

裡，實際去聽去講所學的外語。因此，課堂裡的活動設計，必須為學生準

備好，以便他們可以在不同的情境中，應變自如。 

5.透過對自己學習型態的了解，及發展適合的學習策略，學生們可以有機

會觀照自己的學習過程。 

6.老師是扮演幫助者、引導者的角色，而不是一個全知全能的知識給予者。

學生也因此得以透過與他人的語言互動，去建構屬於自己的意義。（中文

翻譯取自楊等 2005） 

以文法結構為主的課程，在語言教學界占主流教學地位已好幾十年之

久。而溝通式教學法則是認為文法結構應該可以在不同功用的範疇裡被自

然消化吸收。在溝通式教學法裡，不像傳統方法那樣過度注重文法的呈現

與文法規則的討論。在建立學生語言的流暢性時，有很多真實的語用都已

隱含在溝通式教學法裡了。在溝通式的課堂裡，可以有更多的即興演出，

亦即，老師鼓勵學生盡量在老師的指引之下（而非控制），去處理沒經過

彩排演練的各種情況。教師在溝通式教學裡所扮演的是幫助者、引導者的

角色。在這其中大家慢慢意識到學習者的主動性在教學裡扮演著相當重要

的角色。 

受溝通式教學的思潮影響，教學界開始陸續出現了多種新的教學法，

其中心思想都是要培養學生的實際溝通交際能力，這些教學法之間重疊部

分不少，只是每個教學法所強調的部分不同。這些教學法包括以下幾種： 

1.自然教學法（The Natural Approach）： 

以理解為主的教學法。語言的輸入必須讓學習者理解，學習者透過可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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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言輸入，像兒童發展母語一樣，自然習得目標語。 

2.合作教學法（Cooperative Language Teaching）： 

強調合作活動有助於培養學生的溝通交際能力，以學生為中心。 

3.內容型語言教學法（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把語言和內容結合起來教學。語言能力是透過學習「內容」取得的，而非

對語言本身的學習而取得的。 

4.任務型教學法（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 

強調學生的主動性和相互作用，在課堂上給予最大限度的交際量，透過任

務達到學習目標。 

Yalden（1983）全面考量了第二語言學習時在交際功能、語言形式兩

者間的比例分配原則，提出「三階段均衡系統」（Three Levels is a Balanced 

System）：（取自於陳薌宇 2005） 

表二-1 Yalden 的「三階段均衡系統」（Three Levels is a Balanced System） 

初級 中級 高級 

linguistic 

 

form 

 

                          communicative 

      

function 

從 Yalden（1983）的模式，可以知道在學習的不同階段，包括初級、

中級、高級，都要兼顧語言形式和交際功能，只是比例有所差異。初級階

段語言形式的份量較重，越到高級階段交際功能所佔的比例也就相對地提

高。這是因為初級程度的學生，受到語言能力的侷限，能進行的交際活動

相當有限。因此，他認為在初級階段應該重視語言形式的掌握，在教學及

課程中，融入少量的交際功能項目。 

筆者也認為初級階段的學習者需要較多語法能力的建構，因為交際能

力的好壞跟詞彙量、語法能力都有關，以我們的語言教學目標來說，準確

度、流利度和複雜度都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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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任務型教學法 

一、背景與定義 

任務型教學法是使用任務進行語言教學，課堂教學體現以任務為核心

的原則。強調學生的主動性和相互作用，最大限度地保證學生的交際時間

和交際量。換句話說，任務型教學法中的任務其實就是根據教學內容設計

的教學活動。任務作為外語教學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從二十世紀七十年代起

就受到了人們的關注。二十多年前，任務法尚處於實驗階段，那個時候，

應用語言學家對使用任務進行語言教學進行了初步的研究。最著名的是

Bangalore 交際教學實驗。它由 Prabhu 博士主持，但他並不是任務法的發

明者，事實上很多年前人們就在語言教學的課程中使用任務了，只是這次

實驗才首次把任務作為課堂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近年來國內外對任務型

教學法的研究方興未艾，其定義與定位也各有不同。以下是一些學者對「任

務」定義： 

Long（1985）說：任務是為自己或他人而從事的一項工作。 

Candlin（1987）說：學習者運用其認知與溝通程序來完成的一連串問題的

活動。 

Nunan（1989）說：一個包含了學習者運用對目標語的理解力、支配力、

創造力等能力來進行的課室活動，任務的重點在於語言意義而非語言形

式。 

Willis（1996）說：任務是指有目的的活動，學習者使用語言來取得真實的

結果。 

Peter Skehan （1998：122-126）總結了這些學者的觀點，對任務型教

學法中的任務做了五點定義： 

1. 任務以意義為主（Meaning is primary）。 

2. 任務一定有問題需要通過語言交際進行解決（There is some 

communication problem to solve）。 

3. 任務與真實世界的活動有類似之處（There is some sort of relationship to 

comparable real-world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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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任務完成有優先順序（Task completion has some priority）。 

5. 任務的評量，以結果為依據（The assessment of the task is in terms of 

outcome）。 

Ellis（2003：9）在綜合前人的定義之後，提出「任務」的六個特徵： 

1.任務是一個為學生設計的工作計畫（A task is a work plan） 

，有目的、有方法、有過程、有結果。 

2.任務的重心在於意義（A task involves a primary focus on meaning） 

3.任務含有語言使用的真實過程（A task involves real-world processes of 

language use） 

4.任務可以包括聽說讀寫四種技能的任何一種或多種（A task can involve 

any of the four language skills） 

5.任務包括認知過程（A task engages cognitive processes） 

6.任務具有明確的交際性輸出（A task has a clearly defined communicative 

outcome） 

二、教學觀 

任務型教學法的理論基礎是「輸入與互動假設（Input and interactional 

Hyothesis）」（Ellis 1999）。Krashen（1982）強調，掌握語言大多是在交際

活動中使用語言的結果。學生掌握語言必須通過「可理解性的輸入」。假

如輸入在一定程度上超出個人的現有水準，習得就自然而然地產生（即 i

＋1 假設）。  

Long （1983）指出，輸入必須通過「互動性修補」才能進行。他認

為語言習得不可缺少的機制是「互動性修補」，學生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

進行對話性交際，進而產生語言習得。Long 用三段論表示「互動性修補」

與語言習得的關係：（1）互動性修補可使輸入被理解；（2）被理解的輸入

有利於語言習得；（3）因此，互動性修補有利於語言習得。 

Lynch （1996：47）指出互動在溝通資訊中能修補對話的殘缺

（Conversational repair）其方法是：（1）請求證實（Confirmation check）；

（2）理解證實（Comprehension check）；（3）請求證實（Clar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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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4）重複（Repetition）；（5）重述（Reformulation）；（6）完成

（Completion）；（7）回顧（Backtracking）。 

Lightbown and Spada（1993）也同樣認為語言環境對語言發展的重要

性，特別是經過修補以後，與學習者能力相稱的語言輸入，更是語言習得

過程中一個決定性要素。因此他們總結許多學者的理論，說明「互動性修

補（Enteractional modification），也就是意義的交涉，可使語言輸入被理解，

而可理解的語言輸入有利於語言習得，因此互動性修補有利於語言習得。

（Lightbown and Spada 1993：30 翻譯部分取自廖 2004） 

前面提過 Swain 和 Lapkin（1995）提出具有說服力的證據說明他們的

語言輸出假說（Output Hypotheses）在闡述學習者的成功方面跟語言輸入

至少有相同的重要地位。Swain 指出學習者可以假裝理解，但是他們沒辦

法假裝產出語言，因為語言產出必須經由「句法處理過程」，也就是要求

學習者注意語句構造，尤其是當學習者被迫產出簡明和得體的訊息的時

候。任務階段的後期有口頭報告跟後任務階段的書面報告就是語言輸出的

機會。 

三、教學目標 

任務型教學法的最終目標是培養學生能夠說寫正確、複雜和流利的目

標語。根據 Skehan（1996）的觀點，正確性指說出符合目標語語法的語言；

複雜性指所用的語言相當複雜，如使用豐富的詞彙、多個短語和複雜的句

型等；流利性指在日常生活中談話沒有不必要的停頓或者猶豫。 

四、課程大綱 

大綱是規定所教內容以及教學順序的指導性文件。White（1988：46）

認為，構成語言大綱的基礎有三個要素：內容、技能、方法。對這三個要

素的側重就構成了不同的語言大綱。任務型教學法大綱是側重方法，以語

言學習為中心，它關注的是語言學習是如何發生、發展的，相應的教材和

教法要能突出語言學習發生於其中的任務和語言學習過程。方法大綱包括

「步驟大綱」（Procedural syllabus）和「過程大綱」（Process syllabus） 

（一）步驟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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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bhu 在 Bangalore 交際教學實驗中所使用的大綱是步驟大綱

（Prabhu，1987）。它提供每節課程裡要進行的具有不同難度的任務，並建

議如何對相同難度的任務進行轉換，以及讀寫媒介之間的轉換等。為了克

服枯燥性，大綱還建議如何在每幾節課後轉換任務類型，即各種類型的任

務如何進行週轉使用。 

步驟大綱所使用的一些典型例子有： 

1.解釋火車時刻表並填寫訂票單。 

2.解釋車票的使用規則並聯繫到個別學生自身的需要。 

3.重新編排學校上課時刻表並根據學生的不同需要進行時間排列。 

4.使用地圖決定從某處到另一處的捷徑。 

步驟大綱，沒有事先規定所使用的語言形式，而注意在課堂中學生使

用語言形式的方法和過程以及任務完成的結果。例如：解釋火車時刻表並

完成車票訂票單時，大綱不規定學生使用 When does the train leave/arrive？

等句型，而注重學生如何使用語言來完成訂票的過程及訂票是否完成。 

（二）過程大綱 

Candlin （1987）和 Breen（1984）制訂了過程大綱，其特點也是使用

任務作為教學的重要成分。他們認為學生掌握語言的最佳辦法是「探索和

參加與其他學生進行有意義的交際活動」 （Candlin，1987：8），而無須

專門學習語言點。但是在選擇或者設計任務時，Breen 所倡導的學生角色

比 Prabhu 所倡導的更為主動。Prabhu 認為任務應完全由教師挑選；而 Breen

則認為應由教師和學生共同協商並選擇。Breen 的這種觀點與學生獨立自

主的理論相吻合，而且要求教師具有高超的教學水平才能與學生進行協

商。（以上取自廖：2004） 

五、師生角色 

在任務型教學法中，教師是任務的組織者，學生是任務完成者。教師

不再是教學中心了，同時吸收了溝通式交際教學法的特徵（如：助學者、

活動的參與者、需求分析者等）。另外還包括以下兩個特有角色： 

1.任務的設計者。教師根據學生的需要、興趣和水準等等，挑選或設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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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任務。 

2.幫助學生完成任務。教師須進行引入話題，說明任務進行方式，幫助學

生學習或複習有關的單詞和詞組並提供完成任務的部分示範，以便學生順

利完成任務。 

根據 Richards & Rodgers（2001），任務型教學法的學生的角色有三： 

1.學生是任務的參與者。許多任務要求學生以雙人或小組形式進行活動。 

2.學生是監督者。任務是學習的手段。任務必須設計成學生有機會觀察語

言是如何在交際中使用的。學生不僅要注意任務所提供的資訊，還要注意

這些資訊的語言形式。 

3.學生是創新者。許多任務要求學生在缺乏語言資源和先前的經驗的情況

下創造並解釋資訊，學生必須對資訊進行重述，解釋或使用語言外的資訊

等。學生還必須具備根據語言和情景的線索以及通過尋求解釋和跟同伴協

商的手段來獲得（或猜測）資訊的能力。 

六、教材 

廖暁青（2004）指出教材提供一系列由簡到難的任務由教師指導學生

完成。教材的主要功能在於加強溝通式語言，以學習任務為主要的教材，

且具有真實性。 

馬箭飛（2000）指出初級任務項目即簡單的交際任務，適合零起點和

初級學習者學習。所涉及的交際活動限制在日常生活、學習和簡單的社交

範圍之內，語言功能以了解、詢問、社會交際的為主，學習者使用簡單的

語句學會詢問回答。簡單交際任務大多通過明顯的形象標誌爲學習者完成

該項任務提供典型途徑。 

中級項目即一般性交際任務，適合具有初級漢語水平的學習者。所涉

及的交際活動在日常生活、學習、工作、社交和部分文化、專業範圍之內，

語言功能以說明、敘述、評價等為主，學習者需相對完整地進行成段的理

解和表達。一般性交際任務大多通過經過加工的真實語料爲學習者完成該

項任務提供典型途徑。 

高級項目即複雜交際任務，適合具有中級以上漢語水平的學習者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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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所涉及的交際活動在高層次的學習、工作、社交、社會文化、商貿等

範圍之內，語言功能以交談、討論、情感表達為主，學習需綜合運用多種

語言功能進行大段的篇章理解和表達，並需了解與語言內容有關的文化涵

義。複雜交際任務多通過真實語料爲學習者提供完成該項交際任務的範

例。 

根據馬的調查，（中國國家漢辦《漢語交際任務項目表》）從交際任務

在交際活中的功能、話題、涉及範圍和內容的角度歸納出：初級項目根據

交際主題特徵分為基本交際類、生存類、社會活動類、個人信息類和綜合

信息類等 5 大類；根據交際任務項目所涉及的交際範圍分為 26 類；並具

體描述為 100 個交際任務項目。中級項目分為基本交際類、生存類、社會

活動類、個人信息類和綜合信息類等 5 個基本類、21 個小類、89 項。高

級項目分為基本交際類、社會信息類、文化信息類和媒體信息類等 4 個基

本類、2 個小類、84 項。見下表： 

表二-2 初級項目舉例 

分類 項目範圍 項目描述 

換錢取錢 了解或說明匯率以及學會兌換、開戶、存錢和取錢的

方法 

問價購物 了解或說明商品的單位、價格、特點、種類以及學會

討價還價 

點菜吃飯 了解或說明中國飯菜的主要種類、菜系的特點以及飲

品的種類、特點以及學會點菜 

詢醫問薬 了解或說明人體主要部位的名稱、常見病狀、藥品的

主要功能和使用方法、醫院各科的分類以及學會掛號

就醫 

生 

 

 

 

 

 

 

存 

 

 

生活服務 

 

了解或說明理髮、照相、洗衣等服務項目和價格、服

務的主要內容以及服務質量的優劣  

 

 

類 

尋求幫助 了解或說明緊急情況下尋求幫助的方法以及問路、請

求轉告、辦理簽證、居留證等的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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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3 中級項目舉列 

分類 項目範圍 項目描述 

個人情況 描述某人的相貌、體態、穿著打扮、性格、興趣和愛

好以及其生活經歷 

敘述某人的學習經歷、評價某人的語言水平和能力 學習情況 

說明學校的學習環境和條件、辦理有關手續的過程以

及比較不同學習方法的異同並做簡單評價 

職業工作 說明某種職業的特點並做簡單評價 

敘述某人的工作經歷並評價其工作能力 

介紹自己的職業及主要工作內容 

說明某人的求職要求 

個 

 

 

人 

 

 

信 

 

 

息 

 

 

類 

婚姻家庭 描述某家庭的生活環境、人員組成和主要親屬關係 

說明某人的擇偶標準和條件 

介紹某人的戀愛方式並敘述戀愛過程 

表二-4 高級項目舉例 

分類 項目範圍 項目描述 

闡述個人的婚、戀觀並與別人討論 

說明某個家庭的生活情況並闡述個人的家庭觀念 

闡述個人對男女平等、保護婦女兒童權益等問題的看

法並與別人討論 

婚姻家庭 

比較說明不同的孝悌觀念 

簡述某一歷史事件的過程並說明其歷史意義 

介紹並評價一歷史人物 

簡述某一歷史時期的概況 

分析並說明地理位置、地貌特徵語氣候及物產的關係

歷史地理 

闡述個人對人口問題的看法 

闡述個人對環境問題的看法並與別人討論 

描述一些常見的自然現象 

社 

 

 

 

會 

 

 

 

信 

 

 

 

息 

環境自然 

說明某地的環境污染情況並分析說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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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述某一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情況 

掌握商業洽談的程序和基本內容 

了解和說明進出口貿易的有關政策和規定以及進出

口業務的有關手續 

經濟貿易 

概括說明協議、合同等的主要內容 

比較兩國政治體制方面的異同 

了解和說明某些主要國際組織的名稱、性質和作用 

 

 

 

類 

國際政治 

描述並評價近期發生的重大國際事件 

現在一般的初級教科書的編排，大概都是根據交際功能頻率訂出基本

交際類、生存類、社會活動類、個人信息類和綜合信息類等 5 大類，其中

加入由淺入深的語法點。就以我們師大國語教學中心的課本—新版視聽華

語（一）（二）為例，就包括了個人訊息、問價購物、看病、點菜吃飯、

問路、搭乘交通工具、搬家等主題，都是很實際的教材。 

七、教學活動 

（一）任務設計模式 

教學目標是通過教學活動而達到的，所以教學法的理論基礎決定了課

堂上的教學活動類型與設計。任務型教學法的教學活動形式就是「任務」，

Peter Skehan（1998：125）把教學任務設計模式分為三型： 

1. 結構型（Structure-based）：強調任務執行中語言形式的運用，譬如，完

成某一任務時，一定要使用某一特殊語言結構。把語言結構巧妙的設計到

任務中去，並不損害其意義。 

2. 交際型（Sommunication-driven）：強調任務的自然性和真實性，它的推

崇者 Willis（1993）指出，符合真實自然情景的任務會使學習者的語言獲

得大幅度進步，任務不應該為了某一特殊語言結構而設計，實施任務不應

該為了某一特殊語言結構而設計，實施任務不應該強調語言規範，變成語

言結構的表演。真實世界的需要應成為任務設計的驅動力，從而以互動的

方式推進語言習得的過程，促進中介語的發展。 

3. 中間型（Intermediate position）：則既重視任務的自然性和真實性，也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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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要通過任務的設計與方法的選擇，照顧到語言形式的練習，以增加中介

語的發展的機會。（翻譯取自方禮文 2003） 

上述這三種任務型教學設計各有側重。高級班可以「交際型」模式設

計任務強調任務的自然性和真實性，從而以互動的方式推進語言習得的過

程，促進中介語的發展。若是以初中級班的情況來看，筆者認為「中間型」

這種模式既重視意義與功能也兼顧到語言形式，是最適合的。因為教師在

設計任務時容易操作，而把語言形式與功能融入其中。2009 年三月十九日

靳洪剛教授以「任務複雜度及其互動、輸出效應」為題，在本校做演講時,

也特別強調在任務型教學法中語言形式和功能是同等重要的。 

（二）任務的難度 

Skehan （1994：191-192）指出，恰當的選擇和設計任務可以在「語

言流利或語言準確兩方面起平衡作用」。他制訂了任務難度的標準： 

1. 語碼複雜性（Code complexity）。包括語言複雜性和多樣性、詞彙量的

充分性和密度。 

2. 交際壓力（Communicative stress），包括時間限制和時間壓力、呈現的

速度、參加任務的人數、所學課文的長度、回答的類型和交際的機會。 

3. 認知複雜性（Cognitive complexity），包括兩個方面：（1）認知處裡程度

（Cognitive processing）資訊組織、交際量、所給資訊是否清楚、所給資

訊是否充分、資訊類型；（2）認知熟悉程度（Cognitive familiarity）對話題

的熟悉程度和預測程度、對語體的熟悉程度、與背景知識聯繫的容易程

度、對任務的熟悉程度等等。 

（三）任務類別 

任務可按以下的四種類別來劃分： 

1. Prabhu 認為以資訊獲取方式可分為三類： 

（1）資訊溝通活動（Information-gap activity），要求學生把資訊從某人轉

到另一人；或是從某種形式到另一種形式；甚至是從某地到另一地。這種

過程通常需要將訊息解碼為語言。如進行面談就是通過提出問題和回答問

題來溝通資訊。 

（2）推理活動（Reasoning activity），要求學生從給予的資訊中推理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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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或是對彼此關係或句式的洞察而引出新資訊，如學生看地圖推斷出

到達目的地的最近路線，或是從課表中算出教師的教課時數。 

（3）觀點表達活動（Opinion-gap activity），要求學生表達自己回應某種情

況時的愛好、感情和態度，例如完成一個故事並參與討論。 

2. 廖曉青（2002：338）指出，以完成任務的方式分類有以下幾種： 

（1）單項與雙向任務 

單項任務為一方說，一方聽。雙向任務則需要雙方溝通，並取得結果。雙

向任務比單項任務更能創造溝通的機會。 

（2）計畫性任務與無計畫性任務 

計畫性任務中，教師給予學生時間準備如何和其他學生溝通；無計畫性任

務則接到任務馬上開始溝通。Skehan & Foster（1997）的研究發現，準備

過的任務比沒準備的任務更能培養學生的正確、複雜和流利的目標與使用

能力。Foster & Skehan（1999）的研究也發現，教師如給學生一、兩分鐘

準備的時間，學生的表現會更出色。 

（3）封閉式任務與開放式任務 

封閉式任務指只有一種結果任務，如解出一個謎語；開放式任務指會有多

種結果的任務。Ellis（1999）的研究指出，封閉式任務比開放式任務更能

讓學生重複使用語言，得到更好的反饋。Long（1990）指出，當學生知道

問題只有一個答案時，更願意進行資訊溝通以找出答案。 

（4）一次性任務和重複性任務 

重複性任務指一個任務重複進行數次，學習者可從學習到的新知中，不斷

擴充任務的表現成果。 

3. Willis（1996：26-7）以分析教材中常見的任務為基礎，提出教學型的分

類，這種分類反映出學習者操作任務的方法（譯取自黃 2006）： 

（1）列表：也就是說完成的結果會是一張清單或表格。 

（2）排序或分類。 

（3）比較：也就是找出相同或相異處。 

（4）找答案：也就是需要用腦力的益智遊戲或邏輯問題。 

（5）分享個人經驗：也就是讓學習者自由地談到自己或分享經驗。 

（6）創造性任務：也就是企劃，需要去連結上述幾種任務，在經過幾個

階段以後才能完成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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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靳洪剛（2004、2009 工作坊講義）以形式分成四大類十六個分項： 

（1）角色扮演類：角色扮演、模擬、採訪、演劇。 

（2）信息交換類：腦力激盪、信息斷層、信息拼湊、尋找差異。 

（3）問題討論類：解決問題與決策、討論/意見交換、看圖討論、分組辯

論。 

（4）其他類：語言遊戲、課題、尋寶、當地探索。 

無論任務如何分類，在選擇或是設計時，還是必須掌握 Nunan（1998）

所主張的任務設計原則： 

1. 語言情境真實性原則（The authentic principle）：任務的設計要提供給學

習者明確、真實的語言訊息，語言情境和語言形式要符合交際的功能和規

律，使學習者在一種自然、真實或是模擬真實的情境中體會、掌握語言的

應用。 

2. 形式－功能性原則（The form-function principle）：任務的設計注重語言

形式和語言功能的結合，使學習者掌握語言形式的同時，培養其自我把握

語言功能的能力，每一階段的任務都有導入性，學習者在學習語言形式的

基礎上，透過系列任務的訓練，能夠自己進行推理和演繹，從而理解語言

的功能，並在交際中進行真實運用。 

3. 階梯型任務原則（The task dependency principle）：任務的設計由簡入

繁，由易到難，層層深入，並形成由初級任務到高級任務，再由高級任務

涵蓋初級任務的循環。在語言技能方面，遵循先聽、讀，後說、寫的設計

順序，使教學階梯式地層層遞進。 

八、教學步驟 

Willis（1996）在《任務型學習模式》一書中詳細述了教師如何在課堂

上進行教學。他把任務活動的教學流程分為三個階段：前任務，任務階段

和後任務。 

（一）前任務階段－以語言輸入為主 

Willis 認為前任務階段教師引進話題，與學習者探討話題，提出有關

的單詞和短語，幫助學習者理解要做的任務並進行準備執行任務。Ske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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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137-8 譯取自黃 2006）也提出補充，他認為使用任務前活動的原

因是： 

介紹新語言：前任務階段能夠成為一個引介新元素（Element）至內在語言

（Inter language）系統的有效工具。 

增加潛在語言系統重組的機會：當學習的時候，並無法全然學會語言的複

雜性，可能只學習了一部分，因此新語言輸入在引介新元素方面的功能，

不如觸發已存在結構之重組的功能來得大。任務前活動是達成此類重組的

一個途徑。 

啟動語言：延續上一個要點，任務前活動的部分功能在於讓學習者使用已

儲存但尚未活用的資料。 

再循環利用語言：重點與上述兩個要點相似，就是要讓學習者意識到長久

未使用，並需要重新活化的語言。再循環利用語言，比創造更能讓學習者

啟動相關語言條件，也有更為明確的方向。 

減輕任務循環過程的負擔：任務前活動的目標主要與語言有關，不過前任

務階段的某些部分與任務的內容有所連結，因此利用前任務階段來釐清任

務的概念，和減輕任務進行時所造成的負擔是很重要的。 

促使學習者以較高明的方式詮釋任務：任務前活動可引導學習者嘗試他們

尚未有效控制但值得體驗的語言新形式。 

此一階段的活動，以引起學習者動機的方式來呈現任務是很重要的，

因此 Lee（2000）與 Dörnyei（2001）都認為可以從下列四種選項著手： 

幫助學習者執行一個和課堂任務相似的任務。 

提供一個示範，請學習者觀察任務是如何執行的。 

讓學習者從事幫助他們準備執行任務的非任務式活動，如腦力激盪。 

給學習者時間計畫執行任務的策略。 

（二）任務階段－以口頭語言輸出為主 

這是任務的核心，又分為三個小階段： 

任務進行階段：學習者進行雙人或小組活動，教師從旁指導，鼓勵學習者

參與交往。 

準備階段：學習者簡單地向全班報告他如何完成了任務，得到什麼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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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準備下一階段的正式報告，教師可以給予語言上的指導。報告重點在

於清楚、有組織。 

報告階段：小組向全班報告或比較討論的結果。教師可進行評論。 

（三）後任務階段－以書面語言輸出為主 

分析階段/練習階段：根據學習者不懂的或用得不好的語言形式，教師再加

以說明、操練。 

任務輸出：書面報告。 

第四節 傳統式教學與任務型教學之比較 

我們所謂的傳統教學是以聽說教學法（The Audiolingual Method）為主

的教學，它的理論基礎就是行為主義心理學和結構主義語言學。行為主義

是以刺激－反應論為其理論基礎，行為主義心理學派認為，語言也是一種

行為，和人類其他行為一樣，是通過反覆刺激和反應，反覆操練而逐步養

成習慣的過程。利用心理學上的這種刺激－反應，強化操練，最終形成自

動化的習慣，達到脫口而出，從而學會語言。 

這種教學法盛行於 60 年代，70 年代到 90 年代的華語教材很少不受其

影響。這種教學法的影響力能那麼持久，是有其原因的。例如： 

1.學習內容從書面語的閱讀轉向口語的聽和說。 

2.以教師為中心。教師可以操控教學過程，以及所有課堂活動。同時，因

其以教師為主，在教師培訓方面極為積極有效，教師可明顯感受到學到了

東西，而且回去即可使用。 

3.教學內容以語言知識和語言形式為主。其中雖然有一些所謂「溝通」和

「自由發揮」式的活動，但都是以教材課文為中心，以每一課的語言點（語

音、語法、詞彙）為核心，展開操練。 

4.訓練方法重視語言的模仿和準確性。例如「換詞練習」、「句型練習」、「常

用詞」等，都是要通過反覆的操練來使學習者記住和能夠使用。 

5.方便評量。學習者的學習效果很容易評量。因為其以準確性和記憶為主，

所以教師在評量時很方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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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教材編寫有方便之處。一般有：課文、生詞、句法講解、練習等部分。 

7.課堂結構為「PPP 式」（呈現（Presentation）－練習（Practice）－表達

（Production））。即教師先「呈現」主要的語言點（如句法結構和功能等），

然後學習者在教師的控制下「練習」，最後是學生自由地使用所學去「表

達」。其間，如果學習者說對了，教師要給予肯定或表揚；如果學習者說

錯了，教師要糾正。 

「聽說法」常被人批評的就是它的語言理論和教學方法。Brown

（2000：75）認為： 

1.語言掌握並非依靠一系列的習慣形式和過度學習。「聽說法」過分重視機

械式訓練，忽視掌握語言基礎的知識和活用語言能力的培養。 

2.「聽說法」過分重視語言的結構形式，忽視語言的內容與意義。 

另外，我們也發現這種傳統式教學因注重個別語言項目而限制了學習

者對語言的體驗，而「任務法」卻提供了一個全面性的語言體驗，因為學

習者在做任務時，他們會使用新的語言資源，也會使用之前學過的或是從

其他資源得來的語言。Willis（1996）認為任務型教學的架構不單純只是傳

統式教學的顛倒模式（PPP upside-down），它比傳統式教學多了更多自由

運用語言的機會，她說： 

1.任務供給使用語言溝通的需要。 

2.在整個任務活動過程中，學生的語言不受控制，可以使用自己的語言資

源來溝通。 

3.在任務中語言使用具有目的，為後段報告打下了基礎。 

4.鼓勵學習者思考語言形式結構的合適性與正確性。 

5.報告提供交換資訊的機會，是學習者學習成果的表現。 

6.在報告階段，學習者要承受在大家面前正確、流利地使用語言的壓力，

有助於培養學習者的交際能力。 

此外，黃瓊儀（2006）指出傳統式教學和任務型教學架構還呈現下列

不同的特點： 

1.在 PPP 過程中，因為先呈現目標語，所以必須構出使用目標語的上下文。

在任務型教學架構裡，目標語使用的前後脈絡已經被設定在任務中，所以

當學習者到了語言關注階段的時候，已經對語言很熟悉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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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任務教學架構中，後任務階段活動的意識喚醒過程，鼓勵學習者思考

和分析，不只是重復、操作，更重要的是輸出工作。 

3.任務型教學架構中的傾聽和閱讀，比 PPP 過程中編造來說明個別語言項

目的例子提供了更多樣的自然語言接觸。 

4.任務型教學架構中語言接觸除了預選的語言形式結構之外，還包括所有

範圍的詞彙、組合搭配、片語詞組和句式。學習者會了解跟學習到更多的

東西。 

因此在傳統教學下發生的課堂行為，顯示出語言被視為是一個目標，

而學生被要求當一個學習者；相反地，在任務型教學中，語言被視為是用

來溝通的工具，而學生被要求當一個語言使用者。 

Willis（1996：147）提出以下幾項採用任務導向教學的主要優點： 

1.任務型教學架構旨在刺激語言使用和供給各種程度與能力的學習者廣大

的學習機會。 

2.任務的角色在於鼓勵學習者活化和使用他們已具備的語言知識。 

3.任務提供豐富的口頭或書面語言接觸，有助於自然習得。 

4.前任務階段是為了激起學習者增進語言能力的自然慾望。 

5.任務階段使用的體裁為文法和其他語言面向提供一個清楚和熟悉的文章

脈絡。 

6.後任務階段讓學習者檢視語言接觸，並將他們對語言結構的知識系統化。 

表二-5 傳統教學和任務型教學之比較 

傳統式教學 任務型教學 

由交互的「開始-回應-反饋」（IRF, 

initiate-respond-feedback）所構成的

刻板談話結構 

與相鄰之人配對所構成的不受拘束

的談話 

教師控制主題的發展 學生能控制主題的發展 

由教師控制輪流的時機 和平日對話的規則一樣，說話者可

以自己選擇輪流的時機 

顯示性問題（Display question），也

就是提問者已知道答案的問題 

指示問題（Referential question）的

使用，也就是提問者不知道答案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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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被安排爲回應的角色，因此只

展現出少部分範圍的語言功能 

學生擔任傳授與回應的角色，因此

展現出大範圍的語言功能，例如詢

問或給予資訊、同意與不同意、命

令 

有很少的需要和機會去交涉意義 當溝通產生問題時就是交涉意義的

機會 

讓學生能產生正確的句子 讓學生說他們想說的話 

聚焦於形式結構的反饋，也就是教

師含蓄地或是明白地回應學習者

言談中的正確處 

聚焦於內容的反饋，也就是教師回

應學生言談中的訊息內容 

回響（Echoing）也就是教師為了全

班的利益著想而重複一個學生的

話 

重複，也就是學生選擇重複另一個

學生說的，或是教師說的某件事作

為自己的語言（Private speech），或

是建構屬於自己的意義

（Inter-subjectivity） 

譯自 Ellis（2003：253）Task-base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傳統教學與任務型教學由以上分析可知各有其特色，也有其優缺點，

傳統式教學法教師容易操作；而任務型教學法則給學生提供了大量使用語

言的機會，這些都是它們的優點。但從另外一個角度來看，傳統式教學法

無法提供學生大量使用語言的機會；而任務型教學法使用起來容易碰到困

難，這些都是它們的缺點。初級班學生常抱怨學了三個月的中文，出了教

室還是不會說中文，因此筆者想藉由這種比較活潑的教學方式，在課堂上

讓學習者從做中學，也就是讓學習者在與同學互動中學習如何表達語言、

學習語言，讓他們在語義協商的課堂上有更多的說話機會。特別是在初級

階段所學有限，如果能讓他們在課堂互動中，活用先前所學的東西，再加

上一些新東西，一定能讓他們更有成就感。 

另外，Willis（1996）提出在前任務階段和任務階段中，學生不受語法

規則的控制，可以自由使用語言來溝通，因此，比傳統式教學多了更多自

由運用語言的機會。雖然任務型教學在溝通交際上有其靈活性的優點，但

在語言形式上、發音準確性上、用詞正確性上有些教師認為是其弱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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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注意。因此筆者在任務活動設計上儘量注意語言形式和功能並重的原

則。至於任務過程中，在發音上、詞彙用法上、語法使用上應不應該改正？

應該什麼時候改正？應該如何改正？陳宜秀（2005）指出理論研究和教師

意見的立場在發音上、詞彙用法上、語法使用上，大多數教師都認為在重

點練習時要及時改正，在進行溝通活動時延後改正。也就是在前任務階

段，應當及時改正，在任務過程中應該視情況而定，以不中斷他們溝通為

原則。小組成員在進行互動性修補時，教師可以在此時以重述性策略改正

其偏誤，由策略的妥善運用，就能避免改正的可能負效果。因此，筆者在

任務過程中以上述方式為糾錯的原則，視情況運用改正策略。至於任務後

階段要求學習者口頭報告以外，還要以書面報告輸出，因為當學生被要求

以書面語言輸出時，他不但要注意到語法、詞彙，還得注意到句子的銜接

問題，筆者認為是很好的寫作練習。 

在我們對「意義」強調時，也要照顧到語言形式，在任務過程中除了

流利度也要注意到發音上、詞彙用法上、語法使用上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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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一共分六節。第一節介紹研究對象之背景資料分析；第二節實驗

設計；第三節研究工具；第四節教學設計與流程；第五節說明研究步驟；

第六節說明研究資料分析的方法。 

第一節 研究對象資料背景 

一、教學實施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師大國語教學中心由研究者教授的兩班學生，並隨機分

配一班為實驗組，一班為控制組。實驗組接受以任務為教學活動所設計之

教學，控制組則接受一般傳統式教學。兩班均為新版視聽華（一）第十一

課為起點的初級班，他們都通過師大國語教學中心新版視華（一）第一課

到第十課的成就測驗（本中心的成就測驗），或是新生華語能力分班測驗。

實驗組一共 10 人，男生 5 人，女生 5 人；控制組也一共 10 人，男生 3 人，

女生 7 人。下面為兩組學生的背景分析： 

表三-1 實驗組背景 

編

碼 

國籍 性別 年齡 母語 教育 

程度 

中文背景 

1 韓國 女 26 韓語 大學畢 在本中心學了三個月 

2 英國 男 28 英語 研究所畢 在本中心學了三個月 

3 印尼 男 21 客家話 專科畢 來台前學了一個月 

在本中心學了三個月 

4 美國 男 23 英語 大學畢 在大學學過一學期古

文 

5 日本 女 28 日語 大學畢 在日本學過三個月 

6 韓國 女 20 韓語 大學一年

級 

在大學學了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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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本 女 22 日語 高商畢 在高商學過一年 

8 日本 女 37 日語 大學畢 在上海學過六個月 

9 日本 男 23 日語 大學二年

級肄業 

在本中心學了三個月 

10 美國 男 23 英語 高中畢業 在本中心學了三個月 

表三-2 控制組 

編

碼 

國籍 性別 年齡 母語 教育程度 中文背景 

1 越南 女 20 越語 高中畢 在本中心學了三個月 

2 越南 女 20 越語 高中畢 在本中心學了三個月 

3 印尼 女 20 印語/客

語 

高中畢 在本中心學了三個月 

4 宏都

拉斯 

女 20 西語 高中畢 在本中心學了三個月 

5 美國 男 22 英語 大學畢 在本中心學了三個月 

6 法國 男 20 法語 大學二年

級 

在本中心學了三個月 

7 美國 男 26 英語 研究所畢 在本中心學了三個月 

8 蒙古 女 26 蒙語 大學畢 在本中心學了三個月 

9 宏都

拉斯 

女 20 西語 高中畢 在本中心學了三個月 

10 尼加

拉瓜 

女 20 西語 高中畢 在本中心學了三個月 

二、訪談對象 

表三-3 實驗組學生資料 

編

碼 

國籍 性別 年齡 母語 教育 

程度 

中文背景 

1 韓國 女 26 韓語 大學畢 在本中心學了三個月 

2 英國 男 28 英語 研究所畢 在本中心學了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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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印尼 男 21 客家話 專科畢 來台前學了一個月 

在本中心學了三個月 

4 美國 男 23 英語 大學畢 在大學學過一學期古

文 

5 日本 女 28 日語 大學畢 在日本學過三個月 

6 韓國 女 20 韓語 大學一年

級 

在大學學了一年 

7 日本 女 22 日語 高商畢 在高商學過一年 

8 日本 女 37 日語 大學畢 在上海學過六個月 

表三-4 教師基本資料 

教師代號 性別 最高學歷 資歷 專長 海外教學

經驗 

T1 女 華語文教

學研究所 

五年 密集班定

式教學 

兩年 

T2 女 華語文教

學研究所 

七年 密集班定

式教學 

無 

T3 女 華語文教

學研究所 

七年 密集班定

式教學 

兩年 

T4 女 華語文教

學研究所 

七年 密集班定

式教學 

兩年 

T5 男 華語文教

學研究所 

九年 密集班定

式教學 

無 

從以上資料得知接受訪談的八位實驗組受試者中有三位男性、五位女

性。兩位韓國女性、三位日本女性、一位英國男性、一位美國男性、一位

印尼男性。他們各有各的學習背景。 

訪談教師們常用課本方面，有新版視聽華語一、二、三、四、五和遠

東生活華語三。 

常教的學生國籍，以日、美最多，其次是印尼、越南、韓國、法國、

中南美洲各國、東歐、北歐、俄國、蒙古等學生。教學對象可說是世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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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都有。 

五位老師都教密集班（每日授課時數為三小時）。師大華語教學中心

的密集班授課方式是以定式教學，有期中和期末兩次任務，老師以課外大

任務為主。普通班無此規定，上課方式較自由，多樣。迫於現況，因此筆

者以密集班老師為訪談對象。 

第二節 實驗設計 

表三-5 研究架構 

控制變項 學習環境、學習時間、教材、教師 

自變項 實驗組：任務型教學法 

控制組：傳統式教學 

依變相 學習成果 

兩班的課程起點為新版視聽華語（一）第十一課。教學方式實驗組採

用任務型教學法，控制組採用傳統式教學法。第一週給予前測，了解兩組

學生的程度；第十週後再施予後測，了解實施的成效，並請學生填寫一份

「本期課堂教學暨自我評量表」，以了解受試者分別對於使用之教學方式

的評價及自我評量。前測、後側的測驗內容包括聽力、說話、漢字、選擇、

問答。其結果以 t 檢定處理，辨別兩組於平均分數上是否有顯著差異 

一、控制變項 

控制變相就是實驗過程中為了避免影響實驗結果所必須控制的因

素。本實驗的控制變項為學習環境、教學時間、教材、教師。 

學習環境：兩組受試者之學習地點均位於師大國語教學中心教室。 

教學時間：兩組受試者上課時間均為民國九十七年十二月一日至民國

九十八年二月二十七日止，共十週。週一到週五，每日兩堂課，一堂課為

五十分鐘。實驗組上課時間為下午兩點二十分至四點十分；控制組上課時

間為上午十點二十分至十二點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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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兩組受試者均採用同一本教材「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一冊第

十一課至「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二冊第八課止，共十課。 

二、自變項 

自變項（Independent variable）的意義是相對於「依變項」（Dependent）

的關係而言。自變項就是有影響作用的變項，它是「因」。本研究的自變

項為教學法，實驗組採用任務型教學，控制組採用傳統式教學。 

三、依變項 

依變項（Dependent）就是實驗的結果。本研究採取實驗研究法的準實

驗設計。實驗組和控制組均施予前測，在實驗處理完成後再施予後測，以

此成績為其學習成果指標。並請學生填寫一份「本期課堂教學及自我評量

表」，以了解受試者分別對於使用之教學方式的評價暨自我評量。 

表三-6 研究設計 

組別 前測 實驗處理 後測 

實驗組 新版視華（一） 

第一課到第十課 

 

任務型教學 新版視華（一）第十

一課、第十二課 

新版視華（二） 

第一課到第八課 

控制組 新版視華（一） 

第一課到第十課 

 

傳統式教學 新版視華（一）第十

一課、第十二課 

新版視華（二） 

第一課到第八課 

第三節 研究工具 

一、教材 

本研究使用之教材為正中書局出版的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一、二。這本

書的特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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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是師大國語教學中心的基礎教材。 

此書的生詞、語法點之編排由易到難，由淺至深，屬分級漸進式教材，方

便學習者學習。 

此書每一課的內容包括情境式對話、生詞、語法、活動練習跟輔助教學的

影像光碟、錄音帶，有助於聽、說、讀、寫全面性的語言學習。 

此書的內容題材有看病、問路、點菜、打電話、搬家等等，都非常實用。 

本研究之教學課程內容標題如下：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一） 

第十一課 你幾點鐘下課？ 

第十二課 我到外國去了八個月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二） 

第一課 我生病了 

第二課 到那兒去怎麼走？ 

第三課 請您給我們介紹幾個菜 

第四課 請他回來以後給我打一個電話 

第五課 華語跟法語一樣好聽 

第六課 歡迎你們搬來 

第七課 你要把這張畫兒掛在哪兒 

第八課 他們在樓下等著我們呢 

二、問卷 

本研究使用之問卷是參考黃瓊儀（2006）的問卷所改編設計的，問題

形式皆為封閉式，答案選項分為五等級：非常不同意（Strongly Disagree）、

不同意（Disagree）、無意見（No Comment）、同意（Agree）、非常同意（Strongly 

Agree）。本問卷是教學十週後之課後問卷，旨在了解受試者在經過十週教

學之後，對於課堂上所使用的教學方式之評價及自我評估，一共有十九項

問題，區分為四部份： 

第一部分：「上課情形的滿意度」，教師的教學方式影響自己上課的態度。 

第二部分：「同學之間互動的滿意度」，教師的教學方式影響自己與同學互

動之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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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教師教學提高動機與興趣的滿意度」，對教師的教學方式引起

動機和興趣的滿意程度。 

第四部分：「對習得效益的滿意度」，教學方式影響自己學習成果之程度。 

三、測驗卷 

本研究使用之測驗卷共兩份。第一份測驗卷是新版視華（一）第一課

至第十課。第二份測驗卷是新版視華（一）第十一課、第十二課和新版視

華（二）第一課至第八課。兩份測驗卷之內容項目及分數分部情形如下表： 

表三-7 測驗卷內容項目及分數分布 

 聽力 說話 漢字 選擇 問答 

題數 10 2 5 15 15 

得分百分率 20％ 10％ 10％ 30％ 30％ 

此二試之聽力是讓受試者在聽完一段短文後依序寫下問題的答案，測

驗的主要目的是要了解受試者的聽力情形，十題一共二十分。說話兩題二

十分請學習者看圖以提示回答，漢字五題十個字共十分。選擇是測試語法

概念十五題共三十分。問答十五題，測驗受試者的回答能力共三十分。 

四、訪談 

學生訪談：請實驗組的受試者陳述任務教學活動時的經驗、學習成就

和感想。 

教師訪談：實行任務教學活動的心得、學習者的反應、是否達到預期

的目標等等，也希望從類似經驗的教師身上，爲任務活動設計帶來更多可

參考的資料。 

第四節 教學設計 

本教學實驗共十週，一週十堂課，週一至週五，每日兩堂課，每堂各

五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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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驗組 

在設計任務活動時，首先要考慮任務的類型、主題與進行的準則。大

原則是任務活動都要照顧到學習者的語言形式與功能，也就是「有語言焦

點的任務」；若不考慮到學習者的語言能力的任務活動，就稱之為「無語

言焦點的任務」。教師縝密構思任務活動的每一個步驟之後，做出了學習

教材，也就是提供給學習者依循參考用的任務單。 

（一）教師準備作業 

實驗組實施任務型教學，課堂學習方式以操作任務為主。筆者顧及到

初級學習者的情況，因此參考 Skehan（1998：125）提出的任務設計類型

－中間型（Intermediate position）任務：則既重視任務的自然性和真實性，

也強調要通過任務的設計與方法的選擇，照顧到語言形式的練習。也就是

「有語言焦點的任務」把每一課的教學重點也就是課文對話、生詞和語言

形式，作為設計任務之基礎，再根據 Willis（1996）提出的基本架構和教

學步驟進行我們的任務型教學流程。 

（二）學習者準備作業 

實驗組之受試者被要求作課前生詞與課文預習。任務活動強調課堂上

的互動，不但教師要在課前做好充分的準備，學生也得配合先做預習。如

果學生課前生詞課文都不看一下，課堂任務就很難執行了。怎麼樣能確保

學生預習了呢？我想就是聽寫了，因為學生都很怕考試。考試有一些要點： 

考試時間大概十分鐘左右。 

考試範圍就是當天的上課範圍。 

聽寫句子，不要太長，也不要太難，跟課文有關。 

（三）教學流程 

每單元的教學程序分為三階段，前任務、任務階段及後任務。 

1.前任務： 

（1）活動目的在於幫助學習者做出準備，主要是介紹這一課的主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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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可以利用圖片、實物、教學光碟等導入，提出問題與學生探討，引起學

習者的興趣與動機，也藉此機會溫習學習者已有的語言知識，調動學習者

的先備知識，進而提出跟任務相關的詞彙（也就是本段課文對話的生詞和

跟任務有關的詞彙）、短語和要用到的語言形式，幫助學習者理解要做的

任務內容、進行的方式及應達到的目標結果及時間限制。 

（2）將學習者分組，兩人一組，為了讓他們在任務執行中已目標語進行

語義協商，因此儘量避免同一國籍的學習者分在同一組，也不要固定小組

成員，另外，程度高低、個性內向活潑都是要考慮到的。分組之後，任務

就開始執行。 

（3）按照每一課的難易情況，有時也做些順序調整，語言點較難時做了

先前提出的主題導入以後，介紹生詞和必要的語言形式就看課文對話，讓

學生先了解課文意思，讓他知道我們即將要做的任務跟課文類型很類似，

也介紹一些在對話中他可以用到的短語或重要的基本語法。要是語言點不

難時，就在主題導入、生詞、語法介紹完時，就按照流程說明我們要他們

做的任務。 

2.任務階段：又分為三個小階段， 

（1）任務進行階段：學習者進行雙人或小組活動時，教師從旁指導，觀

察學習者執行任務的進度與情況，鼓勵學習者參與交往，若有溝通停頓的

問題發生時，立刻伸出援手，但是不要成為學習者的字典。 

（2）準備階段：學習者簡單地向全班報告他如何完成了任務，得到什麼

結果。學習者準備下一階段的正式報告，教師可以給予語言上的指導。報

告重點在於清楚、有組織。 

（3）報告階段：小組向全班報告或比較討論的結果。教師可進行評論。 

3.後任務： 

這是注重語言點的階段，又分為兩個小階段： 

第一為分析階段：教師將學習者發生錯誤的詞彙或句子寫在黑板上，共同

討論分析，並教授正確的用法。 

第二階段的練習階段：教師帶領學習者做練習。可用課本的語法說明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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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練習或是教師做的練習單，加強語法結構與概念。 

進入課文對話：朗讀、糾正發音、說明、提問、找出語言定式（靳 2002：

將“句型”概念擴展為包括多種語言層次、語言功能，目的是將語言形式與

語言功能有機地結合起來）、練習。 

繳交書面報告。 

每一課結束後，進行平時測驗。 

二、控制組 

（一）教師準備作業 

以傳統式教學為授課方式，教師準備字卡、圖片、教學光碟。 

（二）學習者準備作業 

受試者並未被要求在進入新課之前，必須事先預習。 

（三）教學流程 

每一課的教學都先由教師教介紹本課主題，再由生詞進入教學程序，

教師先用字卡讓學習者認字，然後解釋意思以及用法，問幾個跟生詞有關

的問題，加深其印象。生詞教完後進入語法教學，先由教師說明語法要點，

在做練習，可以用提問的方式問學習者幾個問題，要求學習者一定用特定

語法回答，也可以用兩人一組的方式一問一答來練習。第三部分就進入課

文，先看教學光碟，教師提問，再解釋課文中重要的語法，把句式寫在黑

板上做練習，領讀課文，請學習者朗讀課文，糾正其發音，最後根據本節

課文內容，要求學習者執行一個課室活動。 

每一課結束後，進行平時測驗。 

第五節 研究步驟 

一、前測階段 

兩組受試者都是經過本中心第一次成就測驗或分班測驗的結果組成

的初級班，所以有一定的水準。前測在第一週舉行，測驗分數以 t 檢定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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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 

二、實驗階段 

1.從第一週開始至第十週，實驗組以任務型教學方式授課。課程設計與進

行方式以 Willis（1996）所提出之教學歩驟與策略為基礎。 

2.訪談教師對任務活動的心得。 

三、後測階段 

1.十週上完後舉行後測，測驗分數以 t檢定處理，以了解其差異 

2.請學生填寫「本期課堂教學暨自我評估表」。 

3.訪談學習者對任務教學活動的感想。 

第六節 資料分析 

一、資料處理 

1. 前測與後測之分數皆在顯著水準 α＝0.05 的條件下，以 t 檢定進行兩組

平均數之檢定分析，檢驗兩組受試者前測與後測之平均分數是否有顯著差

異。 

2. 「本期課堂教學暨自我評估表」之調查結果，以統計各分項圈選選項之

次數為準。 

3. 訪談結果分析：把教師和學習者的訪談歸類、分析。 

二、統計量數 

1.平均數 

平均數(mean)是指一組資料數據中，所有數據的平均值，在本研究中

是指控制組或實驗組的全班平均分數。 

 

 
受試者人數

受試者分數之總和
平均數  X(m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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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標準差 

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是用來表示一群計量值分佈的散佈程度，若標

準差的值越大，則散佈程度越大；若標準差的值越小，則散佈程度越小。在此意

味著如果標準差大，表示全班的成績比較分散；標準差小，全班的成績比較集中。 

1

)(
1

2




  

n

XX
S

n

i i  

其中 :iX 為第 i 位受試者分數、 平均數:X 、 樣本數:n  

  

3.t 檢定 

當樣本數目為小樣本（n＜30）時，給定所需之顯著水準 ，可使用 t

檢定來檢定兩母體平均數間是否有顯著差異。 

 

4.p 值 

 顯著值以 p 值（Probability value p）表之，我們在獲得結果之前所訂的

 為顯著水準，根據計算而得的結果之 p 值為顯著值，若 p 值小於 ，即

表示此項檢定結果是顯著的，以本文檢定內容來說明，即表示控制組與實

驗組之平均分數有顯著差異。在教育研究中通常以 =0.05 作為標準，若 p

＜0.05，意指該檢定在 95％的信心水準下，可相信是此項結果是顯著的，

由抽樣誤差造成的機率會低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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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論 

本章分為六節，第一節為前測數據之分析；第二節為十週課考之結果

及後測數據之分析與討論；第三節為課後問卷調查之結果與討論；第四節

為學習者和教師訪談整理。 

第一節 前測數據之分析 

兩組受試者接受前測之結果由下表 4-1 得知兩組程度相當，控制組和

實驗組之 t 值為-0.06，p=0.96>0.05，兩組前測平均數無差異。在表 4-2 中

兩組在聽力、說話、漢字、選擇（語法）、問答方面也相差不大，可知兩

組在各方面程度都差不多。 

表四-1 兩組前測平均分數檢定之 t 值與顯著性 

組   別 人  數 平均分數 標 準 差 t 值 P 

控 制 組 10 84.4  8.30  

實 驗 組 10 84.2  7.61  
-0.06 0.96 

給定 ＝0.05，P 需小於 才達顯著性 

檢定結果： 

此題虛無假設與對立假設為
實驗組前測平均數控制組前測平均數

實驗組前測平均數控制組前測平均數




:

:

1

0

H

H
 

由表 4-1 得知 p=0.96>0.05，因此不拒絕 0H ，所以兩組前測平均數無差異。 

表四-2 兩組於前測各項目之平均得分 

 聽力 20% 說話 10％ 漢字 10% 選擇 30% 問答 30% 

控制組 
平均得分 

16 7.7 7.7 26.8 26.2 

實驗組 
平均得分 

16.6 8.1 7.6 25.8 26.3 

其曲線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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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兩組前測各項目之平均得分 

第二節 十次課考及後測數據之分析與討論 

兩組受試者從第一週到第十週接受不同的教授方式，現以兩組每週一

課共十課的平時測驗成績及後側進行 t 檢定，了解他們在學習成效上是否

有顯著之差異。 

一、十次課考 

表 4-3 為兩組第一週到第十週平時測驗之平均分數差，由數據看來，

實驗組與控制組之差距，第六課（p＜0.05）之平均分數差以達顯著水準，

而其他九課（第十一課、第十二課、第一課、第二課、第三課、第四課、

第五課、第）都不顯著。 

表四-3 兩組於第一週至第十週平時測驗平均分數差 

課目 組別 平均分數 標準差 t 值 P 

控制組 93.7 5.36 
第十一課 

實驗組 93.5 3.78 
-0.1 0.92 

控制組 91.9 5.61 
第十二課 

實驗組 91.6 6.40 
-0.11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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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組 90.4 3.17 
第一課 

實驗組 90.9 6.23 
0.23 0.82 

控制組 91 7.67 
第二課 

實驗組 94.1 4.95 
1.07 0.3 

控制組 93.4 4.58 
第三課 

實驗組 93.2 4.26 
-0.1 0.92 

控制組 92.5 4.12 
第四課 

實驗組 93.6 4.43 
0.58 0.57 

控制組 90.9 6.52 
第五課 

實驗組 92.6 7.57 
0.54 0.6 

控制組 89.9 4.28 
第六課 

實驗組 94.5 3.27 
2.7 0.01 

控制組 89.5 8.48 
第七課 

實驗組 92.9 5.74 
1.05 0.31 

控制組 90.1 5.82 
第八課 

實驗組 92.8 4.52 
1.16 0.26 

給定 ＝0.05，P 需小於 才達顯著性 

檢定結果： 

此題虛無假設與對立假設為
課平均數實驗組第課平均數控制組第

課平均數實驗組第課平均數控制組第

nn:

nn:

1

0




H

H
 

由表 4-3 得知除了第六課 p<0.05，其他課檢定結果 p 值皆大於 0，因此第六課兩

組分數平均數有差異，其他課兩組分數平均數皆無顯著差異。 

其曲線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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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兩組第一週至第十週平時測驗平均分數曲線圖 

圖 4.2 為兩組第一週到第十週每週平時測驗平均分數之曲線圖，紅色

方形點為實驗組，藍色菱形點為控制組。由圖看來，雖然兩組只有第八週

第六課之平均分數達到顯著差異，但從曲線圖很明顯看出實驗組的發展是

比較穩定的，而且實驗組從第六週起每一課之平均分數都高於控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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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兩組第一課至第十課平時測驗分數標準差曲線圖 

圖 4.3 為兩組受試者於第一週到第十週平時測驗平均分數標準差之曲

線圖，紅色方形點為實驗組，藍色菱形點為控制組。在實驗處理階段，兩

組的標準差以可看出差距，實驗組與控制組在第五週和第六週平均分數差

非常接近，第一週、第四週、以及後面三週第八週、第九週、第十週，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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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組的標準差都低於控制組，而標準差越大，表示分數之離散越大。因此，

得知實驗組中個人語言能力之發展情形較平均，而控制組則相對較大。 

二、後測數據之分析 

兩組受試者接受後測之結果由下表 4-4 得知兩組程度相當，控制組和

實驗組之 t 值為 0.27，p=0.79>0.05，兩組後測平均數無多大差異。由表 4-5

得知兩組除了在說話項目這一部分實驗組高於控制組 1.1 分以外，在聽

力、漢字、選擇（語法）、問答方面都相差不大，可知兩組在各方面程度

都差不多。另外，在語法方面，有些教師或學生怕這種教學法會讓語法教

學不夠紮實，我們從數據得知，實驗組的語法和控制組一樣好。 

表四-4 兩組後測平均分數檢定之 t 值與顯著性 

組   別 人  數 平均分數 標 準 差 t 值 P 

控 制 組 10 81.1 9.27 

實 驗 組 10 82.2 9.09 
0.27 0.79 

給定 ＝0.05，P 需小於 才達顯著性 

檢定結果： 

此題虛無假設與對立假設為
實驗組前測平均數控制組前測平均數

實驗組前測平均數控制組前測平均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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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4 得知 p=0.79>0.05，因此不拒絕 0H ，所以兩組後測分數平均數無顯著差

異。 

表四-5 兩組於後測各項目之平均得分 

 聽力 20% 說話 10％ 漢字 10% 選擇 30% 問答 30%

控制組 
平均得分 

16 7.9 7.7 24.8 24.6 

實驗組 
平均得分 

16.2 8.8 7.7 24.8 24.6 

其曲線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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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兩組後測各項目之平均得分 

三、小結 

從後測數據得知，實驗組和控制組之平均分數差雖然並不顯著，然而

實驗組的平均分數高於控制組（82.2＞81.1），且標準差也小於控制組（9.09

＜9.27）。這種現象說明了任務教學能讓全班學生的語言能力平均發展。 

關於兩組後測無明顯差距的結果，其原因可能是： 

1.實驗組和控制組同學的學習動機都很強：根據筆者的觀察，兩組受試者

原本的學習動機都很強，學習態度良好，都很努力的學習，因此教學方式

對其影響有限。 

2.實施時間：做了十週的實驗也許時間還是太短，因此成效不明顯，但從

平時測驗的結果來看，從第六週起實驗組的成績都比控制組高，如果時間

更長，成效應該會更明顯。 

3.測驗卷：兩班都是筆者授課，除了教學方式不同以外教材是一樣的，從

任務中發展出的新詞彙並未列入考試範圍。測驗卷的問題也是按照一般測

驗卷的項目聽力、說話、漢字、選擇、問答出題。再者，學生跟老師上了

十週課，對老師出題的模式、考試的重點也很清楚。 

表面上看來任務教學法著重在交際互動上，很多人都認為此種教學法

是針對促進口語的能力，因此缺點是容易忽視語言的形式結構，但透過任

務的執行過程，是可以達到語言習得的最終目標的。我們從兩組後測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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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實驗組每一項都比控制組高，語法部分也不比控制組低，所以不重視

語言形式的說法是不正確的。Willis（1996）與 Ellis（2003）也都指出，

任務教學是綜合四項技巧的教學法，而不只是針對單一能力的培養。實驗

組的學習者的語法結構不比控制組所使用的傳統式教學來得差的很大的

原因是實驗組學習者在執行任務時，已由前任務階段輸入語言形式，在任

務中產生互動性修補，到了後任務階段再由教師提出使用錯誤的地方做分

析練習，最後整理成書面形式輸出，這再再顯示任務教學這種循環的教學

方式對學習者的習得是有助益的。 

第三節 課後問卷調查之結果與分析 

表 4-6～9 呈現了兩組學習者在一整學期課後，對於本期學習之滿意

度，可分為四個部分：上課情形、同學之間的互動情形、教師教學是否能

提高學習動機和興趣及教師教學對習得有否幫助等四大項。 

一、上課情形的滿意度 

表 4-6 呈現了兩組學習者分別在兩種教學法之下，對於上課情形滿意

度的回應結果。 

表四-6 兩組學習者課後對於本期教學之意見（一） 

陳 述 組 別 
非常不

同意 
不同意 無意見 同意 

非常 

同意 

1. 我們的課很

有意思 

控制組 

實驗組 

0(0%) 

0(0%) 

0(0%) 

0(0%) 

0(0%) 

0(0%) 

1(10%) 

1(10%) 

9(90%) 

9(90%) 

2. 上課中我總

是很快樂 

控制組 

實驗組 

0(0%) 

0(0%) 

0(0%) 

0(0%) 

0(0%) 

0(0%) 

0(0%) 

1(10%) 

10(100%) 

9(90%) 

3. 上課中我學

到很多東西 

控制組 

實驗組 

0(0%) 

0(0%) 

0(0%) 

0(0%) 

0(0%) 

0(0%) 

0(0%) 

1(10%) 

10(100%) 

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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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課中我總

是很專心 

控制組 

實驗組 

0(0%) 

0(0%) 

0(0%) 

0(0%) 

3(30%)

0(0%) 

2(20%) 

1(10%) 

5(50%) 

9(90%) 

5.上課中說話的

機會很多 

控制組 

實驗組 

0（0％）

0（0％）

0（0％）

0（0％）

3（30％）

0（0％）

2(20%) 

0(0%) 

5(50%) 

10(100%) 

 

在我們的課很有意思、上課中我總是很快樂、上課中我學到很多東西

這三項中，實驗組和控制組都同意沒有不贊成的同學（見圖 4.5、4.6、4.7）；

不過在上課中我總是很專心和上課中說話的機會很多這兩項中，實驗組的

同意程度都比控制組高（見圖 4.8、4.9）。 

 

 

 

 

 

 

 

圖 4.5 兩組問卷第一部分問題一之長條圖 

 

 

 

 

 

 

圖 4.5 我們的課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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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兩組問卷第一部分問題二之長條圖 

圖 4.7 上課中我學到很多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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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兩組問卷第一部分問題三之長條圖 

圖 4.8 上課中我總是很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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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兩組問卷第一部分問題四之長條圖 

圖 4.6 上課中我總是很快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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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上課中說話的機會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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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兩組問卷第一部分問題五之長條圖 

二、同學之間的互動情形的滿意度 

表四-7 呈現了兩組學習者分別在兩種教學法之下，對於同學之間的互

動情形滿意度的回應結果。 
表四-7 兩組學習者課後對於本期教學之意見（二） 

陳 述 組 別 
非常不

同意 
不同意 無意見 同意 

非常 

同意 

1. 同學之間的互

動很好 

控制組 

實驗組 

0(0%) 

0(0%) 

0(0%) 

0(0%) 

0(0%) 

0(0%) 

1(10%) 

0(0%) 

9(90%) 

10(100%

) 

2. 同學之間的關

係很好 

控制組 

實驗組 

2(20%)

0(0%) 

0(0%) 

0(0%) 

2(20%)

0(0%) 

1(10%) 

0(0%) 

5(50%) 

10(100%

) 

3. 跟同學的互動

中我學到很多東

西 

控制組 

實驗組 

1(10%)

0(0%) 

0(0%) 

0(0%) 

2(20%)

0(0%) 

0(0%) 

0(0%) 

7(70%) 

10(100%

) 

4. 同學們喜歡一

起做活動 

控制組 

實驗組 

0(0%) 

0(0%) 

0(0%) 

0(0%) 

0(0%) 

0(0%) 

3(30%) 

0(0%) 

7(70%) 

10(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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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同學願意互相

幫助 

控制組 

實驗組 

0(0%) 

0(0%) 

0(0%) 

0(0%) 

0(%) 

0(0%) 

1(10%) 

0(0%) 

9(90%) 

10(100%

) 

 

在同學間的互動情形方面，實驗組無論在同學之間的互動、同學之間

的關係、跟同學互動中學到很多東西、同學們喜歡一起做活動、同學願意

互相幫助等五項，滿意度都達百分之百；而控制組在同學關係這項滿意度

是百分之六十，有百分之四十覺得控制組的同學關係不怎麼好（見圖

4.11），在跟同學互動中我學到很多東西這項滿意度是百分之七十，有百分

之三十的同學不同意或沒把握（見圖 4.12），不過在同學之間的互動、同

學們喜歡一起做活動、同學願意互相幫助這三項的滿意度也接近百分之百

（見圖 4.10、4.13、4.14），可見在上課中他們的互動還算不錯。 

 

 

 

 

 

 

 

圖 4.10 兩組問卷第二部分問題一之長條圖 

 

 

 

 

 

 

 

 

 

圖 4.10 同學之間的互動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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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兩組問卷第二部分問題二之長條圖 

圖 4.12 跟同學的互動中我學到很多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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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兩組問卷第二部分問題三之長條圖 

圖 4.13  同學們喜歡一起做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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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同學之間的關係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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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兩組問卷第二部分問題四之長條圖 

圖 4.14  同學願意互相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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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兩組問卷第二部分問題五之長條圖 

三、教師教學提高學習動機和興趣的滿意度 

四-8 呈現了兩組學習者分別在兩種教學法之下，對於教師教學提高學

習動機和興趣滿意度的回應結果。 

表四-8 兩組學習者課後對於本期教學之意見（三） 

陳 述 組 別 
非常不

同意 
不同意 無意見 同意 

非常 

同意 

1. 教師的教法讓

我對學習中文更

有興趣 

控制組 

實驗組 

0(0%) 

0(0%) 

0(0%) 

0(0%) 

0(0%) 

0(0%) 

2(20%) 

1(10%) 

8(80%) 

9(90%) 

2. 教師的教法讓

學習變得有趣 

控制組 

實驗組 

0(0%) 

0(0%) 

0(0%) 

0(0%) 

0(0%) 

0(0%) 

2(20%) 

1(10%) 

8(80%) 

9(90%) 

3. 教師的教法讓

我上課更專心學

習 

控制組 

實驗組 

0(0%) 

0(0%) 

0(0%) 

0(0%) 

1(10%)

0(0%) 

1(10%) 

1(10%) 

8(80%) 

9(90%) 

由上面數據可知，實驗組認為任務教學能夠引起學習動機，讓學習變

得有趣，讓他上課更專心（見圖 4.15、4.16、4.17）。控制組也認為其所接

受的教學方式能引起學習動機，讓學習變得更有趣，只有在其所接受的教

法讓他上課更專心這項有一個學生沒把握（見圖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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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兩組問卷第三部分問題一之長條圖 

    

圖 4.16  教師的教法讓學習變得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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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兩組問卷第三部分問題二之長條圖 

 

圖 4.17  教師的教法讓我上課更專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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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教師的教法讓我對學習中文更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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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兩組問卷第三部分問題三之長條圖 

四、教師的教法對習得幫助的滿意度 

表四-9 呈現了兩組學習者分別在兩種教學法之下，對於學習成就滿意

度的回應結果。 

表四-9 兩組學習者課後對於本期教學之意見（四） 

陳 述 組 別 
非常不

同意 
不同意 無意見 同意 

非常 

同意 

1. 教師的教法讓

我容易了解及學

習課程 

控制組 

實驗組 

0(0%) 

0(0%) 

0(0%) 

0(0%) 

0(0%) 

0(0%) 

1(10%) 

1(10%) 

9(90%) 

9(90%) 

2. 教師的教法對

我的聽力理解有

幫助 

控制組 

實驗組 

0(0%) 

0(0%) 

0(0%) 

0(0%) 

0(0%) 

0(0%) 

2(20%) 

0(0%) 

8(80%) 

10(100%)

3. 教師的教法對

我的說話能力有

幫助 

控制組 

實驗組 

0(0%) 

0(0%) 

1(10%)

0(0%) 

1(10%)

0(0%) 

1(10%) 

0(0%) 

7(70%) 

10(100%) 

4. 教師的教法讓

我對語法的使用

更了解 

控制組 

實驗組 

0(0%) 

0(0%) 

0(0%) 

0(0%) 

1(10%)

0(0%) 

4(40%) 

0(0%) 

5(50%) 

10(10%) 

5. 教師的教法讓

我對生詞的使用

更了解 

控制組 

實驗組 

0(0%) 

0(0%) 

0(0%) 

0(0%) 

2(20%)

0(0%) 

5(50%) 

1(10%) 

3(30%) 

9(90%) 

6. 教師的教法對

我的書寫有幫助 

控制組 

實驗組 

0(0%) 

0(0%) 

0(0%) 

0(0%) 

4(40%)

0(0%) 

3(30%) 

1(10%) 

3(30%) 

9(90%) 

在教學對習得幫助滿意度上實驗組贊成任務教學活動讓自己容易了

解及學習課程，控制組也認為其所受的教學方式容易了解及學習課程（見

圖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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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教師的教法讓我容易了解及學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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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兩組問卷第四部分問題一之長條圖 

在教師的教法對我的聽力有幫助這項，實驗組和控制組都同意（見圖

4.19）。 

圖 4.19  教師的教法對我的聽力理解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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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 兩組問卷第四部分問題二之長條圖 

 

在教師的教法對我的說話能力有幫助這項實驗組百分之百贊成。控制

組有一位同學不滿意、一位同學沒把握，滿意度比起實驗組差了一些（見

圖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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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  教師的教法對我的說話能力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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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 兩組問卷第四部分問題三之長條圖 

 

在教師的教法讓我對語法的使用更了解這項，實驗組百分之百同意，

控制組雖然沒有人不贊成，不過滿意程度差一點，由此可知任務教學活動

對語法的使用更有效益（見圖 4.21）。 

圖 4.21  教師的教法讓我對語法的使用更了解

0

2

4

6

8

10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無意見 同意 非常同意

控制組

實驗組

 

圖 4.21 兩組問卷第四部分問題四之長條圖 

 

在教師的教法讓我對生詞的使用更了解這項，實驗組都同意，由此可

知，任務教學活動對生詞的使用更有效益；在控制組方面的滿意度雖然沒

實驗組高可是也沒有人不同意（見圖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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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教師的教法讓我對生詞的使用更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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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兩組問卷第四部分問題五之長條圖 

 

在教師的教法對我的書寫（寫作）更有幫助這項，實驗組都同意，由

此可知，任務教學活動在任務後階段要學生整理書面報告對語言輸出是有

正面加分作用的；在控制組方面的滿意度雖然沒實驗組高可是也沒有人不

同意（見圖 4.23）。 

圖 4.23  教師的教法對我的書寫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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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兩組問卷第四部分問題六之長條圖 

五、小結 

課後問卷調查之結果看來，實驗組無論在上課情形、同學之間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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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教師教學方式能否提高學習動機和興趣以及教師教學法對習得是否

有幫助四大項都給予正面評價。控制組對這四大項也大部分給予正面評

價，但有幾項透露出了傳統教學法的不足之處，筆者將在第五章說明。 

第四節 訪談結果整理 

一、學生訪談整理 

因為是初級班的學生，所以問題以容易回答為主要考量，訪談目的是

想了解除了問卷的問題以外，他們是否還有些別的想法。整體來說，實驗

組學習者對任務教學大多持肯定的態度，有的學習者覺得麻煩，有的學習

者有自己的需求，但他們都覺得學到了很多東西，也覺得上課很有意思，

老師好，同學的關係好等等。本實驗研究對象是十人，但受訪者只有八位

同學，另外兩位同學因時間無法配合所以沒接受訪談。訪談問題有三： 

1.喜歡老師的上課方式、內容嗎？你學到了很多嗎？ 

2.跟同學一起做活動怎麼樣？ 

3.寫報告你覺得怎麼樣？ 

表四-10 實驗組學生資料 

編碼 國籍 性別 年齡 母語 教育 

程度 

中文背景及其他 

1 韓國 女 26 韓語 大學畢 在本中心學了三個

月，膽子小，沒自信 

2 英國 男 28 英語 研究所

畢 

在本中心學了三個

月，活潑，反應快，

熱心參與上課活動，

也喜歡幫助同學 

3 印尼 男 21 客家

話 

專科畢 來台前學了一個月 

在本中心學了三個

月，由於母語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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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中文學習力強 

4 美國 男 23 英語 大學畢 在大學學過一學期古

文，中文程度不錯，

他希望加強聲調、語

法 

5 日本 女 28 日語 大學畢 在日本學過三個月 

6 韓國 女 20 韓語 大學一

年級 

在大學學了一年，程

度不錯，但溝通能力

不好 

7 日本 女 22 日語 高商畢 在高商學過一年，溝

通能力不好 

8 日本 女 37 日語 大學畢 在上海學過六個月，

溝通能力不錯 

從以上資料得知接受訪談的八位實驗組受試者中有三位男性、五位女

性。兩位韓國女性、三位日本女性、一位英國男性、一位美國男性、一位

印尼男性。他們各有各的學習背景。下面是訪談整理： 

（一）老師的上課方式、內容、習得的情形 

學生 1『我覺得這種辦法上課很有意思、很好玩，我常常說話，也不怕上

課，同學幫我很多忙，我的聽跟說都進步了。』 

 

學生 2『這種辦法上課好像在說話，有一點難，可是我可以用新生詞、也

可以用以前的生詞、語法很好。上課的時候很有意思，我學了很多，現在

我說得比以前好很多。』 

 

學生 3『我喜歡老師，也喜歡老師的辦法，上課中我學到了很多，老師好

用，什麼辦法都好。』 

 

學生 4『我喜歡老師的辦法。常常說話很好，很有意思，也進步很多。』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論 

79 

學生 5『我喜歡先學生詞、語法，再學課文，最後做活動。我的聲調不好，

我要多練習生詞的發音、聲調。』 

 

學生 6『我是韓國大學一年級的學生，在大學上課時，老師教了很多語法，

可是我不會用，不能說話，現在上課的時候常常需要用，我覺得很好，進

步很多。先上生詞、語法再看課文最無聊。我喜歡老師的辦法，教我們很

多東西，也很有意思。』 

 

學生 7『我覺得麻煩。因為有的時候聽不懂同學的話，用很多時間。上課

老師教我們比較好。』 

 

學生 8『剛開始上課的時候，我不喜歡，因為我只會用生詞跟同學說話，

新的語法不會用，我覺得很難用，後來比較好了。我喜歡先學生詞、語法、

再學課文，不要活動，老師多做語法練習，我覺得語法重要。』 

  

學生 5、學生 7 和學生 8 三位日本學生都不太喜歡這種教學活動，其

中一位覺得麻煩、浪費時間，另外一位不喜歡任務活動，要老師多做些語

法練習，他們都比較喜歡傳統的教學方式。這些情況也許能反映出部分日

本學生的內向、保守，導致比較喜歡被動的傳統教學模式，而不喜歡或接

受多樣變化的上課方式，這一點是值得注意、探討的。但是其他國籍的學

生都肯定這種上課方式，教學內容。特別是學生 6 韓國學生他認為這種上

課方式非常好，能有很多說話的機會練習生詞、語法，他說在韓國大學上

課時，老師用的那種傳統教學法他覺得最無聊，沒辦法開口說話。剛開始

上課時，他的語言能力並不好，但是越來越好，後來是班上最好的學生。

學生 2 英國同學他的配合度最高，反應也快，他常常試著用新語法和新詞

彙，是一位很認真的學生，他的口語能力也進步得很快，是班上數一數二

的。 

（二）小組作業方式 

學生 1『我喜歡,同學幫我，我比較不緊張。』 

 



任務型教學在初級華語教學上之成效 

80 

學生 2『覺得很好可以常常說話，也可以學一些同學說的話。』 

 

學生 3『我喜歡，很有意思，也能多說話。』 

 

學生 4『我喜歡，很有意思，我的發音不好，我希望老師改正。』 

 

學生 5『我比較喜歡老師問我問題我回答，我說錯了老師可以馬上告訴我，

我的發音聲調不好老師馬上改正。』 

 

學生 6『我喜歡，可以多練習說話。』 

 

學生 7『不喜歡，同學常用日文問我。』 

 

學生 8『不喜歡，我要老師多做語法的練習，我的發音不好常常說錯，我

要老師馬上改正。』 

 

學生 7 日本學習者覺得日本同學常用日文問他，讓他覺得很困擾。學

生 8 日本學習者不喜歡小組作業，他喜歡跟老師多做語法練習，不喜歡把

時間花在跟同學互動上。學生 5 日本學習者也不喜歡跟同學互動，他喜歡

跟老師直接對話，他覺得這樣老師能馬上對他說錯的部分進行糾正，對他

的幫助比較大。學生 4、學生 5、學生 8 都覺得小組作業時教師無法及時

糾正他們的發音、聲調，讓他們有一點擔心自己的聲調、發音不正確。雖

然三位日本學習者都表示不喜歡小組作業，但是他們還是很配合、很投

入。其他學習者都覺得跟同學合作很有意思，在學習上也很有幫助。 

（三）寫報告 

學生 1『寫文章可以讓我練習生詞和語法。』 

 

學生 2『寫文章讓我練習語法和寫的能力。』 

 

學生 3『寫文章對寫字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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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4『寫文章可以練習我的語法和寫的能力。』 

 

學生 5『寫文章可以練習生詞、語法和寫的能力。』 

 

學生 6『寫文章可以練習生詞、語法和寫的能力。』 

 

學生 7『寫文章可以練習語法、生詞和寫的能力。』 

 

學生 8『寫文章對語法有幫助。』 

 

八位學習者都一致認為寫書面報告對他們的生詞、語法、寫作能力都

有幫助。他們剛開始寫報告時，有些學習者很認真，有些學習者覺得麻煩

就草草了事。因為書面報告也是評量的一部分，所以慢慢地每位學習者都

寫出了水準，報告一篇比一篇好，很令人欣慰。 

二、教師訪談資料整理 

表四-11 教師基本資料 

教師代號 性別 最高學歷 資歷 專長 海外教學

經驗 

T1 女 華語文教

學研究所 

五年 密集班定

式教學 

兩年 

T2 女 華語文教

學研究所 

七年 密集班定

式教學 

無 

T3 女 華語文教

學研究所 

七年 密集班定

式教學 

兩年 

T4 女 華語文教

學研究所 

七年 密集班定

式教學 

兩年 

T5 男 華語文教

學研究所 

九年 密集班定

是教學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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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課本方面，新版視聽華語一、二、三、四、五和遠東生活華語三。 

常教的學生國籍，以日、美最多，其次是印尼、越南、韓國、法國、

中南美洲各國、東歐、北歐、俄國、蒙古等學生。教學對象可說是世界各

地都有。 

五位老師都教密集班。師大華語教學中心的密集班授課方式是以定式

教學，有期中和期末兩次任務，老師都以課外大型任務為主。普通班無此

規定，上課方式較自由，多樣。迫於現況，因此筆者以密集班老師為訪談

對象。 

訪談的內容要點，為實行任務活動時的教學心得、活動設計、學習者

的反應、是否達到預設目標等等。 

筆者依訪談項目整理如下： 

 

（一）活動設計要點 

教師的活動設計大同小異，都是把這幾單元的詞彙、語法、主題加以

統整，設計出相關的任務活動。 

T1『任務活動的目的就是要讓學生在真實的情境中完成任務，讓他們

去跟台灣本地人溝通，運用他們所學的語法、詞彙，所以最好是由課文延

伸出去的任務活動。』 

T2『考量班上同學的興趣，年齡、國籍設計出適合的活動，有的活動

適合這班的水平，不適合那班的水平；有的活動適合那班的水平,可是並不

適合這班的水平。因此老師要拿捏好，以免學生覺得無聊，或配合度不高。』 

T3『任務的目的就是要讓學生能跟台灣人接觸，但是又要讓他們有機

會說話，而且他們說的話台灣人要能聽懂，也就是老師要考慮很多方面，

第一、他們要能說到話，第二、他們能把所學的說出來，第三、你要逼他

們用他們學過的語法，要不然他們會說得破破、爛爛的，所以最好的辦法

就是製造一個跟課文很類似的情境』 

T4『任務設計的目標就是要達到語言交際的目的，預計達到哪些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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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結合哪些語言形式，任務要明確、情境要真實有趣而且要符合學生

的程度。』 

T5『我覺得任務就是要設計出跟他的生活有關聯的活動。在某種情況

中他如何跟台灣人溝通。老師要模擬真實的情境。學生的喜好、興趣老師

一定要知道，因為我們設計的任務是他喜歡的東西，一定會提升他的學習

興趣。任務也可跟台灣文化相結合，因為他們生活在這裡一定很想了解台

灣風俗文化。』 

 

（二）活動難易適中 

有的老師覺得任務不要太過複雜，以免任務無法達成；但也有老師覺

得可以稍難一點，比他們的程度稍高一點，能激發他的潛能，讓他多學一

點東西。 

T3『要整合學生學過的詞彙、語法，設計出難易適中的活動，比方說

初級班的學生的任務就要單純一點，別太過於複雜，以免學生達不到任務

要求，而有挫折感。』 

T4『我覺得可以設計稍微高於學習者程度的活動,特別是中級班的學

生，你讓他做了以後就會發現他們很厲害有能力閱讀較難的文章，也能整

理寫出有一定水平的東西，他們的潛力也許是我們無法想像的。』 

 

（三）任務執行中碰到的難處 

大部分的教師都覺得學生配合度很高並沒碰到什麼大困難，有時學生

不知如何開始執行任務，這時教師可以輔導他們一下，讓他能馬上進入狀

況。 

T1『最好是不用花錢的活動，要花也是花小錢。比方說到中國飯點菜

吃飯，最少要花四百塊，有些學生就覺得貴，而不願意去。還不如改為逛

夜市，吃吃各地小吃，看看流行衣物、飾品，了解台灣物價等等。』 

T3『要是老師設計的任務他沒有興趣他就會抗拒。比方說要他得到某

訊息而去訪談台灣人，很內向的學生可能會說他沒有台灣朋友，也沒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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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室友，那老師還得幫他找一位台灣人接受訪問。』 

T4『時間控制方面，任務的難易、學生的動機狀況、合作夥伴是否契

合都會影響時間的長短。不合作的學習者也常常阻礙了任務進行。』 

 

（四）任務單的重要性 

任務學習單越詳細越好，把任務活動的每一個環節或要求清楚地列在

學習單上，這樣他們做起來會比較容易些。 

T5『要任務順利達成，老師設計的任務單可能要自己先模擬一次，評

估任務的可行性有多少，以免出狀況。』 

T3『任務前先發任務單，而且任務指示要非常清楚，指示越清楚任務

就做得越好，比方說我們規定他一定要用哪些詞彙、語法，他們受到限制

反而做得好。』 

T2『任務單一定要設計得非常周到，每一步驟都替他們想好，而且要

幫他們想可行性有多少，他們執行時可能會遇到什麼困難等等。也要考慮

到他們在做任務時，是不是能用到聽、說、讀、寫各方面的技巧，我們畢

竟是語言教學嘛，所以設計的活動裡面要包括這些。』 

（五）任務的新鮮感 

有教師反應，初級學習者像小孩一樣，對什麼都感到很新鮮，對進行

活動的意願也很高，雖然他們學的不多，但都會努力運用所學去溝通。反

之，程度愈高的學習者，常會覺得任務無聊或是沒有意思，配合度也就較

低些。 

T1『初級班的學生對於要活用一個語言，他會很興奮，但是到了中級

班，就會覺得懶了，沒有新鮮感。所以我覺得初級班的任務、中級班的任

務有不同得難點，初級班所知有限，所以設計的任務要小，中級班他們已

經沒有新鮮感了，所以要設計一個有挑戰性的、有意思的任務活動。』 

（六）學習者的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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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性保守、害羞的學生多半不熱衷任務活動。有的老師認為日本學生

個性較保守，因此對任務顯得不太熱衷。但也有老師認為東西方學習者的

態度差異不大。一般來說，日本學生大部分個性保守，在課堂中不願表達

自己的意見，在學習態度上顯得比較被動。 

T1『期末報告我要他們表演，我發現西方學生的興致比較高昂，反觀

日本學生就比較低落了』 

T3『東西方學習者對進行任務的態度也有所不同。西方學習者比較開

放，要他們去路上和不認識的人交談也沒問題，但日本人就不適合這樣子

的活動。因為太害羞。』 

T4『大部分學生配合度都高，東西方學生沒有很大的區別，若有不合

作的，大部分是個人因素，比方說害羞、容易怯場、語言程度落差太大、

主觀意識太強、對學習本來就消極的學生。只要活動設計得當，沒有不能

完成的任務。』 

T5『大部分學生都還滿配合的，東西方學生也沒有很大的區別。』 

（七）學習者有興趣的任務 

老師都認為設計任務一定要讓學習者感興趣才行。但問題是一班八至

十人，很難找到他們都有興趣的任務活動，所以就以他們大多數人的興趣

或是教師認為跟他們生活有密切關係的事情設計任務活動。 

T1『我覺得如果是他喜歡的任務，真的會提升他的學習興趣。所以要

找他們喜歡地的主題，如果不是他喜歡的就草草了事。』 

T2『如果學生喜歡的任務，真的會提升他的學習興趣。所以應該要挑

學生喜歡的題目，如果是他不喜歡的題目，他就不願意做。像我最喜歡的

這個班的期末報告，有人就寫台灣的火鍋文化，他喜歡火鍋，吃遍了台北

大街小巷各式各樣的火鍋，寫來生動有趣。』 

（八）分組問題 

有時候分組是一個影響任務最終成功與否的關鍵。教師都認為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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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一定不要同一國籍的放在一組，以免他們用母語交談。 

T2『如果兩個合不來的人在同一組進行任務活動，任務肯定不會太成

功。要是同一國籍的人在同一組，不管老師如何禁止使用母語，他們還是

會用母語。』 

T3『程度太好的兩個放在一起，他們很快就把任務做完了。程度太差

的放在一起，他們的任務可能無法完成。所以分組也是一門學問』 

（九）偏誤改正 

糾正偏誤方面，教師都認為在前任務階段和任務過程中應該隨時改

正。但是顧慮的是在任務進行中打斷改正會中斷學生的思路或造成學生的

心理壓力。有老師認為在展示成果時為了記下語法的偏誤，就來不及記下

語音上的偏誤。 

T2『溝通時在語法、語音、詞彙上的錯誤一定很多，此時改正要有針

對性，這樣對學生、老師都能減輕負擔。』 

T3『視情況而定，在任務進行中他們會產生互動性修補，給他們一點

時間，我再用正確的方式說給他們聽，請他們重述一次。』 

T4『在展示成果時，老師記下語法錯誤，但是無法兼顧糾音。』 

T5『在前任務階段和任務過程中學生在語法或是語音、詞彙上的錯

誤，我一定馬上糾正。』 

整體來說，教師都肯定任務型教學活動的學習成效，認為學習者有更

多的溝通機會，而且也能把口頭表達及寫作能力結合起來，讓學習者在任

務活動中運用語言技能，提升語文表達能力，進而完成任務，達到學習語

言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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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檢測、分析任務教學活動在初級班使用的情形與成效。第

一章筆者簡述本論文的研究動機、背景、研究目的、方法及步驟。第二章

探討第二語言習得理論、任務型教學法。第三章論述本研究方法，介紹研

究對象的背景、實驗設計的方法、研究工具、教學設計與流程、研究步驟、

資料分析的方法。第四章分析實驗研究結果、問卷調查結果、師生訪談結

果。在本章中筆者歸納本研究發現，並提出幾個結論與未來相關研究的看

法，為本研究的結論。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結論；第二節為研究限制；

第三節對未來研究之建議。 

第一節 結論 

一、問卷調查的結果 

課後問卷調查之結果看來，實驗組無論在上課情形、同學之間的互動

情形、教師教學方式能否提高學習動機和興趣以及教師教學法對習得是否

有幫助四大項都給予正面評價。控制組對這四大項也大都給予正面評價，

但有幾項透露出了傳統教學法的不足之處。 

控制組 

1. 習得的情形：傳統教學靠教師解說和大量練習，因此文法與聽力一定有

所進步的。詞彙方面，由於不常需要說話，詞彙量自然也沒有機會增加。

至於書寫方面控制組的滿意度也沒有實驗組好，這一點是相當值得探討

的。我們一直以為傳統教學中書寫能力可以從作業練習中累積，沒想到有

四位同學沒把握，這可能是因為我們的作業練習的問題，在傳統式教學

中，學生的課後作業就是造句、練習生詞和作業簿上的練習，缺少書面報

告部分，因此書寫能力他們大概認為只停留在短句，無法寫出長一點的短

文，因此他們有這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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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學之間的互動情形：因為傳統式教學的課室活動時間比任務教學活動

的時間少，控制組沒有很多跟同學互動的機會，不僅跟同學的關係沒實驗

組好，也無法從互動中學習。雖然他們參與課室活動的情形也不錯很積

極，但是說話的機會少，也導致溝通能力沒有實驗組來的好。 

3. 上課專心情形：活動也是提升學習興趣和動機的重要因素之一。傳統教

學所使用的課室活動的時間比較少，而且活動規模也比較小，雖然控制組

的學習者他們都喜歡課室活動，也表現得很積極，但是整個課程並不是那

麼有趣，因為大部分的教學形式、流程比較枯燥，使得他們的專心度不夠

這是可以理解的，因此也降低了學習效益。 

實驗組 

1. 學習動機：學習者在任務活動中得到了樂趣，對此類型活動產生興趣，

提升了學習動機。 

2. 同學之間的互動情形：同學之間的互動良好，使得他們參與活動的態度

積極主動，能互相學習，互相幫助，因此在溝通能力上有明顯進步。 

3. 習得的情形：任務活動的語言輸出方式先是口頭報告，最後是以書面形

式輸出對其語言形式結構、書寫能力都有很大的幫助。很多學習者都有一

種想法就是能溝通就好，書寫能力不重要，其實學習後階段的書面輸出也

是重要的，不但延長了學習時程，也能讓學習者把整個任務再複習一次。 

4. 上課專心情形：任務教學活動要求學習者執行任務，所以吸引了學習者

的注意力。任務前他必須專心投入教師的解說、引導，任務過程中他也必

須和同學互動交換資訊，所以上課專心這一項，學習者的專心度達百分之

百，沒發生過打瞌睡、東張西望、心不在焉等情形。 

二、訪談結果 

教師方面 

教師都肯定任務型教學活動的教學成效，讓學習者試著使用目標語跟

同學溝通意見共同完成任務。在分組活動中，能力較強的學習者也能幫助

程度較差，或是膽子小的學習者不那麼緊張，這也訓練出他們能彼此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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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扶持的合作精神。大部分的學習者都能盡情發揮他們的語言能力，而

且能讓老師感受到他們學習中文的熱忱與興趣。任務可以稍難一點，激發

他們的潛能。任務設計時要考慮到預設目標、結合哪些語言點、任務難度、

活動方式、學習者的興趣與實用性等。分配小組成員時，要注意到國籍的

不同、程度的高低、個性的內向活潑。糾錯時機，得視執行階段而定，有

教師指出糾音是執行過程中的困難點之一。 

學習者方面 

學習者也大都肯定任務型教學活動的學習效果，他們都覺得在任務中

他們學到了很多，上課很有意思，老師很好，有很多說話的機會，聽、說、

讀、寫各方面都進步了，跟同學的關係很好、很親密，也讓他們對學習中

文更有興趣了。在發音、聲調糾錯方面，有些學生覺得他們在小組作業時，

教師無法兼顧到，而有些擔心。 

實驗組同學中有三位日本學生，都表示不喜歡這種教學方式，他們覺

得麻煩，或是不喜歡這種教學流程，他們喜歡聽老師說，跟老師互動，說

錯時老師馬上糾正，不喜歡小組作業方式，這些情況也許能反映出部分日

本學生的內向、謹慎、不善表達，使得他們不願意在課堂上顯示自己，所

以課堂氣氛有時會有一些沉悶。因此，在配對時日本學生配西方學生可能

是比較好的組合，讓西方學生的靈活帶動課堂的活潑氣氛。 

三、測驗結果 

1. 後測結果：實驗組的平均分數高於控制組，平均分數標準差小於控制組。 

2. 平時測驗結果：從第六週起實驗組的成績都比控制組高。 

四、教學實驗發現和問卷、訪談、測驗結果整理 

（一）上課專心程度 

任務教學活動要求學習者執行任務，所以吸引了學習者的注意力。因

此實驗組上課專心程度比控制組好。這印證了「任務型教學活動」能帶動

學習氣氛、抓住學生的注意力。 

（二）學習動機與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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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組學習者在任務活動中得到了樂趣，因而對此類型活動產生興

趣，也提升了學習動機。這印證了「任務型教學活動」能提高學習動機與

興趣。 

（三）同學之間的互動 

實驗組同學之間的互動良好，能互相學習，互相幫助，不僅在課堂上，

就是課外時間他們也常在一起做功課，到處逛逛認識台北市。因此實驗組

同學互動關係比控制組好多了。 

（四）動學習成就 

實驗組學習成就滿意度比控制組好，他們都很滿意自己的學習成就。

認為在聽、說、讀、寫各方都有顯著進步。任務型教學活動就是在透過任

務的執行過程，達到語言學習的最終目標。教師利用現有教材設計出實用

且真實的任務活動，可以讓學習者同時使用多種語言技巧，而將聽、說、

讀、寫四大教學目標運用在任務的不同階段。在問卷中他們全體都認為除

了說話和聽力以外，語法、詞彙、寫作也受益頗多，我想這是因為在口頭

表達或是書面報告時，他們不僅僅是利用了詞彙，還注意到語法的使用。 

（五）任務活動設計 

任務活動的設計部分筆者覺得是最不容易的。靳洪剛（2009）指出任

務教學法的課程設計是以結果為出發點的反向設計。也就是說活動設計是

以我們的預設目標要達到哪些語言功能，要結合哪些語言形式為重點。任

務的難易度、複雜度也是得掌握好，如果太容易則缺乏挑戰性，會使學習

者失去興趣，學生也學不到什麼東西。所以任務要比學生能力稍難一點，

但也不可太難，以免發生任務無法完成產生挫折的情況。任務活動內容也

要按照其喜好設計出具有實際性的任務以增加他們的興趣。如果設計不

當，像難易度沒掌握好、目標不明確、任務內容貧乏等等，不僅達不到成

效，反而浪費時間。 

（六）語言功能與形式 

從測驗中得知實驗組的語法不比控制組差。這證明了「任務型教學活

動」能兼顧語言功能與形式。有些教師認為在任務活動執行中，學習者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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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語言溝通功能，容易忽略語言形式。學習者容易只使用舊的語言知

識，而新的語言知識使用得很少，使得學習容易停滯不前。因此筆者在在

設計任務時，特別注意任務教學法的這一部分的缺失，儘量切實顧及到語

言功能與結構的搭配，而且我們的任務通常都跟課文主題有關，學習者不

但得用新詞彙，也得試著使用新語法。但任務執行時，有時情況並不是教

師所能控制的，為了溝通，而未注意到語言形式的使用是常發生的。還好

之後的報告可以發揮它對語言形式缺失這一部分的彌補功能。 

（七）口頭報告與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相當於一種口頭表達測驗，這種測驗方式是用來評量學習者

口語表達能力，教師可以直接面對面的看到學習者說話時的表情、態度、

不易作假，可看出學生是否具有足夠的口語溝通交際能力。書面報告則相

當於寫作能力測驗，能評量語文的整體學習成效。因此，口頭報告和書面

報告不但給了學習者很好的輸出方式，也是一種教學評量方式與回饋，能

讓教師檢視整個任務活動是否達到預期目標。畢竟我們無法檢視學生在校

外的應用情況，只能在限定的課程與場地中，讓學生“實際＂活用，驗收

學習成效。 

（八）糾錯時機 

無論哪一種教學法，學習者發生偏誤時，教師都有責任糾正，但重點

是改正的時機問題。在前任務階段學生在語音、語法、詞彙方面發生偏誤

時當然是及時糾正，但在任務過程中教師就得視情況而決定時機了。當小

組成員在做互動性修補、語義協商時，給他們一點時間，最後教師再以重

述方式說出正確的句子，以不打斷他們溝通為原則。在準備階段，學習者

向全班匯報他們那組如何完成任務、做了什麼決定或發現了什麼等等，由

於這個階段是公開的，學生自然會力求表達正確，因此是教師改正其語言

上偏誤的好時機。在口頭報告階段，延後改正是比較好的。當然在五個小

組同時進行任務活動時，容易發生顧此失彼的情形，所以有些學習者認為

教師不糾正其發音聲調上的偏誤，其實並非如此。訪談教師中也有教師認

為糾音這一部分是不容易兼顧的，筆者也頗有同感，任務執行中為了不打

斷他們溝通，口頭報告時為了記下語法的偏誤，可能在糾音這一部分就很

難做到盡善盡美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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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學生國籍對任務型教學法接受度的差異 

在上課時學習者看起來都很配合很喜歡這種教學方式，在問卷中也看

不出對任務型教學法的不滿意處，但在訪談中實驗組的三位日本學生都表

示不喜歡這種教學方式。他們喜歡傳統的教學方式，就是在課堂上教師是

知識的傳授者，而學生是知識的接受者。教師主導課堂教學，決定教學內

容，控制教學進度。雖然他們也覺得活動很有趣，但是花太多時間在活動

上，他們認為不是好的教學手段。他們喜歡聽老師詳盡地說明語法做語法

練習，也喜歡跟老師互動，說錯時老師馬上糾正，不喜歡小組作業方式，

覺得麻煩，浪費時間。這些情況也許能反映出部分日本學生的內向、保守、

謹慎和他們所受的教育方式的影響，使得他們喜歡傳統式教學方式，在課

堂上由老師主導教學。雖他們不喜歡任務型教學法這種教學方式，但是還

是很配合，不認為教學內容不好，也不認為自己的學習成效不好。除了日

籍學生以外，其他國籍的學生都覺得很好，特別是一位韓國學生，他認為

這種上課方式非常好，能有很多說話的機會練習生詞、語法，在韓國大學

上課時，老師用的那種傳統教學法他覺得最無聊，沒辦法開口說話。剛開

始上課時，他的語言能力並不好，但是越來越好，後來是班上最好的學生。 

（十）任務型教學法容易發生缺失之處 

1.無法糾發音聲調的錯：在任務執行中無法當場糾正時，教師得記下發

音、語法上的錯誤，但組別太多，往往無法確實做到。在口報告時，教師

為了記下語法的錯誤，有時卻無法兼顧糾音。 

2.是否達到預定的成效：任務執行中有時只達到交際功能，但是語言形

式應用不足。 

3.是否真正習得：在任務型教學中，學生在課室中操練的時間比傳統教

學少，所以學生是否真正習得仍有待觀察。 

4.時間控制：任務的難易、學生的狀況有時會使得時間難以掌控。 

整體來說，任務活動可引起學習動機，提供互動學習機會，形成主動

積極的學習態度，整個任務流程不枯燥，讓學習者在課堂上更專心學習，

因此提升了學習效益。從問卷調查、訪談、測驗結果中得知筆者的三項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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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假設「任務型教學活動」能提高學習動機與興趣；「任務型教學活動」

能帶動學習氣氛、抓住學生的注意力；「任務型教學活動」透過任務執行

過程，能兼顧語言功能與形式，而達到語言學習的最終目標，都得到了印

證。從教學實驗得知對教師來說，任務型教學法的任務設計是最困難的任

務，在任務執行中糾音是最難兼顧到的任務，另外，學生在任務執行中最

容易發生的缺失是只達到交際功能，語言形式應用卻明顯不足，因而未能

達到教師的預定目標。這都是很值得注意的問題。 

每一種教學法的出現都跟時代背景和人們的需求有關，而每一種教學

法都有其優點和不足之處。我們學了理論在教學中實踐，從教學實驗中修

正我們的教學設計。今日教學法發展至任務型教法，一定有其必要性和實

用性，它並不是什麼了不起的教學法，從實驗得知它也並不是完美的教學

法，它只是希望在課堂有限的時間內，以比較活潑的教學方式提高學習者

的學習動機，抓住學習者的注意力，給他們製造更多的交際機會，讓學習

者活用語言，在我們這種小班制的語言教學課堂上很適合使用的。 

第二節 研究限制 

1. 研究樣本不足：本中心冬季班新版視華（一）第十一課為起點的學生一

共有 212 位，一個班均以十人為限。雖然研究人數一班只有十個人，但

學習程度趨於一致。因此降低人為因素影響實驗結果的可能性。 

2. 研究時間不足：師大國語中心一個學期是十一週，為了爭取時間，從第

一週起就做實驗，總共做了十週。如果時間能再延長就可得知此研究結

果是否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成效是否能持續。 

3. 參考資源不足：國內沒有很多以任務活動為設計重心的教學資源，筆者

在設計任務時花了很多時間。筆者請教過上密集班的教師，他們的看法

是密集班的大型任務是每一學期做兩次所以比較容易設計，要是普通班

每一課要設計一個任務是很費腦力的。 

4. 研究對象程度限制：本研究對象只有初級程度，故中、高級學習者的

觀點並未包括。 

5. 問卷設計的限制：此問卷只設計出學生對教學法的滿意度和學生的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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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滿意度，並沒設計出學生對學習內容及效果的滿意度，因此以訪談方

式讓學習者表示意見。 

第三節 對未來研究之建議 

就如同前面研究限制提及，目前華語教學在教學設計上做實驗研究的

不多，任務教學活動的教學資源不普遍，任務設計給教師帶來很大的負

擔，所以使用任務型教學法的情形還不太普遍。就以師大國語中心來說，

除了密集班教師使用外，一般教師還是以傳統式教學法教學。如果能收集

夠多的任務設計個案研究，把教學上所使用的各種任務活動，按照語言形

式與功能類型編輯成輔助教材，讓教師及學習者在課堂上輕鬆進行任務活

動，相信會有更多教師投入任務教學法的行列，體認任務教學法的功效，

讓華語教學有一番新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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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一 

 

實驗組十次平時測驗分數表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七 八 九 十 

A1 86 80 79 82 85 82 74 88 81 82 

A2 91 82 91 90 91 93 89 91 86 90 

A3 92 90 94 94 93 94 91 95 94 92 

A4 97 91 93 98 91 95 96 97 95 94 

A5 98 99 94 97 92 97 98 96 98 94 

A6 93 97 99 98 97 97 99 98 99 98 

A7 92 91 84 94 97 95 100 98 98 97 

A8 92 93 85 94 90 94 96 92 95 96 

A9 98 98 96 98 98 92 93 96 93 92 

A10 96 95 94 96 98 97 90 94 90 93 

平均           

標準

差 

          

 

 

控制組十次平時測驗分數表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七 八 九 十 

B1 96 93 92 96 92 90 94 95 94 90 

B2 94 97 96 97 98 96 97 97 97 96 

B3 96 96 92 93 97 93 96 93 90 92 

B4 94 95 90 98 96 96 97 91 97 92 

B5 95 93 89 91 95 98 88 84 83 90 

B6 80 81 86 77 84 85 80 84 70 75 

B7 96 86 87 90 90 88 90 88 84 88 

B8 97 99 92 98 99 92 96 90 95 94 

B9 90 87 87 78 90 91 80 88 90 90 

B10 99 92 93 92 93 96 91 89 95 94 

平均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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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實驗組前測之分數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A10 

成績 65 80 82 90 86 92 88 88 86 85 

 

控制組前測之分數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B9 B10 

成績 82 86 83 88 88 63 90 90 82 92 

 

實驗組後測之分數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A10 

成績 60 78 81 82 83 95 89 84 84 86 

 

控制組後測之分數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B9 B10 

成績 83 91 83 86 76 58 81 83 80 90 

 

 

實驗組前測各項目之得分 

 聽力 

20％ 

說話 

10％ 

寫字 

10％ 

選擇 

30％ 

問答 

30％ 

總分 

100 

A1 10 6 5 22 22 65 

A2 16 10 3 26 25 80 

A3 18 8 7 24 25 82 

A4 18 8 10 26 28 90 

A5 18 8 8 26 26 86 

A6 18 8 10 28 28 92 

A7 16 8 10 28 28 88 

A8 16 8 10 26 28 88 

A9 18 8 8 26 26 86 

A10 18 9 5 26 27 85 

平均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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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組前測各項目之得分 

 聽力 

20％ 

說話 

10％ 

寫字 

10％ 

選擇 

30％ 

問答 

30％ 

總分 

100 

B1 14 8 8 26 26 82 

B2 16 8 8 28 26 86 

B3 18 7 8 26 24 83 

B4 18 9 7 28 26 88 

B5 18 6 8 28 28 88 

B6 10 5 8 20 20 63 

B7 18 8 6 30 28 90 

B8 16 8 10 28 28 90 

B9 16 8 4 26 28 82 

B10 16 10 10 28 28 92 

平均分數       

 

 

 

實驗組後測各項目之得分 

 聽力 

20％ 

說話 

10％ 

寫字 

10％ 

選擇 

30％ 

問答 

30％ 

總分 

100 

A1 8 6 6 20 20 60 

A2 18 9 1 28 22 78 

A3 18 8 9 22 24 81 

A4 16 8 10 22 26 82 

A5 16 9 9 22 26 82 

A6 20 10 10 28 27 95 

A7 16 10 10 28 25 89 

A8 16 8 10 26 24 84 

A9 14 10 8 26 26 84 

A10 20 10 4 26 26 86 

平均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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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組後測各項目之得分 

 聽力 

20％ 

說話 

10％ 

寫字 

10％ 

選擇 

30％ 

問答 

30％ 

總分 

100 

B1 16 9 6 26 26 83 

B2 18 10 10 26 27 91 

B3 18 9 8 26 22 83 

B4 18 9 10 24 25 86 

B5 12 6 8 22 28 76 

B6 10 2 6 20 20 58 

B7 18 8 10 22 23 81 

B8 14 8 8 28 24 82 

B9 20 8 2 26 24 80 

B10 16 10 9 28 27 90 

平均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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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實驗組教學設計實例 新版視聽華語（二）第三課 請你給我們介紹幾個菜 

 

（一）教學過程 

任務階段 教學活動 時間 備註 

前任務 第一個單元：在飯館 

 

一、暖身活動-引起動機 

 

教師引進話題，與學生探討話題。談談

學生平常吃的東西，喜歡的中國菜或是台

灣小吃以及最喜歡的飯館。 

 

二、介紹生詞跟出現的語言點 

 

給、介紹、點菜、魚、非常、對、牛肉、

青菜、雞、湯、信、替、問…好。 

給…介紹、一點都不…、什麼都… 

 

教師提問：例如：你能給我們介紹一家好 

吃的飯館嗎？離這裡遠不遠？走路去要都

少時間？怎麼走？這家飯館最有名的菜是

什麼？你在那裡吃過什麼菜？辣不辣？為

什麼你喜歡這家飯館？服務生怎麼樣？客

氣不客氣？你喜歡什肉？你什麼肉都吃

嗎？你會點菜嗎？你看中文菜單還是英文

菜單？菜單上有沒有相片？ 

 

三、告訴學生要做的任務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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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同學最喜歡的飯館。要用老師的提

問，也可以加上自由發問。最後整理成報

告，內容包括：那是一家什麼飯館？那家

飯館有什麼特色？為什麼他喜歡？在哪

裡？怎麼走？要是有四個人吃飯，你給他

們介紹什麼菜？ 

 

四、時間：訪談時間三十分鐘。 

 

任務中 分為三個小階段： 

 

一、任務進行階段：學生進行雙人或小組

活動，教師從旁指導，鼓勵學生參與交往。

 

二、準備階段：學生簡單地向全班報告他

如何完成了任務，得到什麼結果。學生準

備下一階段的正式報告，教師可以給予語

言上的指導。報告重點在於清楚、有組織。

 

三、報告階段（Report）：小組向全班報告

或比較討論的結果。教師可進行評論。 

 

50  

後任務 又稱語言點階段（Language focus） 

這是注重語言點的階段，又分為三個小階

段： 

 

分析階段（Analysis）：把學生用錯的新詞

或語法，寫在黑板上加以指導。 

 

練習階段（Practice）：練習本單元的語法

點。發練習單，上課試做幾題，其餘回家

做。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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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出書面報告 

 

念課文 朗讀糾正發音、了解課文意思提問、找出

課文中的語言點、語言定式、習慣用語做

練習。 

 

50 也可以

在任務

前上 

 

（二）教學過程 

任務階段 教學活動 時間  

前任務 第二單元：在方家 

 

一、暖身活動-引起動機 

教師引進話題，與學生探討話題。談談

學生平常什麼時候請朋友到家裡來吃飯，

準備什麼菜，喝什麼酒。各國的飲食習慣。

 

二、介紹生詞跟出現的語言點 

這麼、哪裡、自己、碗、飽、大家、慢用、

水果、筷子、刀叉、湯匙、句、封、毛筆。

多/少…一點兒 

 

教師提問：例如：你們用什麼吃飯？西方

同學用筷子吃飯難不難？你吃一碗飯夠不

夠？要幾碗飯？早飯吃什麼？中飯吃什

麼？晚飯吃什麼？自己做飯嗎？你會做什

麼菜？做義大利麵難不難？喜歡吃什麼水

果？吃飯的時候你們喜歡喝什麼酒？什麼

東西對身體好應該多吃？什麼東西應該少

吃？ 

 

三、告訴學生要做的任務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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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談談貴國吃飯的習慣。用老師的提

問，也可以加入自由發問。最後整理成報

告，內容包括：用什麼吃飯？你們國家吃

的習慣和菜的特色。餐桌上經常有的家常

菜。在台灣他常吃什麼？自己做飯嗎？ 

 

四、時間：訪談時間三十分鐘。 

 

任務中 分為三個小階段： 

 

一、任務進行階段：學生進行雙人或小組

活動，教師從旁指導，鼓勵學生參與交往。

 

二、準備階段：學生簡單地向全班報告他

如何完成了任務，得到什麼結果。學生準

備下一階段的正式報告，教師可以給予語

言上的指導。報告重點在於清楚、有組織。

 

三、報告階段（Report）：小組向全班報告

或比較討論的結果。教師可進行評論。 

 

50  

後任務 又稱語言點階段（Language focus） 

這是注重語言點的階段，又分為三個小階

段： 

分析階段（Analysis）：把學生用錯的新

詞、找出的新生詞或語法，寫在黑板上加

以指導。 

 

練習階段（Practice）：練習本單元的語法

點。發練習單，上課試做幾題，其餘回家

做。做學生練習簿。 

 

交書面報告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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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課文 朗讀糾正發音、了解課文意思提問、找出

課文中的語言點、語言定式、習慣用語做

練習。 

 

50  

 

每一課有兩個單元，所以筆者根據課文設計兩個任務，分由四天八小時完成。第

五天檢討學生的練習作業跟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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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你好： 

 你喜歡現在老師的教法，跟上課中做的活動嗎？請幫我們填這份問卷。謝

謝！有五個選項，5 最好，1 最差。 

1 非常不同意 

2 不同意 

3 不知道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Ⅰ上課情形的滿意度 

1. 我們的課很有意思………………………………………….1  2  3  4  5 

2. 上課中我總是很快樂……………………………………….1  2  3  4  5 

3. 上課中我學到很多東西 …………………………………..1  2  3  4  5 

4. 上課中我總是很專心……………………………………….1  2  3  4  5 

5. 上課中說話的機會很多…………………………………….1  2  3  4  5 

Ⅱ同學之間互動情形的滿意度 

1. 同學之間的互動很好……………………………………….1  2  3  4  5 

2. 同學之間的關係很好……………………………………….1  2  3  4  5 

3. 跟同學的互動中我學到很多東西………………………….1  2  3  4  5 

4. 同學們喜歡一起做活動…………………………………….1  2  3  4  5 

5. 同學願意互相幫助………………………………………….1  2  3  4  5 

Ⅲ教師教學提高學習動機和興趣的滿意度 

1. 教師的教法讓我對學習中文更有興趣…………………….1  2  3  4  5 

2. 教師的教法讓學習便的有趣……………………………….1  2  3  4  5 

3. 教師的教法讓我更專心…………………………………….1  2  3  4  5 

Ⅳ教師教法對習得幫助的滿意度 

1. 教師的教法讓我容易了解及學習課程…………………….1  2  3  4  5 

2. 教師的教法對我的聽力理解有幫助……………………….1  2  3  4  5 

3. 教師的教法對我的說話能力有幫助……………………….1  2  3  4  5 

4. 教師的教法對我的語法的使用更了解…………………….1  2  3  4  5 

5. 教師的教法對我的生詞的使用更了解…………………….1  2  3  4  5 

6. 教師的教法對我的書寫能力有幫助……………………….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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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教師訪談單 

 

任務型語言教學 

一、 活動設計要點 

　 a.設定目標：達到＂語言交際＂的目的 

　 　  以「女人的地位不同了」為例，任務活動的目的是要學生能談論 

　 　  女人地位古今的改變、在哪些方面改變、中國女性地位改變的背 

景、現代男女角色的分配等等。目標是能＂表達＂這些議題，手 

段則是設計各種任務活動來達成，如角色扮演、訪談、實境模擬、 

遊戲等等。這些活動都要是能緊扣著人際溝通的！ 

　 b.預計達到哪些語言功能： 

　 　 　要能為自己的立場辯駁、解決問題、做出決策等等。 

　 c.結合哪些語言形式： 

　 　 　除了當課語法、詞彙外，還有「與語法相關的詞彙或定式」都是　 　 　

得應用於任務執行的。 

　 d.任務明確、情境真實、活潑生動： 

　 　 　情境設計盡量真實、有趣，提供學生參與的動機，即使模擬學生 

　 　 　經驗中所缺乏的情況，也不能脫離一般的真實情況，要不然學生 

　 　 　無法想像那是一個怎樣的情境設置。 

　 e.符合學生程度 

 

二、 執行中遇到的困難 

　 a.時間控制：任務的難易、學生的動機狀況、合作伙伴是否契合/程度是否相

當等等因素時常讓活動進行時間難以掌握。另外，若是每組都展示任務成果，累

計花的時間會更多。 

　 b.是否能達到預定的成效：有時達到交際功能但是語言形式應用不足，或是

相反地只顧用語法生詞，對話卻顯得生硬。 

　 c.有人不合作：有些不愛與人合作對話的學生，常常阻礙了任務進行。或是

有的學生太＂健談＂，把別人練習的機會獨攬。 

　 d.無法糾發音的錯：展示成果時，老師記下語法錯誤，但是無法兼顧 

糾音。 

　  

三、 學生的態度、配合度：東方學生、西方學生的態度有別？皆能完成 

　 　 任務？ 

大部分的學生配合度都高，東西方學生沒有很大的區別，若有不合作的，多是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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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素，比方說特別害羞、容易怯場、語言程度落差太大、主觀意識太強、對學

習本來就消極的學生。只要活動設計得當，沒有不能完成的任務。 

 

四、 心得感想 

　  任務型教學的目的重溝通、學以致用，畢竟我們無法檢視學生於校外的應用

狀況，只能在限定的課程/課室設置中讓學生＂實際＂活用。因此，若缺少這一

環，不但少了一個驗收教學成效的管道，學生更是少了統整產出的機會，對師生

都是遺憾。學生執行任務前，通常會嫌麻煩、以為自己做不到要求，執行後，大

多成就感倍增，也能增進學習動機、提高學習興趣。但是這一切都在有合理、適

當的活動前提之下，如果任務難易程度未掌握得當、目標不明確、任務內容空洞

等等，不僅達不到成效，反而浪費時間，得不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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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學生訪談單 

 

1. 你喜歡老師的上課方式、內容嗎？你學到了很多嗎？ 

 

2.  你喜歡小組作業方式嗎？ 

 

3.  寫報告對你學習中文有幫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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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新版視華一     第一課～第十課 

姓名____________                    分數____________ 

一、漢字（10％） 

1.他說中國字不＿＿＿ ＿＿＿（ㄖㄨㄥˊ ․|，róngyi）寫。 

2.＿＿＿（ㄐ|ㄡˋ，jiù）車＿＿＿ ＿＿＿（ㄆ|ㄢˊ ․|，piányi），

＿＿＿(ㄒ|ㄣ，xīn)車貴。 

3.這件＿＿＿ ＿＿＿（| ․ㄈㄨ，yīfu）是我的。 

4.這個錶＿＿＿（ㄎㄨㄞˋ，kuài），那個錶＿＿＿（ㄇㄢˋ，màn）。 

三、選擇  (30%) 

1.  ____  (A)這本書兩多塊錢。(B)這本書兩塊多錢。(C)這本書兩

塊錢多。             

2.  ____  (A)請他給我一枝筆。(B)我問他給我一枝筆。(C)我請問

他給我一枝筆。 

3.  ____  (A)我不知道她好看嗎？(B)我不知道她好看不好看？(C)

我不知道她不好看嗎？ 

4.  ____  (A)這個很大錶很好看的。(B)這個很大的錶很好看的。(C)

這個 很大的錶很好看。 

5.  ____  (A)我沒有夠錢。(B)我有不夠錢。(C)我的錢不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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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____  (A)他在念英文書呢。(B)他在念書英文呢。(C)他在英文

念書呢。                

7.  ____  (A)她做得真好中國菜。(B)她做中國菜得真好。(C)她做

中國菜做得真好。 

8.  ____  (A)我也想學中文一點兒。(B)我也想學一點兒中文。(C)

我也想一點兒學中文。 

9.  ____  (A)我寫中國字得不好。(B)我中國字寫得不好。(C)我不

好寫得中國字。 

10. ____  (A)學中文很有意思。(B)中文很有意思學。(C)中文學很

有意思。 

 

11.____  (A)我家不離那所小學很遠。 
       (B)我家離那所小學不很遠。 
       (C)我家離那所小學很不遠。 

12 .____ (A)在美國，有很多中國飯館兒。 
       (B)在美國裏，有很多中國飯館兒。 
       (C)裏美國，有很多中國飯館兒。 

13.____  (A)東西的桌子上都是我的。 
       (B)我的東西都是桌子上。 
       (C)桌子上的東西都是我的。 

14.____  (A)我常常在那家飯館兒裏吃飯。 
       (B)我常常吃飯在那家飯館兒裏。 
       (C)我在那家飯館兒裏吃飯常常。 

15.____  (A)有一輛汽車是房子前面。  
       (B)房子前面有一輛汽車。 

    (C)一輛汽車是房子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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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答：（30％） 

1.這十個學生都是日本人嗎？（有的…有的…） 

2.這兩本書都好看嗎？（一 M…一 M…） 

3.這兩杯茶，一杯熱、一杯不熱，你要哪一杯？ 

4.你喜歡做什麼？你喜歡吃什麼？ 

5. 你媽媽唱歌唱得怎麼樣？ 

6.你是從哪裡來的？ 

7.你是什麼時候來台灣的？ 

8.你是怎麼來的？ 

9.你的中文書是在哪裡買的？ 

10.今天你去圖書館了嗎？ 

11.你常常做飯嗎？（因為…所以…） 

12.你昨天來上課了沒有？ 

13.你穿的這件衣服，是在哪裡買的？ 

14.現在桌子上有什麼？ 

15.你的筆在哪裡？ 

 

五、聽力 2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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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7. 

8. 

9. 

10. 

六、說話 10％ 

1.你家有幾個人？他們會做什麼？做得怎麼樣？ 

 

2.請看這張畫。桌子上有什麼？椅子底下有什麼？桌子旁邊有幾個

人？小狗在哪裡？書在哪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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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 

   視華（一）第十一、十二  視華（二）一～八 課 

學生姓名＿＿＿＿＿＿＿    成績＿＿＿＿＿＿＿ 

一、 Transcribe the words in the parentheses into Chinese 

Charac－ters.10﹪（每字一分） 

1. 我有一點兒不___________  ___________（ㄕㄨ ․ㄈㄨ，sh

ùfu）。 

2. 我們本來不________ _____________（ㄖㄣ、  ․ㄕ，rè

nshi），現在是好朋友了。 

3. 你每天幾點鐘＿＿＿ ＿＿＿（ㄕㄨㄟˋ ㄐ|ㄠˋ，shùi 

jìao）？ 

4. 明天____________________（ㄈㄤˋ ㄐ一ㄚˋ，fàngji4），學

校裡沒有人。 

5. 我今天要______________________（ㄎㄠˇ ㄕˋ，kǎoshì）。 

二、Select the correct sentences：30％（每題二分） 

1.（ ）（1）我比他不一樣高。 

      （2）我沒有他一樣高。                    

      （3）我跟他不一樣高。 

2.（ ）（1）他比我忙得很。 

      （2）他比我忙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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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他比我很忙。 

3.（ ）（1）那個地方離這兒有多遠？ 

      （2）那個地方離這兒有怎麼遠？ 

      （3）那個地方離這兒有多少遠？ 

4.（ ）（1）這個東西要寄到我朋友去。 

      （2）這個東西我要寄給我朋友。 

      （3）這個東西我要寄我朋友。 

5.（ ）（1）他打算搬回南部去。 

      （2）他打算搬南部回去。 

      （3）他打算搬回去南部 

6.（ ）（1）請一點兒慢說。 

      （2）請說一點兒慢。 

      （3）請說慢一點兒。 

7.（ ）（1）你不可以把這個放在地上。 

      （2）你把這個不可以放在地上。 

      （3）你不可以把地上放在這個。 

8.（ ）（1）他站在外面著呢。 

       （2）他站著在外面呢。  

       （3）他在外面站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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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我喜歡看著電視吃飯。 

       （2）我喜歡看電視吃著飯。  

       （3）我喜歡看電視著吃飯。 

10.（ ）（1）我已經一年沒看見他了。 

       （2）我已經沒看見他一年了。 

       （3）我一年已經沒看見他了。 

11.（ ）中國人（1.跟 2.給 3.用）筷子吃飯。 

12.（ ）你的中文是（1.對 2.跟 3.給）誰學的？ 

13.（ ）請你（1.替 2.對 3.跟）我問王先生好。 

14.（ ）到了十字路口，請你（1.對 2.往 3.到）右轉。 

15.（ ）這些句子（1.跟 2.給 3.對 ）我很有用 

三、問答 30％ 

1.你上了幾個月的中文課了？ 

2.中國新年，學校不上課，你打算做什麼？ 

3.現在天氣還熱嗎？（不…SV 了） 

4.你的生日快到了嗎？ 

5.昨天你到哪裡去玩了？（沒/不＋QW…） 

6.你喜歡吃日本菜嗎？（不＋QW…） 

7.你多大年紀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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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上個禮拜你到圖書館去了幾次？ 

9.你每天使麼時候看報？（以前） 

10.下課以後，你就回家嗎？（先…再…） 

11.你什麼時候在家？（QW＋都…） 

12.要是老師說得太快，你對老師說什麼？（慢） 

13.你會說德國話嗎？（一 M N 都/也 Neg-（AV）V） 

14.你累不累？（一點兒都/也 Neg- SV） 

15.你頭一次吃法國菜，是在哪裡吃的？ 

四、聽力測驗（20％） 

1. 

2. 

3. 

4. 

5. 

6. 

7. 

8. 

9. 

10. 

五、看圖說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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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比一比這四位先生。 

 

2. 

請問到火車站去怎麼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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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 

 

新版視華（一） 任務類別 主題 目標 

第十一課 

你幾點鐘下課 

訪談 同學的作息時間 Time When V O 

S V1 了 O1，就 V2O2（了）

第十二課 

我到外國去了八

個多月 

訪談 放假時到哪裡去

玩了 

S V 了 Time Spend O（了）

S V O，V 了 Time Spend

（了） 

新版視華（二）    

第一課 

我生病了 

角色扮演 

 

看病 描述感冒症狀 

看病用語 

第二課 

到那兒去怎麼走 

角色扮演 看地圖問路 描述路線圖、方向 

第三課 

請您給我們介紹

幾個菜 

角色扮演 

訪談 

點菜 

最喜歡的飯館 

如何看菜單、點菜、請服

務生介紹不了解的菜 

了解餐廳用語 

描繪餐廳的特色、菜色、

服務態度、價錢、地點 

第四課 

請他回來以後，給

我打電話 

角色扮演 打電話請同學介

紹一位語言交換 

電話用語 

時間副詞 

過去的經驗 

次數 

第五課 

華語跟法語一樣

好聽 

討論 華語的語法、發

音、聲調和寫字

的難易，跟別的

語言作比較 

比的用法 

第六課 

歡迎你們搬來 

看圖說故事 用趨向動詞做出

一段對話 

趨向動詞用法 

第七課 

你要把這張畫兒

掛在那兒 

角色扮演 租房子 

搬家 

如何問房東房子的情形、

大小、有無廚房、洗手間、

水電費、家具、房租等 

用“把＂字句 

第八課 

他們在樓下等著

我們呢 

角色扮演 

訪談 

購物：買衣服和

鞋 

談家人近況  

顏色、大小、價錢 

購物用語  V＋著 

現在做什麼？住在哪裡？

多久沒看見他們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