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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是以『參與的研究』之方式,對泰國曼谷某高中學生學習漢語的

情形進行研究。 

    青少年正值人生中一個過渡期,在生理、情緒和社會等方面都有很大的

變化,不似成人認知發展成熟,有清楚的學習動機與目標,也較能自我控制情

緒。因此青少年的教學方式,應該有別於成人,不能以成人層級的方式一成不

變地套用。青少年漢語課室教學與成人最大的分別在於需要常規輔導。 

本研究主要以多元智慧理論來經營課堂教學,並依據青少年特質規劃常

規輔導策略。以某高中學生為對象,探討學習漢語動機;運用多元智慧理論編

擬教學大綱進行漢語教學試驗;並探討青少年學生對多元活動式的漢語教學

以及常規輔導之反應的『質性研究』。由研究者設計融入多元智慧理論的漢

語教學活動，並擔任實際教學者，進行一學期的教學行動研究。 

    課室經營是以學習者為中心,認清教學對象的文化背景、喜好、個性等

等,才能因材施教達到預期的教學目標。該校青少年活潑好動,順著其樂天無

憂的特質,規劃上課節奏,師生和樂一堂,往教學目標邁進。 

    歸納研究所得之結論是: 建立簡短明確的教室公約、實施合作學習教學

法將學生分組、實施雙語教學、排除情感屏障以免成為學習阻礙、課堂教學

活動多元化。本研究最後根據教學試驗提出省思與建議,供日後相關的教學

與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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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lass Management Research for  
   Teaching Mandarin –one of Academy  

          in Thailand as an Example 
Abstract 

    

Keywords:     Mandarin、Adolescent 、 Chinese Teaching as foreign language、 
Bilingual Education 、 Class Management  

 
  This disertation is a participation research to investigate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s a foreign language at one Academy in Thailand. 
   The adolescence is a period of time in a person’s life between childhood and 
mature adulthood.  The adolescents are still immature in physiological , moral 
and social aspects . They are not the same as adults, who can better discipline 
themselves and have clearer motivation and goal to study . Therefore , the 
teaching methods for adolescents should be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those for 
adults.  In a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class for adolescents, discipline 
guidance is especially necessary. 
  This is a qualatative research in which the researcher applies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 in class management and designs strategies of discipline 
guidance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dolescents .  In this research, the 
researcher intended to figure out the one Academy students’ motivation of 
learning Chinese language, to design a Chinese lanuage teaching plan based on 
the multiple intellegence theory to conduct a teaching experiment, and to 
investigate adolescent students’ responses to the 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 
and to the strategies of discipline guidance. The researcher was the instructor in 
this research. She conducted this teaching action research for one semester. 
  Class management is learner-centered in nature.  The instructors need to 
unerstand the learners’ needs, their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to provide them with appropriate instruction to meet the teaching 
goals.  The students in one Academy are energetic and optimistic. Therefore, 
the researcher designed teaching activities according to one Academy students’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have an effective instruction, the researcher suggests that instuctors 
need to establish simple but concrete classroom rules, adapt cooperative learning 
method to group students, execute bilingual teaching, eliminate emotional 
obstacles that may hinder learning¸and provide students with learning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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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multiple intellegence. 
In the end,  the researcher made some remarkable conclusion and gave some 

valuable advic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teaching research , which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valuable reference to the interrelated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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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漢語教師面對與自己文化背景不同之青少年學生,在教學現場與教學過

程中,由於文化因素以及年齡特質帶來的衝擊,使得教師必須付出許多心思

來經營教學。對於跨文化漢語教學還在累積經驗以及從未接受過青少年漢語

教學培訓之教師,面對青春期情緒變化多端之學生,如何進行教學?青少年漢

語課室雙語教學的好處是甚麼?如何營造師生都喜歡的課室等等都是值得探

討研究的。研究者針對泰國青少年漢語教學,以多元智慧理論配合教科書進

行課堂活動設計,對其可行性進行探討。本章共分七章,第一章緒論是說明研

究者做此研究的背景、動機、目的,以及其重要性;第二章文獻探討將對於青

少年之認知發展、雙語教學、青少年課堂教學策略進行了解與探討;第三章

是針對研究方法之編製、實施程序等作一說明;第四章對於研究場景 TSC 高

中(代稱)之介紹與問卷訪談結果之分析與討論;第五章依據多元智慧理論進

行教學設計與試驗;第六章為研究結果;第七章是結論與對未來研究方向之

建議。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    

一一一一、、、、泰國漢語教育背景泰國漢語教育背景泰國漢語教育背景泰國漢語教育背景    

漢語教育在泰國沉寂了多年,泰國華文教育的式微,大抵是: 泰國統治

者百年來忌憚華僑的民族主義意識、革命思想,唯恐難以控制及影響到本身

的政制,所以實施有時溫和有時較劇烈的同化政策;華文教育在長時間受限

制下,華文已失去實用價值。 

    如今時移勢易,華文教育出現轉機,泰中貿易投資頻繁,對華文人才的需

求殷切。由於泰國華文民校無法供應華文人才,觸發泰華社會的覺醒而發出

“振興華教”的呼聲。(修朝,2005,p.39) 

華語使用在曼谷,華人祖籍方言潮州話佔 70% ;客家話 16%;海南話

14%。使用祖籍方言場合大多在家庭內、華人集會場所、華人聚居處。華人

正式用語都是泰語,生意場或人際交流時,根據不同對象自由換用。與方言比

較, 能說普通話的人少得多,一部分是五、六十歲的曾經就讀華校者;另一部

分是二、三十歲的孤軍遺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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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華人對華語有著矛盾心理。重視華語者認為華語是傳承民族文化、

維繫民族情感的紐帶,在泰國華人成就、地位高,有多人居要職,以華人身份

自豪。不重視華語者認為華語實用價值低,華人社會多元化、國際化,較重視

英語及泰語。加上華泰通婚,減弱了對子女使用華語的要求,居住在泰國,泰

語具開放性,泰語流利具生存優勢。(劉岩,2001,p.61) 

二二二二、、、、青少年漢語教學青少年漢語教學青少年漢語教學青少年漢語教學研究研究研究研究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近年來,隨著漢語已在世界舞台佔有一席之地,學習人數增多,年齡層日

趨下降。青少年正值人生中一個過渡期，在生理、情緒和社會等方面都與成

人大不相同。成人認知發展成熟，有清楚的學習目標與動機,也較能自我控

制情緒,但是青少年在生理、情緒和社會等方面，尚未臻成熟穩定，影響學

習至深。如果要得心應手地進行教學,就必須對他們身心發展有所認知,並進

行課堂活動之設計與課室常規之輔導。 

    做為一位漢語教師,具備專業華語文教學知識是首要條件, 為了落實適

性教學,老師還必須有編擬教材,調整教具,以及規劃課外活動的專業知識。

教師必須在知識內容之外,更強調問題解決的技能。要在所要教給學生的知

識結構與學生的先前知識結構之間搭起教學的鷹架,使學生得以發 生自動

學習的功效。曾志朗(2003,p.24)說:但最重要的觀念在於教師要變成一位經

營者。 

    面對青少年學生,漢語教師於教學歷程中,除了教學之外還要有能力解

決學生之各種突發狀況。青少年學習不同於其母語之標的語,可能產生之情

感屏障以及同儕之間的人際關係、與教師之教學互動等情況都足以產生無法

預先預料之狀況,導致教學干擾而使教學效果不彰。因此，在漢語課堂教學

中，設計一些符合青少年身心發展，與學生的實際生活密切相關的，並能全

面培養學生各方面漢語能力的活動就成了不可少的教學環節。 

    語文教學之必要策略有六個原則: 1.目標 2.學習者 3.地點 4.時間與

程度 5.教材 6.教學法(葉德明,2007,p.43)。研究者認為對於學習者的認識

應該要列為首要地位。認清教學的對象是誰,年齡、教育程度、文化背景、

個性等等。了解之後,才能知彼知此,因材施教,達到預期的教學效果。課室

經營之目的在於達成教學目標。欲達成目標就必先將教室範圍內的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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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地、物處理妥當。在各項事務當中最主要的項目是『人—學習者』,伴

隨著青少年而來的還有常規輔導。因此青少年課室經營的重點便是『教學管

理』與『常規輔導』。 

    課室經營是以學習者為中心,是經營人而不是經營制度。經營人,就牽涉

到多元智慧。多元智慧理論是 Howard Gardner(1983)所提出。Gardner認為

人類的智能絕對不是單一的,而是多元的,並至少有八種智能。根據比馬龍效

應,教師若給予學生適當而正面的期待,學生受到激勵,對於學習態度有很大

的助益。 

    泰國漢語教學是跨文化第二語言教學,與國內各大學國語中心華語課室

教學不盡相同。不同處是:在國內教學漢語,教師位於安全的母語環境,學生

卻處於文化衝擊之環境;在國外教學漢語,處境剛好相反。因此,為要達到第

二語言漢語教學目的,使泰國青少年的學習有成效,課室教學經營是一個重

要關鍵。所教學的是漢語一個科目,所要經營的是漢語教學的課室,學生來自

不同班級,也沒有專屬教室,因此將題目定為教學課室經營,而非班級經營。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隨著漢語已在世界舞台佔有一席之地,學習人數增多,年齡層日趨下

降。以往教學機構所開辦的對外漢語師資培訓課程,主要是高等教育,針對十

八歲以上的成人而設置的課程;對於青少年漢語教學師資培訓課程以及青少

年漢語課室經營之研究報告則少見。語言教學的必要策略之一是認識學習者,

才能知己知彼,因材施教(葉德明,2007,p.43)。漢語學習者年齡層日趨下降,

教學策略很明顯地需要隨著教學對象來調整。如果將成人層級的教學方式直

接使用在青少年身上,未必能順利進行教學。 

    研究者 2007 年 10 月來到 TSC(代稱),是學年的下學期。當時,校長希望

研究者能幫學校教兩個漢語 B 班,在 TSC 漢語課有能力分班,分成 A、B。因

著學生之特質與個性,研究者經歷了一段努力的調適,為要達成教學目標,每

日不斷修改上課方式,思索著提高學生興趣的活動,並頒發許多獎品與點

心。深深體會,過去一年在皇家科技大學教學漢語的模式,使用在青少年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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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加以修改。因此,興起了研究 TSC 高中青少年漢語課室教學經營的意

念。此乃研究動機之一。 

    過去的漢語教學師資培訓主要是針對成人層級,設置於大學的課程,教

學方法也都是針對成人而設計的。青少年的認知與成人不同,表達事物的方

式與情緒發展都未臻成熟,若以成人教學方式套用到青少年身上，顯然格格

不入。因此,課室內如何設計一些符合青少年身心發展,並能全面培養學生多

方面漢語能力的活動,是研究動機之二。  

            面對泰國青少年學生教學,是面對著一個大難題。上課聊天、走動,學習

態度冷淡。如何讓學生對學習感到趣味,使師生在課堂有愉快的氛圍?怎樣讓

學生學得生動活潑?思考著解決教學實務上的困擾,是研究動機之三。  

     多元智慧論提出教師需要超越課堂上原來使用的典型方法,並擴展他

們自己所擁有的技術、工具和策略。研究者想了解青少年課堂活動設計配合

多元智慧之可行性,是研究動機之四。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與待答問題與待答問題與待答問題 
    

漢語學習者年齡層下降,教學策略很明顯地需要隨著教學對象來調整, 

才能因材施教。泰國漢語教學是跨文化第二語言教學,教師處在文化衝擊的

大環境下,學生卻在安全的母語環境裏。因此,如何在處境不平衡之情況中,

達到漢語教學成效, 使學生能快樂的、有效的學習，並有好的行為表現，教

師也能發揮專業理想並得到工作上的滿足，使課室成為師生都喜愛的地方,

是研究目的。為了達成研究目的,思考可能的途徑,待答問題如下: 

1.適合泰國青少年學習漢語的教學管理之有效策略為何? 

2.適合泰國青少年學生課室常規輔導的有效策略為何? 

3.泰國青少年學生課堂活動設計配合多元智慧可行嗎? 

4.了解以後,可以解決教學實務問題,以提升研究者跨文化教學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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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第四第四第四節節節節  本研究之重要性本研究之重要性本研究之重要性本研究之重要性 

    漢語站上世界舞台,來泰國教學漢語的教師與日俱增,除了教師本身須

具備泰語語言能力之外,課堂的經營是教學成敗的關鍵。因此如何有效地經

營跨文化課堂,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青少年學生特質與成人不同,教學方式也

不應相同。而泰國學生之特質又與其他國家不盡相同,如何進行有效教學,

就牽涉到課堂經營策略,因此本研究是有其重要性。 

一一一一、、、、了解漢語教學課室經營之特質了解漢語教學課室經營之特質了解漢語教學課室經營之特質了解漢語教學課室經營之特質    

國內外學者對於一般教學之班級經營已有許多的研究報告,其要點大多

指出:班級經營是教師有計畫、有組織、有效率、有創意的經營一個班級的

過程。在這個班級中，學生能很快樂的、有效的學習，並有好的行為表現，

學生的潛能得到充分的發展，教師也能發揮專業理想並得到工作上的滿足，

教室是個師生都喜愛的地方。(張秀敏,1998） 

 各學者對班級經營的定義,皆認同班級經營在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間的

重要性。但是,對身處於異國他鄉,教學第二語言的教師而言,一般教學的經

營方式,還必須加以調整。研究者認為第二語言教學課室經營,除了把握一般

原則之外,在海外面對不同文化的學生進行教學時,教師必須先對當地文化

有所認識,以國際化的胸襟和視野,接納、認同的態度面對學生的各樣表現,

然後再來呈現自己與自己的教材,並積極嘗試讓人接受與認同。 

課室經營乃是教師與學生以國際化的態度,懷著寬廣的胸襟和視野, 積

極接納、認同彼此、互相交流,共同締造合理的教室規範,營造溫馨的課室氣

氛,達到有效的第二語言或外國語言教學目標。 

 國內外學者對於一般班級經營的範圍指出,主要包括: 1.班級行政2.班

級教學3.教學評鑑4.班級常規5.班級氣氛6.其他活動7.親師關係等七大

項。研究者認為,在跨國際教學第二語言的教室,經營的範圍,還必須加上文

化認知、語言溝通與教師專業能力等三項。 

二二二二、、、、提供漢語教師青少年課堂活動之教學模式提供漢語教師青少年課堂活動之教學模式提供漢語教師青少年課堂活動之教學模式提供漢語教師青少年課堂活動之教學模式    

    青少年不同於成人,教學策略必須針對其各項特質與喜好,並做好適當

的輔導與協助,使青少年在這個學習階段減少阻礙,而有更好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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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保持青少年高度的好奇與探索的興趣,教學活動必須活潑多元化; 

為了不使情緒的因素影響青少年學習,課室裡要盡量避免情緒受干擾的因

素。 將多元智慧教學活動融入教材中,擬訂教學大綱進行教學,以配合青少

年特質,使學生有機會積極發揮他最強智慧來進行學習,提升學習效率。將多

元智慧論做為組織架構,依照教科書內不同的教學內容,穿插或重疊不同的

多元智慧活動, 發展學生綜合語言的運用能力。    

    以電腦多媒體輔助教學,自行編撰教材教具,例如以 powerpoint製作教

學檔案,做為補充教材(舒兆民,2005)。採取小組教學可發揮同儕合作學習的

精神,也發揮人際智慧。 

    上課過程中創造遊戲的場面,使教學活動經常處在輕鬆活潑的氣氛之

中。了解學生性格特質,幫助學生發揮各自的長處,從輕鬆活潑的學習過程獲

得說漢語的技能。 

三三三三、、、、給予初任泰國青少年漢語教師教學上之協助給予初任泰國青少年漢語教師教學上之協助給予初任泰國青少年漢語教師教學上之協助給予初任泰國青少年漢語教師教學上之協助    

                在泰國教學之難處首先是語言溝通的問題。泰國學生說的英語大部分

是以泰文為音標,溝通起來有干擾,因此泰語就顯得格外重要。若教師泰語

不流利,與學生的互動就會打折扣而產生挫折感。 

    處於熱帶地區的學生,熱情活潑而好動,對於學習卻表現冷淡,教室內常

常呈現混亂現象。學生的自制能力較差，注意力很容易轉移，思維能力低，

依賴性重，課堂上稍微處理不慎教室便會『遍地開花,鬧翻天』。因此教師

就得運用智慧來引起學習動機,維持學習興趣不減弱。 

    泰國大部分學校的漢語教學資源欠缺,數位化設備也不普遍(李耀武

2005,p.4),教材亦缺乏,因此有些教師為使教學達到最佳效果,而自備教學

工具,例如:電腦、投影機、印表機、教材等等。如果以多元智慧融入教學,

可以不花許多費用而達到良好的教學成效。 

    另一方面,教師也要積極自我尋求支援。可以從校園其他教師,無論是

漢語教師或是英語教師處取得有用的資訊,使自己很快地了解各樣事物減少

摸索,而使教學活動短時間內進入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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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提供華語文教學研究之不足提供華語文教學研究之不足提供華語文教學研究之不足提供華語文教學研究之不足    

    華語文教學或學習的研究範圍,雖已從語言輸出偏誤研究,深入拓展到

學習者內在的學習心理之研究,但與教學或學習成效關係深厚的跨文化課室

經營方面的研究報告則不多見。(引自劉敏瑛,2008,p.8) 

    跨文化青少年漢語教學之課室經營與課堂教學活動之研究報告,同樣在

華語文教學或學習的研究範圍少見,缺少這方面之教學實務探討,使教師在

教學現場面對突發狀況不知所措而使教學工作倍加艱辛。故本研究可以補充

華語文教學研究之空缺。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    

            研究者在 TSC 教學漢語有三個學年的學生,高一、高二、高三。經過開

學兩星期之觀察,得知高三學生在學期中有申請大學的甄試,不定期有請公

假者,全班上課出席情形會不穩定;高二班有一位學生暑假赴美動手術,將遲

一個月返校,另一位學生也因身體違和,請長假返家調養。在這情況之下,就

選定高一(M4)中文課程,十位學生,以這一班為教學試驗對象。研究範圍是師

生互動的教室內,一學期的觀察紀錄。 

 

第六第六第六第六節節節節  名詞解釋名詞解釋名詞解釋名詞解釋 
 
1.課室經營(class management)  

本研究是針對泰國第二語言漢語教學研究,教學的是漢語一個科目,所要

經營的是漢語教學的課室,學生來自不同班級,教學者不是級任教師,也沒有

專屬教室,因此將題目定為教學課室經營,而非班級經營。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科目的教學除了學生來自不同班級,教學

者不是級任教師之外,進行教學活動時也包含:教學管理、時間管理、行為管

理、上課氣氛等項目,與班級經營有類似的情境。因此,便參考班級經營的方

式來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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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班級經營(classroom  management) 

   「班級經營」一詞,有關中外學者的論述不少。一般而言是指教師在進行

教學與學生互動時,能有效地掌握教室內的人、事、時、地、物,使老師快樂

的教,學生歡喜的學,有效地達成教學目標。 

3.漢語(Mandarin) 

現代漢語有兩種解釋,廣義的漢語和狹義的漢語(紹敬敏,2002,p.3)。廣

義的漢語是指現代漢民族使用的語言,包括各地方言;狹義的漢語是指現代

漢民族的共同語,在中國大陸稱為 “普通話”;在台灣稱為 “國語”;在國

際華人之間稱為 “華語”。本研究的漢語是指狹義的現代漢語。 

4.對外漢語教學(Chinese Teaching as foreign language) 

    對外漢語教學是一門獨立的學科,指將中文作為第二語言之教學。國立

台灣師範大學鄧守信教授認為,對外漢語教學有三個不是: 第一,不是母語

教學的附庸。第二,不是區域學(area study)的附庸。第三,不是語言學的附

庸。語言教學既是一門科學,又是一門藝術。(劉珣,2005,p.346) 

5.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 

   這是現在(21 世紀)正在進行的議題,簡單的說就是跟你的亞洲鄰居互相

了解。區域發展,也是國際化的現象。東南亞區域整合的背景下,中文顯得重

要,但是要互相學習,若不互相學習,就顯出自我中心主義(楊聰榮,2008)。 

國際化是一種管道，一種與世界接軌的方式，因為這世界有著幾乎共容的通

路可以使我們與世界各地發生關連。國際化也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工具，藉由

工具的功能，我們可在世界上呈現自己的事物，並嘗試讓人接受與認同。(蔡

松柏,2008) 

 

6.文化衝擊(culture shock) 

    文化衝擊又叫文化震驚、文化休克。(英語：culture shock—維基百科)。

是用來描述當人搬移到一個全新的環境所產生的憂慮感。這時期在新環境缺

乏方向，並且不知道什麼是合適或者不合適的感覺。這種感覺並不如一般人

所想的是一種突如其來的衝擊，而是在適應一個新文化,也就是「文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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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adaptation)過程中所遭遇到的難關。 

7.比馬龍效應( Pygmalion Effect ) 

   「比馬龍效應」是近代教學研究的重要發現，比馬龍效應意思是指假若

老師認定某些學生為資優學生，即使他們並非真正的資優，但是經過老師的

提點和鼓勵，最終亦會自自然然地成為資優學生。 

8.青少年(Adolescent) 

    青少年期是從未成熟的兒童期轉變到成熟的成人期的過渡階段，年齡大

約介於十二歲至二十一歲之間。配合我國學制的劃分方式，青少年早期約從

國小高年級至國中階段（一般又稱為青春期）、青少年中期約為高中階段，

而大學階段則進入青少年晚期。泰國的學制與台灣相同,因此本研究的青少

年是指青少年中期的高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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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本章將分別對於青少年漢語教學、第二語言教學與雙語教學、課室經營

之相關文獻進行探討,並以此為研究基礎。本章共分為四個部分,第一節探討

的議題是青少年漢語教學;第二節將對第二語言教學與雙語教學法進行認識

與了解;第三節探討語言教學之課室經營;第四節探討課室活動,以高中生為

對象之策略。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青少年的青少年的青少年的青少年的漢語教學漢語教學漢語教學漢語教學    

    青少年期正值青春期(puberty)，逐漸擺脫依賴性而邁向獨立自主的成人

期(周新富,2006,p.6-26)。成人認知發展成熟，有清楚的學習目標、動機。

青少年自認為已長大,但實際上還不夠成熟,正處於不是成人，也不是兒童的

階段。根據 Piaget (1896~1980)的認知發展觀點，青少年一進入形式運思

期，就能夠抽象思考(王煥琛、柯華葳,1999,p.96 )。但因青少年時期是人

生中一個過渡期，在生理、情緒和社會性等方面都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也

是人生動盪不安的狂飆期(王煥琛、柯華葳,1999,p.7 ),使得不穩定的因素

增多，對於學習影響至深。了解青少年身心發展的特徵和程序，才能得心應

手地對他們進行教育和輔導。本節將進行高中生認知發展、與課室經營相關

的心理發展特質、青少年漢語教學策略等進行探討。 

一一一一、、、、    高中生認知發展高中生認知發展高中生認知發展高中生認知發展    

 青少年期是從未成熟的兒童期轉變到成熟的成人期的過渡階段,年齡

大約介於十二歲至二十一歲之間。若依照身心發展成熟度,青少年階段可再

劃分為前期、中期、及晚期三個階段，配合我國學制的劃分方式,青少年早

期約從國小高年級至國中階段（一般又稱為青春期）、青少年中期約為高

中階段,而大學階段則進入青少年晚期(蘇郁惠,2005)。泰國學制系統與台

灣相似,因此本研究的青少年是指青少年中期的高中學生。小一號的大人

(周新富,2006)還不是真正的成人,其學習特性如下: 

((((一一一一))))青少年特質青少年特質青少年特質青少年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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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心理特質 

   青少年由於生理上的變化,根據David Elkind(1967)的理論, 青少年的思

維特性是自我中心主義(egocentrism)。特別注意自己外表的修飾,喜好追求

時尚,甚至以為別人隨時都在注意他們(虛擬式的觀眾 imaginary audience,

黃 德 祥 譯 ,p.70) 。 在 同 儕 間 還 會 盛 行 特 殊 穿 著 打 扮 ( 王 煥 琛

等,1999,p.91 )。此外,他們大多有偶像崇拜的現象,對流行音樂也有壓倒性

的愛好,更喜歡把流行語掛在嘴邊。青少年常以自己的想法為主,所以最排斥

「我覺得你應該這樣這樣」的說法(姚淑婷、陳宛儂,2007)。因為強烈的自

我中心現像,容易武斷、推斷。當實際的情況無法接納其構想時,易怨天尤

人，憤世嫉俗(江福貞,2004)。他們不喜歡被約束,因此讓人覺得他們的行為

反叛。其實這與青少年的思考有關,青少年覺得父母的看法不是唯一的,常顯

出不信任成人的態度,他們有自己另外的想法(王煥琛等1999,p.87)。因為還

沒有確定之社會地位,常會苦悶和困擾,感嘆父母師長不了解他,易加入反社

會或反傳統的次級團體,以獲得消極的認同(周新富,2006,p.6-29)。 

2.情緒反應 

    青少年隨著年齡的成長,對情緒的辨識由具體而抽象,這與認知的發展

是有關的（Carrol& Stewaed,1984）。由於能引起他們情緒反應的事增加抽

象因素,因此能針對未發生的事先作預想,開始會關心自己的前途和成就。 

    因為會思考各種可能性,使得情緒表達變得更複雜,對外界刺激的反應,

他們會經思考過後才表達出來,有時候也會口是心非,把真正的感受隱藏起

來。最能影響青少年情緒的因素是學業成績,學業成績教他快樂、憤怒、甚

至懼怕(王煥琛等,1999,p.100)。因性機能已成熟,但為了求學,常壓抑對愛

情、性的需求,又因理性發展未臻成熟,無法自行克制或化解性衝動,終因身

心發展失衡而導致情緒困擾。(周新富,2006,p.6-29) 

3.喜好興趣 

 青少年的女孩比男孩更有興趣與同伴相聚時喜歡談論舞會、衣著、約會

和在校的社會事件。相對地,男孩對於冒險、開玩笑、運動、汽車和女孩等

話題有更大的興趣,但是進入高中後，他們談論的主題會開始關心世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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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姚淑婷等,2007）面對新世代社會變遷的影響,網際網路近年來逐漸取

代傳統電視媒介。青少年藉網路交友聊天、生活資訊搜尋、打發時間、也會

將線上活動帶入到現實生活中,因此和朋友的互動行為大受到影響。(陳惠

玲,2001) 

4.同儕支持 

    良好的同儕關係是青少年社會能力的最佳註解(Morison&Masten, 

1991,p.308);青少年時期良好的同儕關係可以預測成年期的健康發展

(Hartup,1993; Morison& Masten,1991)。擁有貧乏同儕關係的青少年比起擁

有良好同儕關係者更容易輟學從事犯罪行為,以及經歷心理或行為問題

(Morison&Masten,1991等;黃德祥譯,2006,p.308) 

    心理社會學家艾瑞克遜（Erikson）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中強調青少年

階段是發展團體認同的階段,當身心逐漸成熟,同儕的影響力大增，對父母的

依賴感則相對減少。而且,當被團體接納,得到關注或是讚美與喝采，將能滿

足他對安全感和隸屬感的需求 (引自姚淑婷等,2007)。也因為網路社群中成

員常彼此發表看法或互相幫助、給予肯定，進而加深個人對團體的認同(陳

惠玲,2001)。 

小結 

   從以上青少年的心理特質、情緒反應、喜好興趣、同儕支持等四項特徵,

得到的教學啟示是:青少年不同於成人,教學策略必須配合其各項特質與喜

好,並做好適當的輔導與協助,使青少年在這個學習階段減少阻礙,而有更好

的發展。 

 ( ( ( ( 二二二二))))、、、、青少年認知青少年認知青少年認知青少年認知發展發展發展發展    

   Feinstein（2004）也提供了一些關乎情緒但足以影響青少年學習的提醒：

1. 身體運動能促進小腦發育,同時也能促進青少年認知加工能力的發展。2. 

回饋有利於提高青少年的學習效率。3. 青少年雖然容易被新異的刺激吸引,

但他們仍然渴望組織的歸屬感。4. 青少年一方面會對成人的評價表示抱怨,

另一方面卻很在意這樣的評價。5. 青少年的腦往往是通過感性而非理性的

方式做出回應。6. 青少年比成人更容易受到壓力。7. 青少年的情緒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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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終身的記憶，也可能會成為學習的阻礙。(宋如瑜,2007,p.324) 

    聽和看,是吸取知識的管道。聽覺是時間性的,時間流過去,聲波就消

失。視覺是空間性的,比聽講更能夠吸收較多的知識,原因是文字圖畫不會像

聲音一樣消失。以視覺學習,可以回去再看,使訊息的吸收依照自己的步調進

行。學習得越多累積的背景知識越豐富,成為往後學習的鷹架。大腦神經元

是用進廢退,以文字圖畫學習,每一個文字圖畫會激發其他的文字圖畫,會聯

想到過去的經驗,腦神經會像骨牌效應一樣,一個牽動一個,發射起來形成綿

密的神經網路 (洪蘭,2001,p.229)。 

   另外,如何促進青少年的認知發展，皮亞傑認知論的策略: 1.運用具體運

思的教學策略及材料（視覺學習刺激；以學生的經驗為基礎）2.教學生概念

而非事實，並使用學生日常生活有關的材料與觀念等。(黃素惠,2002) 

小結 

    根據以上青少年之文獻,得到的教學啟示是: 青少年的漢語教師除了語

言教學之外,還肩負潛能發展的責任。因此,漢語教師的教學不能一成不變地

照著成人的教學方式進行,以免學生因厭惡產生排斥的心理,而使與此有關

的腦神經突觸被剪掉,使原先已具備的潛能失去。 

    為了保持青少年高度的好奇與探索的興趣,教學活動必須活潑多元化; 

為了不使情緒的因素影響青少年學習,課室裡要盡量避免情緒受干擾的因素,

因此要多提供學生成功的機會,以免因情緒的干擾而減低學習興趣;可多採

用視聽圖像式教學,來配合青少年的身心發展,以增進腦神經纖維之間的連

結,提高觸類旁通的機會; 並使用學生日常生活有關的材料與觀念等。了解

青少年身心發展的特徵和程序，才能得心應手地對他們進行教育和啟發。 

((((三三三三))))、、、、影響影響影響影響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第二語言習得的情感因素第二語言習得的情感因素第二語言習得的情感因素第二語言習得的情感因素    

情感過濾假設(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Krashen認為學習者所接收的

語言訊息不是全部能被吸收,他認為 “情感過濾”因素是使學習者無法吸

收輸入語言訊息的原因。他認為青春期前後, 情感過濾的作用會有巨大的增

長,成年人會有更多的情感變化和自我意識,也因此造成第二語言學習有別

於兒童的第一語言習得。 (曾金金,2001,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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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感因素在第二語言習得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劉珣,2005,p.217),

情感因素主要是指動機、態度和性格。 

    1.動機(motivation)在情感因素中又佔極其重要的地位。教師的教學活

動是最直接增強學習者學習動機的因素,教師要不斷改進教學,使教學內容

適合學生需要,教學方法能引起學生學習興趣,以鼓勵和表揚為主,多給學生

成功的機會,即時加以肯定。 

    2.態度。對大多數學習者來說直接影響其目的語學習態度的還是他們語

言課堂上的感受。課程有否意義,教材是否有趣,教學方法是否生動活潑,很

大程度地影響著第二語言的學習態度。  

                3.自尊心和抑制。從青少年時期開始,自我意識進一步發展,害怕自我暴

露太多而使自尊心受到傷害,於是採取抑制的方法保護自我。到了青春期隨

著在生理、認知和情感上受到的挫折增多,個體意識到不僅要認識自己還要

認識周圍的環境與社會,處理好跟環境與社會的關係,因而用於自我保護的

抑制心理更為增強,而且一直發展至成年期。過高的抑制心理不利於第二語

言的習得。 

    青春期的少年,保護自我的意識增強,學習一種新的語言並用來進行交

際會犯錯,會當眾出洋相,有時覺得十分難堪,因此感到很不安全,更加強了

學習過程中的抑制。(劉珣,2005,p.223) 

小結 

   上述情感因素在青少年第二語言習得帶來的影響,教師需要全面了解,並

在教學實踐中盡量排除屏障,使教學順利進行。教師要不斷改進教學,使教學

內容適合學生需要;選取有趣的教材,採用生動活潑的教學方法;排除情緒因

素之干擾而影響第二語言的習得。 

    

二二二二、、、、與課室經營關係較密切的心理發展特質與課室經營關係較密切的心理發展特質與課室經營關係較密切的心理發展特質與課室經營關係較密切的心理發展特質 

青少年的心理發展特質中與班級經營關係較密切的有社會、道德、人

格及情緒等四方面的發展(周新富,2006,p.6-26,蔡淑桂,2003;林崇德、李

慶安,2005;劉安彥、陳英豪,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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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會發展方面 

  其特質可由以下幾項略知: 

(1).喜歡加入友伴團體( 2).可望獲得團體之力屬感 (3).爭取角色認同和

友誼(4).兩性關係和感情處理。 

2.道德發展方面 

   青少年期是倫理觀形成的時期,但卻表現很明顯的兩極化,其道德發展 

表現出以下兩特徵: 1.處於自律階段,能依道德準則調節行為 2.品德不成 

熟、不穩定, 具有較大的動盪性。 

3.人格發展方面 

   青少年人格發展具有以下特質:  1.自我意識覺醒,要求獨立 2.自我 

認知和自我迷亂3.自我中心又好冒險。 

4. 情緒發展方面 

    明顯的情緒特質如下: 1.具自卑、羞怯感,渴望在同儕中受矚目。 2.

會焦慮、嫉妒、沮喪,渴望吸引異性青睬,希望交異性朋友又怕受傷害,也怕

影響課業。 3. 表現叛逆、反抗,崇尚新潮事物,愛打扮愛流行,情緒變化很

大,無法有良好的控制。 

小結 

    學校,對於青少年而言,是一個學習的場所,但也是一個令其焦慮不安的

場所。造成青少年情緒壓力的來源包括:考試焦慮、枯燥無趣的課程、呆板

的教學、緊張競爭的同儕關係、疏離的師生關係等(張鐸嚴,1990)。因此,

了解青少年心理發展特質之後,在課室經營上應加以掌握求取因應策略,以

免影響課室教學以及課室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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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第二語言教學與雙語教學第二語言教學與雙語教學第二語言教學與雙語教學第二語言教學與雙語教學    

一一一一、、、、第二語言的教學方法第二語言的教學方法第二語言的教學方法第二語言的教學方法    

    現代第二語言的教學方法,重視認知學派的學理(葉德明,2007,p.41)。

認知學派認為有意義的學習方式,是將新的知識項目輸入記憶層中,與舊的

概念結合而成。因此有意義的學習(meaningful  learning)方式,是將各種有關

聯的新資料連成一串記憶鍊,重疊存在認知的結構上,並能穩定得留在記憶

庫中。而非傳統式機械練習法,逐字逐句的記憶方式,不容易建立成容易了解

的資料。 

語文教學的方法自一九六零年代以來,各種學派中最為人重視的約分為

兩類,一是「行為學派」,主張語研習慣的建立是靠口語不斷地做機械式的練

習就可以產生語言,因此句型練習是語言熟練的基礎。另一派是「認知學派」,

此學說認為人類的學習靠內在認知的能力,只靠表面的機械式練習,不可能

把語言說得很好。但是在語言與文學的教學在實際上以上兩種學派的理論都

應該運用。以認知學派為主,行為學派為輔,才能在教學上發生溝通的目的與

效果(葉德明,2007,p.42)。 

   現代語言教學,呂必松(2005)認為「現代語言教學應不同於傳統語言教學,

應是一種需要不斷進行科學研究的具體教學活動,同時也是指一種在教學實

踐中的教學方法。現代適用於第二語文教學的方法約有下列幾種,將之簡要

表列如下: 

表二-1  第二語文教學的方法 

  教學 

  方法 

教學 

目的 

教師 

角色 

學生 

任務 

教材 

使用 

教學 

評量 

自然教學法 

The Nature 

Approach(Krashen 

and Terrel 1983) 

使學生能

使用所學

習的語言

順暢地表

達情意 

。 

教師是語

言輸入者

輸入原則

是(i+1),

以圖片輔

助加強信

心。 

以單字或

詞句回答

老師的問

題。可以

用母語穿

插回答。 

使用生活

當中具體

的事物或

是可理解

的圖片等 

。 

只要順暢

地溝通表

達,不急於

改正文法

的錯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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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教學法 

The Dorect Method, 

(Diller 1978) 

課堂上學

生能直接

地使用學

習的語言

溝通同時

學習歷史

文化。 

引導學生

多說話,

並將它寫

出來,以

發展寫作

能力。 

以學習的

語言去思

想,自然

地說出整

段話或是

提問題。 

以教具、

圖片或啞

劇來表意

不能翻譯 

。 

學生不能

使用母語,

必須使用

標的語,並

能寫下所

唸的內容 

。 

團體語言學習法 

Community Language 

Learning (Charles 

A.Curran 1976~1984) 

教學以話

題為基礎

不需特定

目標,正

如母語自

然習得。 

教師是輔

導者,提

供舒適的

學習環境

供學生學

習。 

每一份子

必須共同

合作來學

習語言。 

無特定課

本,教材

隨著學習

的發展製

作。 

學生能克

服障礙,主

動積極學

習的態度

是評量的

目標。 

啟示頓悟法 

Suggestopedia 

(Lozanov 1982) 

協助學生

克服心理

障礙,自

由地應用

語言。 

啟發學生

想像力,

加強學習

信心。 

在虛擬實

境中積極

扮演自己

的角色從

中學習。 

按照虛擬

的故事情

節編寫。 

能實際應

用所學與

他人溝通 

。 

溝通交際式教學

法 

communicative 

Approach(Brumfit & 

Johnson 1979) 

以學習者

為中心,

使學生能

從做中習

得語言,

用標的語

溝通。 

提供溝通

指導學習

過程也是

活動的參

與者。 

學生是溝

通者,有

更多責任

進行自己

的學習。 

以課文、

活動為基

礎教材。

也使用生

活中真實

的教材。 

能用學習

的標的語

進行溝

通。 

文法翻譯法 

The Grammar 

Translation Method 

(Thomas,C.,ed. 1901) 

透過學習

標的語的

詞彙及文

法更熟悉

母語及文

藝作品,

使說寫更

進步。 

提供教材 

引導學生

從翻譯中

達到讀、

寫的能力

並了解文

法規則。 

配合教師

的指導積

極學習教

材內容。 

教材內容

必須是華

語文程度

中等以上 

。 

有能力翻

譯,並說出

文法規則 

。 

視聽教學法 

Audio-lingual Method 

(Diane Larsen-Freeman 

 1986)- 

掌握標的

語語音語

序、符號,

如母語般

的熟練。 

教師主控

教法,提

供學生示

範、步驟

與活動。 

運用標的

語說出正

確的回

答。 

常使用語

言教室充

分使用錄

音帶圖片

等教具 

能克服母

語的習慣,

使用標的

語來溝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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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示教學法 

Silent  way  

(Caleb Gattegno 1972) 

啟發自我

認知的能

力,配合

已知來學

習新知。 

充分給予

提示,並

讓學生由

互相改正

中學會標

的語。 

自己要專

心學習還

要能聽出

同學錯在

何處,互

相改正。 

語音教學

時可用此

教學法。 

達到語音

聽說、讀、

寫的能力 

。 

整體行動反應法 

The Total physical 

Response Method 

(James Asher 1982) 

積極提升

學生「聽」

的理解力 

。 

以第二語

言下達口

令,使學

生從聽命

令同時行

動中練習

力。 

學生聆聽

老師下達

的訓令之

後,立刻

服從,並

以行動反

應來。 

由「單字」

表示開始

訓練,再

進入複雜

的語音與

語法的子 

。 

聽得懂老

師說的意

思,並能做

出動作。 

 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 (彙整自葉德明,2007,p.38-162 華語文教學規範與理論基礎) 

 

 以上各種第二語教學方法,都有其目的以及原則,教師可以隨著教材內

容、教學對象的不同而採取不同的教學方式。 

 認知學派的觀點主張,人類學習任何知識與技能,都得靠其本身內在的

認知能力,加上自己調整出來的一套學習規則,自動自發轉換運用來學習。因

此有正確的觀念、教師的啟發引導,加上與實際環境事物相結連,可以使他在

一開始學習時,內在認知清晰穩定,而達到好的學習效果(葉德明,2007)。因

此,教師應該要以認知學派的「理解」和「有意義的學習」為主要教學策略,

行為派的口語練習為輔助,進行第二語言教學。 

    另外還有合作學習法(Cooperative Language Learning)。其理論基礎來自

心理學、社會學和哲學三方面。教師藉著合作學習法進行教學活動,可以促

進小組內各成員為彼此的學習負責任,積極互賴與互動,改善因競爭壓力而

互相排斥或因獨立學習而缺乏與人互動之情況。每一小組只要達成既定的標

準,都能得到相同的酬賞。研究者採用合作學習法的酬賞方式,進行課室常規

的管理,以小團體的力量彼此約束行為,以達到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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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雙語教學雙語教學雙語教學雙語教學    

     學習漢語的人數增長快速,對於漢語教師而言,因學生年齡、環境的背

景不相同,必須有彈性運用語言教學的能力。在泰國高中學生之所以學習漢

語,除了教育部的政策之外,大部分家長是著眼於漢語所附加的經濟價值以

及增加其子女的國際競爭力。在真實的教學現場,漢語教師的教學目的是讓

自己的學生學會漢語的聽、說、讀、寫能力。為了引起學生學習興趣,漢語

教師就要思考,如何以學生聽得懂的語言來進行溝通與教學,使學生有意義

地學習第二語言的語音、語法、語用規則,並運用熟練而產生語言能力。因

此,教師具備與學生溝通的泰語能力就顯得非常重要。透過學生的母語進行

漢語教學,學生覺得受尊重,以母語溝通的親切感也拉近師生之間的距離,無

形中免去認知與情緒的干擾,可達事半功倍的效果。 

    雙語教學相關的理論有: 1.臨界點理論(張麗君,2004) ; 2.單一容器

vs 多容器語言學習理論(吳信鳳、沈紅玫,2002) 3.吉姆卡明斯理論( Jim 

Cummins)等。 

((((一一一一))))、、、、雙語教育和雙語教學的定義雙語教育和雙語教學的定義雙語教育和雙語教學的定義雙語教育和雙語教學的定義    

雙語的英文是“Bilingual”。根據英國著名的朗曼出版社出版的《朗曼

應用語言學詞典》所給的定義是：A person who knows and uses two languages.

一個能運用兩種語言的人,在他的日常生活中能將一門外語和本族語基本等

同地運用於聽、說、讀、寫，當然他的母語語言知識和能力通常是大於第二

語言的。舉例來說,他可能： 1.使用一種語言來讀和寫；而用另一種語言來

聽，說。 2.在不同的場合下使用不同的語言，如在家使用一種語言，在工

作單位使用另一種語言。 3.在不同的交際需要下使用不同的語言，如在談

論學校生活時使用一種語言，而用另一種語言談論個人情感。     

雙語教學的定義 :根據英國著名的朗曼出版社出版的《朗曼應用語言學

詞典》所給的定義是：能在學校裡使用第二語言或外語進行各門學科的教

學。(王旭東,2002,p.2) 

所謂雙語教育(bilingual education )，廣義而言，即是指包含兩種語言的

教育。狹義而言，則需達到精通兩種語言的能力。一般而言，雙語教育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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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僅僅只是牽涉兩種語言的教育，更要在教育過 程中，適當使用這兩種

語言作為教學媒介，以求學生在整體學識上、兩種語言的使用能力上及兩種

語言背後的文化意涵上，均能有所學習與成長。( 謝國平，1993)  

雙語教學並非透過語言課程來實現語言教育目標,而是透過學校教育中

其他科目的學習來達到幫助學習者掌握兩種語言的目的。用教學語言來促使

語言能力發展,是雙語教學的實質意涵,就是「以教育語言來達到語言教育」

的目的(全球教育展望,2004)。 

雙語教學等於用兩種語言來進行教學活動。也就是同時使用目標語和學

生的母語來執行教學的教學技術。雙語教育,教目標語也教母語。也就是教

育學生能以目標語和標準的母語來溝通,能讀寫目標語,也能讀寫母語。 

雙語教育，根據《國際教育百科全書》（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是指一種使用兩種語言作為非語言學科教學媒介語的教學

方法（an instructional approach）。《朗曼語言教學及應用語言學辭典》

（Longman Dictionary of Language Teaching &Applied Linguistics）對雙語教

育的界定是，指在學校裡運用第二語言或外語教學知識性科目。香港浸會大

學語言中心博士盧丹懷教授認為，雙語教育指的是用兩種語言作為教學媒介

語，從而使學生通過授課語言的運用來達到掌握兩種語言的最終目標。(郭

燕,2009,p.1) 

綜觀以上專家學者對雙語教育概念的界定,對照研究者在泰國雙語教學

的實際情況，本研究對「雙語教學」的界定，是指對外漢語教學，能夠應用

漢語、泰語兩種語言作為教學媒介語進行漢語教學，目的是為了使泰國學生

理解漢語以及提高漢語應用能力，在課堂教學中為學生營造一種雙語學習氣

氛，最終能夠掌握兩種語言，習得用雙語進行學習以及溝通交際的能力。 

((((二二二二))))、、、、雙語教育的功能雙語教育的功能雙語教育的功能雙語教育的功能    

1.雙語教育有利於移民學生克服語言、心理與文化上的障礙：在雙語課

程裏,與會說母語與英語的雙語教師及相似語言文化背景的同學學習，有助

於克服其文化衝擊(陳君卿，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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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雙語教育促進認知能力的提升: 許多實驗和研究證明; 雙語教育幫助

學童在思 考的彈性、抽象能力、多語言轉換能力、觀念發展、創造力，語

意發展和分析推理及空間關係能力都有較佳的表現。 

3.雙語教育有利於學習專業知識：學童只有在能聽懂教師所使用的語言

的情況 下，才能理解教師所講授的內容。 

    4.雙語教育有助於學生保留其母語及其文化傳統，並建立其積極的自我

概念。 

    由此觀之，語言與文化的關係密不可分，且影響個人的人格養成及自我

觀念甚深。雙語雙文化的保留並發展母語與第二語言，可建立對兩種語言文

化的尊重與包容。(陳君卿，1997) 

((((三三三三))))、、、、雙語教雙語教雙語教雙語教學的模式學的模式學的模式學的模式： 

    謝國平 ( 1993 )將雙語教學分成以下幾個模式: 

1 過渡式雙語教育(transitional model )：以兩種語言中的其中一種為目標語

(target language )(通常為主流語言)，在教學過程中，透過母語的使用而學

到目標語，藉此能融入目標語的社會。通常經過數年的雙語教學後，即可過

渡到以目標語為教學語言的教學。 

2. 保存式雙語教育(maintenance model )：與過渡式雙語教育相同，透過母

語學習目標語，以期融入以目標語為主的 社會。但在此過程中，會盡量

保存學生的母語基本能力。只消極地要求不 使母語能力流失，所以母語

能力並不會因此增長。 

3.多元化雙語教育(pluralistic model )：多元化的雙語教育模式在於使學生能

同時順利發展目標語及母語的能力。對兩種語言的文化學習，也持相同觀

點。藉由保存母語及母語文化(使其不致融入主流社會中)來達成一個真正

多元化的社會。 

4. 浸濡式雙語教育(immersion model)：浸濡式雙語教育首創於加拿大。學

生的母語為英語，是社會中的強勢語言、主流語言。為了能精通弱勢語言—

法語(目標語)，在學校的頭幾年，完全以法語上課，教育環境佈置也都是

法語的字彙與文化。換言之，也就是完全浸濡在目標語的學習環境中，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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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裡或和老師溝通時，是可以使用母語的。另外，老師與家長對母語的

態度是尊重且支持的。 

上述的訊息中,過渡式雙語教育(transitional model ) 在教學過程中透過

母語的使用而學到目標語的方式,是研究者教學使用的模式。 

    對外漢語教學與母語中文教學,教學方法,教學原則與教學內容很類似

(江惜美,2007,p.7)。漢語教學與母語中文教學不同處在於教學對象的不

同。因著對象不同,教學方法就必須有所調整與改變。依照學習者的心理而

言,以漢語為非母語的學生為教學對像,首先必須了解其國家的文化背景、學

生學習風氣與學習態度。再加上以他們的母語來說明、分析,進行雙語教學,

才能減少溝通之阻礙,增進教學效果。 

    研究者教學的對像是青少年,雖然 TSC 是三語教學學校,從參與中得知

學生非常倚賴母語,外籍教師在 TSC 如果沒有具備與學生溝通的泰語能力很

難控制課室場面。是因學生英語程度不高,加上身心發展正處於狂飆期,聽不

懂老師上課內容,失去耐心之後便會群起鼓躁,走動聊天等。學習態度本就較

冷淡的熱帶區域學生,聽不懂老師說的話(無論英語或是漢語),是給予他們

非常充分的理由不學習。因此,在 TSC 以泰語為過渡式雙語教學,非常重要。 

((((四四四四))))、、、、雙語教學的雙語教學的雙語教學的雙語教學的優點優點優點優點    

    實施雙語教學的優點有很多 (鍾鎮誠 2008,p.7),加以概括至少應包含

下列四點:  

1. 語言發展的優勢 (L1 與 L2 的互動)  

2. 認知發展的優勢 (L1 與 L2 的轉換)  

3. 人際互動的優勢 (工具與情感性的要素)  

4. 多元認知的優勢 (批判觀點與能力)  

前 1、2 項關聯到 L1 與 L2 的互動與轉換,在以泰語為過渡式雙語教學

的教學場域,實施雙語教學有助於學生 L1 與 L2 的互動與轉換,所以有助於

學生進行有意義的學習。第二語言習得的假說中,情感性關卡論 (The 

Affective Filter Hyopthesis)認為學習者的情緒狀態會影響到語言習得(柯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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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Krashen)。比如動機強烈、有自信、心情輕鬆等是幫助習得的有利因素,

若心裡有防備或焦慮等因素,會使可理解的輸入語言無法進入語研習得的運

作 (葉德明,2007) 。實施以泰語為過渡式雙語教學,學生聽得懂老師說的話,

也理解老師教的內容就可以免去情感性關卡的干攪,是進行雙語教學的優

點。 

((((五五五五))))、、、、雙語教學機雙語教學機雙語教學機雙語教學機制制制制    

     雙語課堂教學是實現雙語教育目標的主要途徑。雙語教師作為雙語教

學的主要承擔者與實施者，對雙語教育的品質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1.整合課堂教學內容 

  將已學過之單詞、句型，結合到具體的學科上進行語言的實際運用。如何

將學科教學內容用雙語的形式呈現在課堂教學中是一件費時費力的事,雙語

教師上一節雙語課，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重新整合教學內容。 

2.合理分配課堂兩種教學語言 

在雙語教學過程中，對兩種教學語言使用時間進行合理的分配是十分必要

的。根據科林·貝克（Colin Baker）的觀點，雙語教師在課堂教學中應該依

據學科與主題、學生語言背景以及課堂教學時間分配兩種語言（Colin Baker, 

1993）。 

3.重視營造雙語教學環境 

  第二語言習得理論認為影響第二學習過程的因素是：教師、學生、任務和

環境（M·Williams &R·Burdern, 2000）。雙語教師在雙語課堂上營造雙語環

境對實現雙語教學的目標：提高學生的目的語應用能力有著重要的作用。(郭

燕,2009,p.5) 

小結 

   從以上各論述,可得到教學啟示: 

1. 以學生母語為過渡式雙語教學,可創造學習動機高而焦慮低的環境,便以

輸入可理解的漢語。 

2. 最適當的輸入語言是: (1)可理解的 (2)能充分提供(i+1) (3)輕鬆無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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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對話。以學生母語為過渡式雙語教學,可以達到此條件。 

3. 以學生母語為過渡式雙語教學,是有意義、可理解的語言溝通,讓學生有

發展語言策略的機會。 

4.以學生的母語為過渡式雙語教學,師生互動的許多機會使學生能安心使 

  學習的語言,也增添老師的親和力。 

5. 教師須整合課堂教學內容,將學生已學過之詞彙,不再以泰語解說; 在 

  雙語教學過程中，對兩種教學語言使用時間要進行合理的分配。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語言教學之課室經營語言教學之課室經營語言教學之課室經營語言教學之課室經營    

    漢語課堂教學的目的主要在培養學生使用漢語進行溝通的能力，因此漢

語課堂教學既是傳授教學內容與知識的場所，同時也是幫助學生學習溝通、

並使用漢語互動的場域。 

語言課堂教學之經營,是規劃與設計教與學之活動，教師在課堂中扮演

教學計畫與組織的角色，必須講究教學環節的安排和教學步驟的銜接，讓學

習者循序漸進地進行漢語溝通技能的訓練，順利完成感覺、理解、思維、記

憶和情感等學習的歷程(劉珣,2005,p.336)。學習者是課堂教學的主體，教

學必須符合學習者的需求，教學內容的傳遞和語言能力的培養都在課堂教學

中實現，並於學習者身上落實。 

一一一一、、、、學者專家對教學經營之觀點學者專家對教學經營之觀點學者專家對教學經營之觀點學者專家對教學經營之觀點    

國內外學者對於班級教學經營,有不少的論述。從他們所主張的觀點中

可以得知「教學管理」是經營重點。舉例如下:阿姆斯壯(2003,p.17)說:一

個孩子如果某方面表現不行,我們應該從他專長的智慧項目切入去補救有缺

失的項目,而不是一直針對他不行的智慧項目拼命給他練習。 

張秀敏（1998）班級經營是教師有計畫、有組織、有效率、有創意的經

營一個班級的過程。在這個班級中，學生能很快樂的、有效的學習，並有好

的行為表現，學生的潛能得到充分的發展，教師也能發揮專業理想並得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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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上的滿足，教室是個師生都喜愛的地方。黃政傑、李隆盛(1993)班級經營

不外乎探討教師在班級中如何有效地達成教學目標。 

秦孟群(2004)班級經營是指教師採用相關的策略和方法,安排或處理班

級中的人事時地物等項目,達成教學與學習目標。吳肇賢(2005)班級經營是

教師透過良好的策略以發揮教學效果,從而建立學生良好行為,營造完善的

情境,建構有效率的學習活動,維持良好的師生關係,提高學習品質,進而開

展潛能,最終達成教育目標的過程。鄭耀男、陳怡靖(2006)班級經營是教師

為營造積極學習活動與環境所從事的各項規劃。資料來源:(彙整自余宗

樺,2008,p.9-10;廖淵豪,2007,p.12) 

    對外漢語教學經營的論述是: 丁迪蒙(2006,p.6)教學要減少學生的焦

慮感,進行愉快教學,教師就需要掌握好教學節奏,與學生建立融洽的師生關

係,課堂教學是第二語言教學中最重要的一環。趙金銘(2008,p.96)課堂教學

以教師所精心組織的語言交際活動為中心,強調學生的參與意識,關注學生

學習差異。陳之權(2003,p.104)教師需要知道如何在課堂中構造合作性的語

言學習活動。(丁迪蒙,2006,p.14)對外漢語教師除了具備專業知識之外,更

應當注意誘導學生參與。師生之間交流和參與的程度,在以語言學習為為內

容的課堂上,體現了教育的力度與廣度。 

小結 

    以上課堂教學經營的敘述提示了: 從學生專長的智慧項目去補救缺失; 

使學生能很快樂的、有效的學習，潛能得到充分發展; 教師有效地達成教學

目標; 安排或處理班級中的各事項,達成教學與學習目標; 發揮教學效果,

建立學生良好行為,建構有效率的學習活動; 營造積極學習活動與環境;進

行愉快教學; 掌握住華語文課堂教學的基本要素; 誘導學生參與; 在課堂中

構造合作性的語言學習活動等等。一致的看法是以「教學管理」為重點,並

注重學生潛能發展，教師發揮專業理想。 

課室教學之經營所涵蓋的範圍廣泛,以下列舉學者專家對一般教學之班

級經營範圍,以供參考。研究者將之依年份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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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2  一般教學之經營範圍,依年份整理如下: 

     學者 班級行

政經營 

班級常

規管理 

教室環

境經營 

班級氣

氛經營 

教室教

學管理 

親師 

關係 

師生

關係 

Froyen(1993)    v    v v v v  v v 

葉興華(1994)    v    v    v    v  v  v 

劉榮裕(1995)    v    v v v v  v 

Jones&Jones(1995)     v v v v  v v 

楊士賢(1997)    v    v v v v  v  

張秀敏(1998)    v    v v v v  v  

陳師榕(1998)        v   v v v v  v 

林進材(1998)    v    v  v v  v   

朱文雄(1999)    v    v v  v  v  v 

陳金木(1999)    v    v v      v 

Cangelosi(2000)    v    v  v v    v 

郭明德（ 2001）    v    v v  v  v v 

吳清山等(2001)    v    v v v v    

謝旻宴(2002)    v    v v    v   

吳文榮(2002)    v    v v v v  v v 

呂淑娟(2003)    v    v v v    v 

王建堯(2007)    v    v v  v   

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 (修訂自鮑慧門,2002,p.2;江曾為美,2007,p.27) 

     

以上之訊息，研究者彙整出班級經營的範圍主要包括: 1.班級行政 2.

班級教學 3.教學評鑑 4.班級常規 5.班級氣氛 6.其他活動 7.親師關係等七

大項,最顯著的是每一位都包含「常規管理」,因此,可知那是一個重要項目。 

另外關於語言課室與文化關係的文獻,研究者列舉四位學者的看法:文

化認知之學習,中文應用文的使用,既可為語言學習,也可視為文化教學,語

言與文化的交互影響,可以從應用文教學中揭示出來。(信世昌,2003,p.1) 

語言是文化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是傳遞文化的載體，是文化不可分割

的部分，沒有語言就沒有文化；另一方面，語言又受文化的影響，反映文化、

理解語言必須瞭解文化，理解文化必須瞭解語言，語言和文化是相輔相成、

相互影響和密不可分的。它們之間的這種關係決定了語言老師也必然是一名

文化老師。(羅曉燕,2007,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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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漢語教學首先需要了解的是跟語言運用緊密相關的文化現象。例如

漢語通常用「吃飯了嗎?」、「你去哪裡?」來和對方打招呼,說客套話,是問

候的一中方式,並不是在打聽別人的隱私。作為第二語言的學習者,不可避免

的會遇到與自己的母語不一樣的文化現象。(丁迪蒙,2006,p.10) 

    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也是語言的一部分,二者整體交織不可分隔,

第二語言的獲知也即是第二文化的獲知,文化不同,價值觀也因而相異。教師

在進行第二語言教學時,必須了解學生的文化背景。(葉德明,2007,p.42) 

此段之訊息顯示,跨國際第二語言教學,課室經營的範圍還須顧及文化

認知。文化交流表現在接納彼此的語言、穿著、行為態度以及價值觀之國際

化視野及胸襟;以學生的母語來進行語言溝通,以拉近師生間的距離;對於教 

學經營,老師也必須有調整、編擬教材、製作教具,以及規劃課外活動的專業

知識 。 

小結 

    綜觀以上學者對班級或課室之教學經營,皆認同課室經營在教師教學和

學生學習間的重要性。研究者也認為唯有如此,課室才能成為師生都喜愛的

地方。在課室經營的範圍中,每一位都提到了常規之管理,因此可以看出它的

重要性。 

    本章第一節探討青少年的認知發展與特質,從訊息中得知青少年的課室

教學離不開常規之輔導。配合本節之文獻研究,因此,將本研究之青少年漢語

教學課室經營,界定在「教學管理」與「常規輔導」。 

    文獻探討提供許多一般教學的課室經營方式,對於教學第二語言的教師

是個重要參考。但是,身處於異國他鄉、文化衝擊之環境,教師除了要謹慎思

考自己的教學態度是否合乎國際化,面對不懂什麼是「國際化」的學生所表

現的行為,無形中產生的心理距離,更是要去面對和克服的阻礙。在此,研究

者認為第二語言教學課室經營,除了把握以上文獻的原則之外,在海外面對

不同文化的學生進行教學時,教師應該先以接納的態度面對學生的各樣表現,

然後再來呈現自己與自己的教材,並積極嘗試讓人接受與認同。 

    因此,研究者認為第二語言跨文化教學課室經營乃是:教師具備專業知

識,與學生共同以國際化的態度,懷著寬廣的胸襟和視野, 積極接納、認同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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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互相交流;認知當地文化,尊重學生母語,以雙語方式進行溝通與教學;

師生共同訂定公約,締造合理的教室規範;在愉快互動的情境中經營教室中

的人、事、時、地、物等,以營造溫馨的課室氣氛,達到有效的第二語言或外

國語言教學目標。 

二二二二、、、、精進課堂教學能力精進課堂教學能力精進課堂教學能力精進課堂教學能力    

    教師在課堂中扮演教學計畫與組織的角色，必須講究教學環節的安排和

教學步驟的銜接，讓學習者循序漸進地進行漢語溝通技能的訓練，順利完成

感覺、理解、思維、記憶和情感等學習的歷程(劉珣,2005,p.336)。 

    課堂教學活動指的是一系列有目的、有計劃的對學習的內部過程施加影

響的外部事件。教學策略就是探索教學活動程序安排的合理性、科學性、優

化教學活動的程序,以達到科學地影響學習的內部過程的目的 。   (張和

生,2006,p.293)。 為了達成教學目標,教師必須精進課堂教學能力。 

 

(一) 課堂教學設計 

在課堂師生雙方互動的教學活動中，教師是教學主導，學生是學習者，

教師的主導是引導為學生達成學習目標。為使學生在課堂的學習活動中保持

積極學習動機，教師要變成一位經營者。他必須針對學生的學習型態設計教

案,並幫助學生尋找合宜的學習方式,開發多元智慧的潛力。( 曾志

朗,2003,p.24) 

由於學生的個別差異,建議教師對學生最好運用多元化的教學方法,一

旦教師在教學中變換強調不同智慧的上課方式,在一堂課或一天中,學生總

會有時間積極發揮它罪情智慧來進行學習。(洪蘭,2003,p.105) 

    在進行教學時，應了解學生的多元智慧發展，並融入學習風格理論，如

此「教」與「學」才能有效進行。因為我們本身的學習偏好會成為教室裡的

主流風格，使得那些學習風格與教師風格不同的學生無法投入，而失去學習

動機。(巫蕙珍,2008,p.3) 

(二) 課堂教學的規劃 

對外漢語課堂教學要以學習者的活動為主,要進行高密度、快節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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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語言操練活動和交際活動。特別提倡教師與學生以及學生之間的互動,

提倡更多地運用直觀教具和現代化教學手段。(劉珣,2005,p.341) 

有效的教學活動，不僅能夠激發學生的興趣，啟發他們的潛能，並且能

優化學生的學習，豐富他們的情感，同時還能讓學生多途徑地去認識世界，

觸類旁通，從而發展綜合語言的運用能力。為了達到良好的教學效果，我們

在設計課堂教學中的活動時，必須了解教學對象、個性特長並熟悉該生母語

等各方面的差異(葉德明,2007,p.42);另外,教師也必須明瞭,語言知識的增

加並不能取代以提高自動化程度為目的的訓練。因此,要多尋找機會給學生

進行輸出訓練,以縮短言語反應的時距。(徐浩、林立,2007,p.19) 

(三) 撰寫教案 

教案又稱為單元教學活動設計，簡稱「單元計畫」。 教案主要是為教 

學設計進度，把握教學要點，以進行有系統的教學及評鑑依據。五大環節組

織教學、導入新課、講解新課、強化新課和安排作業是教學過程中的五大環

節。(劉珣,2005,p.342 ) 

    教案執行完畢，可寫下教學筆記，記錄教學心得和學習者的回饋情況。

若原先的授課計畫和想法可能已不完全符合學習者的實際需求，因此在教案

實施之前要再次考慮學習者學習情況而作相應的修改和變更。 

(四)撰寫教學省思 

    增進課堂教學能力，教師省思是一項必備的要素，因為省思是進步的動

力，有省思才有改進。(周敬華,2007) 省思可以分成三階段：課堂前省思、

課堂中省思、課堂後省思：上完課後針對之前的課做全盤檢討，例如：提問

是否適當？學生的接受程度等，作為下一次課程安排的依據。 

    老師的手邊有許多的資料,但是很可惜沒有轉換成有意義的研究，或者

在收集這些資料的同時沒有紀錄自己的想法及省思。 要解決一個問題，我

覺得花多一點時間來思考問題本身。教師們藉由省思在實務及心靈上的成長

是我所看重 的。(李宗文,2003,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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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對外漢語教學為使學生在課堂的學習活動中,保持積極學習動機，教師

要變成一位經營者。教材的選用、課堂教學規劃以及教師授課的藝術性直接

關系到教學效果的優劣。編寫教案以進行有系統的教學及評鑑依據。撰寫教

學省思有助教學實務及心靈上的成長。精進漢語教學能力提升教學效率,從

以上文獻得到的教學啟示:  

1. 課前省思—在設計教學活動方案時,要思考如何運用這個策略來教學?也

讓學生藉著這個活動增進漢語溝通的能力。例如:運用肢體動覺等智慧之

課室活動,使學生能夠學習相關命令句或相關動詞等。 

2. 課中省思—在教學進行中觀察學生表現,視活動需要迅速擬定策略或解

決問題;對於教學環節要靈活轉換,隨時記錄教學段落以及學生成績。 

3. 課後省思—課後對今天課程安排、教學內容、教學方法與學生學習狀況

加以反省檢討。例如:今天提問是否適當?學生參與度高嗎?教學內容是否

太多?等等。作為下一次改進的依據。 

    

三三三三、、、、常規輔導常規輔導常規輔導常規輔導    

    常規訓練是每一位教師都覺得棘手,而且避之唯恐不及的事。但是在建

立自己的常規風格時(C.M.查理士,2005,p.304)提醒教師要注意幾個要點: 1.

學生需要常規 2.教師是建立常規最重要的靈魂人物 3.建立行為常規最好

的方法是以身作則 4.常規與教學相輔相成。李‧肯特(2005,p.304)堅持的兩

項教室內基本權利: 1.學生有權在一個溫馨關照的環境中學習 2.教師也有

權在一個不受干擾的情境中教學。不只學生需要常規,教學工作也少不了。  

「教室常規」一詞,國內外學者有幾個不同的定義。通常,這個名詞是指

教師在教室中用以維持學生合宜行為的措施(C.M Charles,2005,p.8)。有些教

室常規定義不相同,但是卻都具有三個共同要素,即在一套良好的教室常規

下,學生能(1)專心課堂活動;(2)為自己的行為負責;(3)表現良好的人際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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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學生有權在一個溫馨關照的環境中學習 ,教師也有權在一個不受干擾

的情境中教學,建立教學常規輔導制度對於教學有直接的幫助。對於正值青

春期的學生,依其特質可以採用合作學習來發揮同儕影響力,並且規劃酬賞

制度來提升學習的動機。 

    青少年漢語教學課室經營,以教學管理為重點,常規輔導為輔助。進行過

渡式雙語教學,多元活動與多元評量;培養學生養成良好的課室慣例,互相合

作,使教室成為師生都喜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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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第四第四第四節節節節 漢語課堂教學與活動漢語課堂教學與活動漢語課堂教學與活動漢語課堂教學與活動 

    對外漢語教學活動是根據教學計畫和教學大綱,師生共同參與的教學活

動過程,也是實施教學、全面完成教學任務的過程。教學過程是學習者對目

的語和目的語文化的認識過程,是學習者感覺、知覺、記憶、思維、情感等

一系列心理活動的過程。(劉珣,2005,p.336) 

    近年來,隨著漢語已在世界舞台佔有一席之地,學習人數增多,年齡層日

趨下降。青少年正值人生中一個過渡期，在生理、情緒和社會等方面都與成

人大不相同,因此若要以成人教學方式套用到青少年身上，必有格格不入之

處。因此，在漢語課堂教學中，設計一些符合青少年身心發展，與學生的實

際生活密切相關的，並能全面培養學生各方面能力的活動就成了必不可少的

教學環節。  

為了落實適性教學,老師必須有主編教材,、調整教具,以及規劃課外活

動的專業知識。教師必須在知識內容之外,更強調問題解決的技能。要在所

要教給學生的知識結構與學生的先前知識結構之間搭起教學的鷹架,使學生

得以發生自動學習的功效。但最重要的觀念在於教師要變成一位班級經營

者。教師必須針對學生的學習型態設計教案,並幫助學生尋找合宜的學習方

式,開發多元智慧的潛力。(曾志朗,2003,p.24) 

一一一一、、、、青少年課青少年課青少年課青少年課堂教學堂教學堂教學堂教學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在第一節有關青少年之文獻,對於青少年漢語教學策略提供了訊息與啟

示。另外, Howard Gardner(1983)的多元智慧理論,也為教學方法(teaching 

strategy)開闢了一條寬廣的道路。由於學生的個別差異,建議教師對學生最

好運用多元化的教學方法,學生總會有機會積極發揮他的最強智慧來進行教

學。(洪蘭、李平譯,2001,p.105)。 

((((一一一一))))、、、、    多元智慧教學方法多元智慧教學方法多元智慧教學方法多元智慧教學方法    

多元智慧的教學架構是 Howard Gardner(1983)的八項基本智慧《語

言、數學與邏輯、空間、肢體運作、音樂、人際、內省和觀察自然》等八項。

多元智慧論對教育的最大貢獻是,他提出教師需要超越課堂上原本使用的典

型語文和邏輯教學方法,並擴展他們自己所擁有的技術、工具和策略。(洪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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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03,p.85) 

在多元智慧的課堂裡,教師不斷變換他的講課方法,從語文到空間再到

音樂等等,經常以創新的方式來結合不同的智慧。多元智慧論的要點指出:1.

每個人都具備所有八項智慧。2.大多數人的智慧可以發展到充分勝任的水

準。3.智慧通常以複雜的方式統合運作。4.每項智慧都有多種表現的方法。

多元智慧教學法是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法。    

  表二-3   多元智慧教學方法概括   

智慧 教學活動 (範例) 教學材料(範例)   授課方法 

語文 文字遊戲、講故事 

集體朗讀 

書籍、錄音機、打

字機、有聲書 

閱讀、寫作、談論及聽

所學的內容 

邏輯-

數學 

數字遊戲、解決問

題、批判思維 

計算機、數學遊

戲、數學習題 

批判思維、邏輯化及實

驗所學內容 

空間 視覺表現、藝術活

動、創造遊戲、思

維繪畫、比喻 

美術用品、相機、

影片、地圖、積

木、圖表 

看、畫、想像、圖色、

思考繪製所學內容 

肢體-

動覺 

動手學習、戲劇、

舞蹈、體育、觸覺

活動、放鬆練習 

建造工具、黏土、

運動器材、操作

台、點字 

製作、表演、觸摸、勇

敢表達、舞蹈表現所學

內容 

音樂 學習節奏 、饒舌

歌、教唱 

錄音機、錄音帶、

樂器 

歌唱及聽所學內容 

人際 合作學習、同伴輔

導、社區參與、模

擬、社交聚會 

圖版遊戲、聚會必

需品、表演道具 

教授、合作、互動所學

的內容 

內省 個別指導、獨力學

習、課業選擇、自

尊建立 

自我檢查工具、日

記、計劃工具 

與個人生活聯繫、根據

所學內容做選擇及反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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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觀察 

自然研究、生態自

覺、照顧動物 

植物、動物、自然

觀察工具 (望遠

鏡)、園藝工具 

與生物和自然現象相

聯繫 

   資料來源:研究者引自(洪蘭、李平譯,2003,p.90) 

    多元智慧也提出了許多可能性,教育者在其中可以提出任何技能、內容

範圍、主題或教學目標,以及發展至少八種方法來教授它。以多元智慧論做

為組織架構,來設計授課計畫或課程單元的方法。如下圖所示: 

 

                     邏輯邏輯邏輯邏輯----數學數學數學數學    
                     我如何將數字、計 

                       算、邏輯分等或批 

                       判思維等認知技 

           語文語文語文語文           能引進課堂?            空間空間空間空間    

     我如何使用口頭                           我如何運用視覺輔 

      或文字語言                              助教材、想像、色 

來教學?                                 彩、藝術或比喻? 

 

自然觀察自然觀察自然觀察自然觀察者者者者                                                音樂音樂音樂音樂 
我如何將生物、                                     我如何引進歌曲、音樂、 

自然現象或生態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環境音響或把教學 

覺醒這些主題合                                       重點放在有節奏或 

併到教學上?                                          有旋律的架構內? 

 

              內省內省內省內省                                                                                                                                    肢體肢體肢體肢體----動覺動覺動覺動覺    

          我如何喚起個                         我如何運用整個 

         人感覺、記憶    人際人際人際人際                                                        身體或動手實驗 

         或給學生選擇    我如何幫助學生      來教學? 如何引進 

          的空間?我如何    從事同伴分享、      舞蹈與動作進行教學? 

          與學生晤談?      合作學習、或團 

                           體模擬活動? 

          

           圖二-1  研究者引自(洪蘭等,2003,p.96) 

此表顯示出一個為了發展特定目的或主題的課程中所提出的各種問題,這些

問題就像是一個創造性幫浦,為下一步注入足量的水源,幫助其運作。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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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中增加了一些項目:《音樂智慧:歌曲;內省智慧:我如何與學生晤談;肢

體-動覺智慧: 如何引進舞蹈與動作進行教學?》。 

    由於學生的個別差異,建議教師對學生最好運用多元化的教學方法,一

旦教師在教學中變換強調不同智慧的上課方式,在一堂課或一天中,學生總

會有時間積極發揮他最強智慧來進行學習。(洪蘭、李平譯,2003,p.105) 以

下介紹四十種教學方法,每一項智慧各有五種方法: 

語文智慧活動: 

 (1)講故事 (2)腦力激盪 (3)錄音(4)寫日記(5)出版 

 邏輯數學智慧活動: 

 (1)計算與定量 (2)分類與分等(3)蘇格拉底式問答(4)啟發式教學法(5)科

學思維 

視覺空間智慧活動: 

(1)立體影像呈現(2)色彩記號(3)圖畫比喻(4)思維速寫(5)圖解符號 

肢體動覺智慧活動: 

(1)使用肢體語言回答問題(2)課堂劇場(3)概念動作化(4)操作學習(5)肢體

圖 

音樂智慧活動: 

(1)旋律、歌曲、饒舌歌及吟唱(2)唱片分類目錄(3)超記憶音樂(4)概念音樂

化(5)心情音樂 

人際智慧活動: 

(1)同伴分享(2)人群雕像(3)合作小組(4)圖版遊戲(5)模擬 

內省智慧活動: 

(1)一分鐘內省(2)個人經歷的聯繫(3)選擇時間(4)情緒調整時刻(5)製定 

   目標 

自然觀察者智慧活動: 

(1)自然散步(2)觀看窗外學習(3)以植物為教具(4)在教室內飼養寵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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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研究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以上文獻探討得到的教學啟示是: 

1. 將多元智慧教學活動融入教材中,擬訂教學大綱進行教學,配合青少年特

質。使學生有機會積極發揮他最強智慧來進行學習,提升學習效率。 

2. 將多元智慧論做為組織架構,依照教科書內不同的教學內容,穿插或重 

疊不同的多元智慧活動, 發展學生綜合語言的運用能力。 

3.研究者依照教科書內容分佈多元智慧活動,例如: 

   第一課 問候；多元智慧: 語文、人際、音樂。 

   第二課 名字; 多元智慧: 語文、人際、音樂、視覺空間。 

4.研究者依照聽、說、讀、寫的教學活動分佈智慧活動,例如: 

教學活動   多元智慧         活動內容 

    聽 (1).語文 

(2).肢體動覺 

(3). 音樂 

(4). 數學-邏輯 

･聽寫生字新詞 、聽課文錄音,再跟讀

一次 

･聽命令語句做動作、使用肢體語言回

答問題 

･跟著錄音機模仿唱歌 

･唱數字歌曲等 

 

((((二二二二))))、、、、電腦輔助教學電腦輔助教學電腦輔助教學電腦輔助教學         

華語文學習者的背景不一，不僅學習的等級不同，母語的差異與可能的

遷移、以及實際需求也不盡相同,往往一般既有教材或教科書，實不能完全

符合教與學的需要。取用華語文網路資源，引為華語文教師編製適合所用的

教材教具，其任務起點也就在於蒐集線上既有的「素材」。此種教學模式系

以課室教學為主,資訊多媒體教材教具為輔助,由老師自行編撰教材教具,例

如以 powerpoint製作教學檔案,結合多媒體進行教學。(舒兆民, 2005) 



第二章 文獻探討 

 

37 

    用華語文網路資源,教學單元的流程設計則根據 Gagne’(1968, 1979, 

1985) 單元的流程設計，對學習行為步驟的八階段：動機、領會、獲取、保

持、回憶、遷移、作業、回饋，安排筆者相關課程之教學事件，其與本教學

流程對應，內容如下: 

表二-4    網路資源教學單元的流程設計 

教學事件 單元進行流程 相關學習歷程 

1 引發動機  指引與手冊、單元簡介 刺激的接收 

2 告知學習者目標  暖身活動  引發執行控制的歷程 

3 刺激過往的回憶  暖身活動、準備活動  檢索先前學習以進行記

憶運作 

4 教材呈現  準備活動、教學活動  強調選擇性知覺的特性 

5 指導學習  教學活動  語義編碼，提供檢索排序 

6 導引行為表現  教學、核心、進階活動 激發反應組織 

7 正增強正確表現  教學、核心活動、 進階

學習  
進行反覆正增強 

8 評估表現  作業、討論區、課後活

動 
引發檢索作用與正增強 

9 學習保留與遷移  改寫、討論、課後活動 聯結並為檢索提供線索

與策略 

資料來源: 研究者引自(舒兆民, 2005,p.4) 

電腦輔助教學方式: 

1.漢字筆順教學   

所謂「筆順動畫」，是利用電腦動畫將每字的筆畫按照順序顯示出來。

這種運用電腦多媒體，透過視覺的觀察，以取代以手寫練習為主的傳統學習

方式，正符合「認知心理學」左腦、右腦並用，以強化學習效果的理論。(黃

沛榮,2005,p.4) 

2.寫作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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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外華語教學的領域中，寫作教學是較弱的一環，主要是因大部分的

研究與教學活動多以口語會話及聽力訓練為優先，兼及於中文閱讀，而寫作

教學方面，則往往僅止於學寫漢字、造句、或練習口語式的短文，對於各種

書面語的掌握不足，使得許多外籍學生即使在口語方面已到達較高的程度，

但仍無法寫出完整合宜的文章，造成語言偏枯的困境。    

若透過網路遠距的方式，提供寫作教學的內容資源與學習步驟，並與台

灣的學生進行語言交換的活動，應是值得試驗的方向。 (信世昌,2001,p.1) 

3.多媒體辭彙圖片教學   

語文教學的思維是多屬性的，所以語文教學設計與其它學科相比，有著

更多的變數，更大的馳騁空間。語文教學設計要站在「學」的角度來設計如

何教，才能最準確地把握教學的內在規律。教學設計涉及到很多因素，除了

教學的共性外，最主要的還是學科特性對它的要求。所以，對外華語文詞彙

教學若是要與多媒體互相結合，也應從學科的特性來考量。 

    電腦多媒體詞彙教學最簡便的方法就是利用照片、幻燈片、圖片、動作

等連同詞彙一起呈現給學生。運用多媒體呈現語文教材時，可以特別強調所

欲強化的重點，把小範圍的主題加以精緻化的設計，輔以圖片、動畫、聲音

等， 針對重點詞語作深入探討與解析。(方麗娜,2007) 

多媒體技術集文本、聲音、圖像、動畫於一體，十分適合用來輔助教學。

利用多媒體輔助詞彙教學時，教師應針對詞彙教學的重點與特色來設計多媒

體教材；特別重要的是，設計者應避免陷入爲設計而設計，爲製作而製作的

窠臼。多媒體技術的應用只是一種重要的輔助手段，外語教學本身才是中心

和主體。教師的首要任務不是選用媒體，而是應該在課程設計、選用教材、

充實課程內容等方面下功夫。多媒體與外語教學永遠是服務與被服務，輔助

與中心的關係。毫無計畫和目的的使用多媒體，只會導致教學過程的干擾而

已。(方麗娜,2007,p.7) 

((((三三三三))))、、、、遊戲教學遊戲教學遊戲教學遊戲教學    

教學是一門科學,也是一門藝術。教學原則和教學方法體現了教學的科

學性,教學技巧則體現了教學的藝術性。(劉珣,2005,p.346)教學技巧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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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教學質量有很大的作用。課堂教學的主要環節,以教學過程的感知、理

解、鞏固、運用四個階段為基礎。(劉珣,p.342)  

運用遊戲教學提高學生興趣,也是教學的一種好技巧。每堂課如果都能

藉著遊戲給學生一個形象,一個過程,一種事件的經歷,就促使了他們大腦開

發,增強了記憶,讓學生在緊張的練習之後做些遊戲,既可以讓學生放鬆,又

煥發學生的精神 (丁迪蒙,2006,p.15)。因此,穿插遊戲在教學活動之中,可

以使學生在感覺、知覺、記憶、思維、情感等一系列心理活動的過程得到增

強作用。 

遊戲可在課間進行,在聽、說、讀、寫中,如果融入一些 “責罰”因子,

也可以得到遊戲的效果。譬如,輕輕打手心十下,打的時候老師數數 1、2、3…

學生學會說法及意義;譬如,讀錯音了,請他們站起來朗讀一遍〈聲母表〉。

在任何活動中,要是加入了 “競賽”與 “猜測”,即立刻產生遊戲的氛圍,

使得課堂氣氛變的熱烈而緊張。例如,教師不發音,而讓學生根據教師的發音

口型去猜測發甚麼音,遊戲的意味就出現了。數數字本是很單調的過程,一但

將兩個或更多小組進行比賽,看哪組說的流利,遊戲的趣味又會出現。教師在

上課過程中創造遊戲的場面,使教學活動經常處在一種輕鬆活潑的氣氛之中,

這對於對外漢語教學,意義重大。(丁迪蒙,2006,p.190) 

a.初級階段遊戲舉例: 

  (1).集體跳舞:先將一首歌唱熟並了解內容之後,再請全體學生到空地圍

成一圈,一邊唱一邊跳。例如唱:找朋友。 

  (2).唱反調: 例如,教師喊“立正”,大家就必須“稍息”。老師喊“舉起

左手”,大家偏要舉起右手。 

b.中級階段遊戲舉例: 

  (1).做翻譯: 教師朗讀課文,請一位“翻譯”給大家聽。或,教師請一位同

學和他對話,請“翻譯”在一旁幫忙。教師說漢語, “翻譯”譯成本國語言,

講給另外那一位聽,而那位同學則說他本國語言, “翻譯”譯給老師聽。 

   (2).打電話: 師生假裝在通電話,談各種各樣的問題,天氣、同學、遊戲

等,最好是課文中學過的內容,可以增加會話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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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教學活動，不僅能夠激發學生的興趣，啟發他們的潛能，並且能

優化學生的學習，觸類旁通，從遊戲當中發展綜合語言的運用能力。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研究者依據以上文獻的啟示,整理出青少年漢語教學策略,說明如下: 

1. 教學活動活潑多樣化—以多元的活動配合教科書擬訂教學大綱。規劃 

   各樣教學活動, 保持青少年高度的好奇與探索的興趣,從多元的教學 

   活動中啟發潛能, 滿足多數學生的需要。 

2. 以電腦多媒體輔助教學,自行編撰教材教具,例如以 powerpoint製作教學

檔案,做為補充教材。 

3. 避免不悅情緒—青少年自我意識發展, 很在意成人的評價,因此要多多 

提供學生成功的經歷,提升學習興趣。教學內容也不要太艱深,並規劃獎

勵制度給予內省的機會。 

4. 小組教學--青少年階段是發展團體認同的階段,採取小組教學可發揮同

儕合作學習的精神,也發揮人際智慧。 

5. 遊戲教學--上課過程中創造遊戲的場面,使教學活動經常處在輕鬆活潑        

的氣氛之中。 

    

二二二二、、、、教學環節教學環節教學環節教學環節 

    課堂教學的主要環節,以教學過程的感知、理解、鞏固、運用四個階段

為基礎。一般語言課的教學有五個主要環節,即組織教學、復習檢查、講練

新內容,鞏固新內容和佈置課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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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5   語言課的教學環節 

 教學環節            教學內容 

1 組織教學 開始上課,師生互相問候之後,由教師宣布本節課教學

目的與內容,使學生清楚了解。3~5/100 分鐘。 

2 復習檢查 複習重點,注意與新課的聯繫。如發現問題,則調整教

學步驟,對學生要多鼓勵。(10~15/100分鐘)。 

3 講練新內

容 

此一環節是進行模仿、重復等機械性操練,側重於掌握

語言的結構形式。注意以舊帶新,由易到難,循序漸進。 

(50~60/100分鐘)。 

4 鞏固新內

容 

鞏固的方法仍是練習,但由上一環節的機械練習轉入

有義意的練習,並進行初步的運用練習。 

(15~20/100分鐘)。 

5 佈置課外

作業 

作業的內容要與講練、鞏固的內容相配合,使各個環結

成為有機的整體。(下課前五分鐘) 

資料來源:研究者引自(劉珣,2005,p.342) 

    第二語言課堂教學環節的靈活性很大,特別要根據教學內容的難易和學

生的特點酌情掌握,有重點地安排,已學過的可以跳過,不能採取機械刻版的

做法。 

小結 

教學環節這種可變性與靈活性,研究者得到的教學啟示是, 將教學方式

適當地調整,在五個主要環節裏穿插符合青少年身心發展的各項活動與遊

戲。使教學的每一個環節都經常處在輕鬆活潑的氣氛之中, 讓學生樂於接

受、充滿信心。從感知而理解而鞏固,並能運用在實際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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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情感因素在教學中的作用情感因素在教學中的作用情感因素在教學中的作用情感因素在教學中的作用                

    口語課是教師與學生進行言語交際最多最直接的角色。教師的情感往往

會形成很強的課堂感染力,而成為影響教學質量和效果的主要因素。教師在

課堂教學活動中如何調動學生的積極情感因素。(張和生,2006,p.377) 

1.建立雙向情感的師生關係 

  教學是外在的形式,維繫教與學呼應關係的是其深層結構,即情感因素。雙

向情感交流的師生關係是激發學生積極情感因素的關鍵。除了建立師生關係

之外,也要兼顧到學生與學生的關係。 

2.豐富課堂活動,激發學習興趣 

教師除了應該以情感交流為教學起點之外,為了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內

容、教學方法及教學組織也要注意。 

3.幫助學生發揮性格優勢獲取外語技能 

學生有外向型與內向型之分別,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幫助學生揚長避短,

發揮出各自的性格優勢。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漢語課堂教學經營除了掌握教學特點與技巧之外,對於教學對象也要了

解。教師的輔導基本技巧亦是重要項目,輔導的基要條件包括了真誠、尊重、

同感, 足以使輔導產生成效,也促使當事人改變和成長。(林孟

平,1992,p.110~115)教師要與學生建立一個良好的人際關係,開創、確立、

維持一個安全和溫暖的環境。 

    多元的教學活動,引起學生學習興趣,可以避免不悅的情緒;了解學生性

格特質,幫助學生發揮各自的長處,從輕鬆活潑的學習過程獲得說漢語的技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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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過程研究方法與過程研究方法與過程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章內容主要是對此次教學實驗之方法、研究者的角色、資料蒐集、資

料處理方法,以及研究效度之建立作一說明。調查是作為分析問題的依據,

訪問教師是為深入了解問題,尋求解決方法。共分成七個部分。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以行動研究法為主要方法,再以質性研究的討論分析,使研究

解釋更近完善;另外,以部份量化研究(Tally Research)來了解學生喜歡的上

課方式以及教師在課堂上所遭遇的難題。研究本是多樣化,依著研究的需要

而將研究方法做適當的選擇與調整。 

 本研究是以泰國 TSC 高一的漢語課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教學前,將每

週六節課以多元智慧理論為依據訂出教學活動大綱,並編寫教案。之後,積極

增加教學資源,例如投影機,教學電腦、圖片、掛圖、布偶等相關教具, 首先

以 M4a、M5b、M6a三班進行二星期教學實驗。檢討教學之後再將教學活

動大綱修正,同時也上網搜尋相關資訊,使教學活動大綱更充實。最後決定以

M4a(高一)的學生為教學實驗對象,進行正式教學實驗。具體的研究方法說明

如下: 

一一一一、、、、行行行行動研究與質性研究動研究與質性研究動研究與質性研究動研究與質性研究 

 (一)、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 

 行動研究最為直接簡明的定義,是由 John Elliott(1991:69)所提出:行動

研究是社會情境的研究,是以改善社會情境中行動品質的角度來進行研究的

研究取向。這個簡要的定義明確引出了從事行動研究最基本的動機之一 ,

就是致力於改善學校情境中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品質之意願(夏林清

譯,1997)。 

 研究者先經歷過大學,成人層級的漢語教學之後,來到 TSC 高中。當初以

為已經有了大學的漢語教學經驗,來到高中應該可以駕輕就熟,也就沒有多

加思考其他問題。在經歷過實際教學之後,發覺問題重重,經過一番努力的調

適,決定對自己手中的教學工作做一番反省與檢討,以改善漢語課堂教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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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並了解青少年學生喜歡的上課方式,於是採取行動研究。 

 研究者先經歷過成人層級之教學,再來進行青少年的教學研究,對於不

同年齡層之教學對象,以實際經驗來評比。文獻記載:「研究者」本身是『關

鍵的工具』。因為所有的資料得由研究者整體檢驗,研究者也是在行動發生

的場域做觀察,對實際場域的背景脈絡最了解。(黃光雄譯, 2005,p.12)。研

究者的實際經歷,與擁有台灣與泰國的教師證書之條件,對於身為『關鍵的工

具』,足以勝任。 

 研究者的行動是:1.以本身實際遇到的問題為主要研究目標。2.研究的

目的在於解決問題。3.以實際場域為研究場所。4.資料來源是由實際場所提

供。5.行動與反應是互為循環的。 

(二)、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 

    課室經營的範圍涵蓋多方面,研究者以參與的方式進入實際場域進行研

究,蒐集資料並撰寫研究歷程之教學日誌與省思,也將蒐集得來的資料歸納

分析,得出事件的意義,也得到研究的結果。一個特定的研究是否絕對地『質

性』,是程度上的問題,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的研究才是最為典型的,質性研

究者關心「參與者觀點」。(黃光雄譯,2005,p.15)。 

    研究者親自參與 TSC 教學,在實際場域觀察與訪談,蒐集現場資料,關心

事件的意義;進行了解學生喜歡的上課模式,也進行文獻探討,以了解青少年

的認知發展,都是為了改善教學品質也關注學生的需求。因此,本研究也是質

性研究。 

    除了行動研究與質性研究之外,研究者此次的教學實驗是以第二章文獻

探討之各相關理論為依據;擬定教學大綱與常規輔導策略是配合多元智慧理

論與第二語言教學法進行教學試驗。在整個教學過程中,不斷重複著分析問

題、文獻探討、實踐、修正等循環過程,以符合行動研究之精神。 

     「行動研究」是由實務工作者所做的研究,它是用來改善實務工作的。對一

個實務工作者,他們希望改變教學情境以改進他們與學生的教學及學習的條件,進

而從中獲得知識。在設計行動策略時,我們先形成一個分析作為一個實踐理論的預

設,而在實際的教學中我們發展行動策略時,我們一面檢驗分析,間接地,我們也檢

驗了我們預設的理論。(轉引自 Altrichter,Posch & Somekh,1997 夏林清譯,p.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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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採用行動研究與質性研究,也是因教育行動研究是真實又有價

值的教育研究, 可以讓研究者更有效率地執行教學任務,並激發對教育工作

的熱忱。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步驟研究步驟研究步驟研究步驟 

    本研究先從 TSC 中文教學的歷史過程作一般概況描述,再以研究者所欲

了解的課室現象,訪問退休中文教師與現任中文教師作個別訪談以便了解過

去學生學習狀況。針對學生部份設計問卷做開放性答問以及個別訪談以便了

解學生喜歡的上課模式。具體之研究程序分為擬定研究計畫、確定研究內容

與方法、文獻探討、根據多元智慧理論擬訂教學大綱、課程規劃與實施、擬

定輔導方案、撰寫教學日誌與省思、驗證與反省等。分別敘述如下: 

一一一一、、、、    行動研究步驟行動研究步驟行動研究步驟行動研究步驟    

(一)、擬定研究計畫    

   決定進行課室經營之教學管理與常規輔導之後,就開始擬定此教學行動

研究 計畫。確定教學對象為高一之學生、以多元智慧理論配合教科書進行

教學、設定教學時程、研究範圍及選擇以泰語為過渡式雙語教學之策略,加

上常規輔導。資料蒐集包括學生學習態度之調查、各項資料分析等。 

(二)、確定研究內容與方法      

此行動研究之教學活動計畫,乃是依據多元智慧理論與第二語言教學 

法, 配合泰國教育部所指定之教科書進行教學實驗。根據問卷調查以及訪談

學生,以學生喜好之動態教學為主,以符合青少年活潑好動之特質,增進學習

之興趣,提升學習效率。 

    常規輔導之策略也是根據訪談之結果,以團體酬賞、個人酬賞的方式進

行規畫。以小組方式彼此制約上課行為,過程中給予學生價值澄清之機會,

自我選擇行為態度,以獲得獎勵。研究者同時也進行個別晤談,以加深對學生

的了解並增進師生之情誼。 

(三)、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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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蒐集與整理有關青少年、雙語教學、課室經營、常規管理之相關文獻。

了解青少年特質以調整教學方法;了解雙語教學之定義、功能與教學模式,

雙語教學的優點,作為教學的溝通橋樑; 了解課室經營內容之各個面向,以

利教學管理,提升教學效率 ;了解常規輔導之策略,以經營人為主,而不是經

營制度。也同時蒐集相關之資料,透過教學行動之反思和評鑑,來改善教學品

質, 提升漢語教學課室經營之成效。 

(四) 、根據多元智慧理論擬訂教學大綱 

    在 TSC 有固定的教科書,研究者將多元智慧活動穿插在教材中。教學採

自然教學法與溝通交際式教學法為主要教學方式,並以泰語為過渡式雙語教

學來進行。自然教學法主張學習語言最重要的是在溝通,文法的正確性會在

經過溝通的大量使用後,慢慢地、自然而然地獲得。溝通交際式教學法

(Littlewood 1981),主要目的在使學生能用標的語溝通,強調語言結構或詞彙

的習得是為溝通而準備的,語言是從做中習得而成的,以學習者為中心,以經

驗為基礎的第二語言教學法。 

(五)、根據班級常規經營策略擬定輔導方案 

   a. 課室公約: 教室公約由全班同學共同訂定。 

b.獎勵制度 : 實施《星星禮物》個人、 團體酬賞。 

c.小團體制約: 

       1.以小組方式上課,團體酬賞。 

       2.提供成功機會  

       3.避免不悅情緒 

 d. 真實評量: 每一節課將表格張貼在紙板上面,放置於教室前面,公開

紀錄學習成績,以督促學習並控制常規。一週有六節課,因此每週共有六份評

量紀錄表。 

(六)、撰寫教學日誌與省思 

    教學日誌包括: 1.日期 2.學生出缺席記錄 3.教育理念 4.當日發生的

重要事件等。教學日誌對於教學行動研究是很重要的資料來源,研究者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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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日誌也包括一些教學省思與教學啟示。 

(七)、驗證、反省與修正  

    藉著教學實驗與蒐集的資料,研究者將行動研究驗證、反省與修正。執

行的步驟如下:  1.多元智慧配合第二語言教學法與實務之反思。 2.觀察學

生課室學習態度與常規。3.檢視教學與常規經營之歷程。將在第三節以圖示

說明。 

二二二二、、、、行動研究歷程行動研究歷程行動研究歷程行動研究歷程    

    研究者依行動研究學者(Altrichter,Posch&Somekh 夏林清譯,p.11 )行動

研究的架構,與 John Elliott(1991:69)所主張「教師—研究者」之理念的研究

模式,進行青少年教學管理與常規輔導之教學實驗,其研究方法與過程為(A)

發現問題 (B)釐清情境(C)發展行動策略(D)分析與理論類化(公開教師知

識)。其中,階段 B 階段 C 之間是循環過程。 

    研究者之行動研究,可以追溯至 2007 年初次到 TSC 高中,遇到被學生推

打事件為開始。當時發現以成人教學方式使用到青少年身上問題重重,為了

能順利進行教學而試著開始調整教學內容與教學方式,有了一些心得之後才

興起教學試驗的動機。2008 年 5 月另接了一個高一新班級,而正式實施教學

試驗的行動研究。說明如下: 

(一)、發現問題: 行動研究以找出一個起始點為開始。研究者是以發現成人

教學使用在青少年身上似乎格格不入,為了解決教學問題而興起研究意念。 

(二)、釐清情境: 發現問題之後,透過對話、訪談及其他蒐集資料之方法,

蒐集到相關資料,然後對蒐集到的資料加以分析,情境得以釐清。 

(三)、發展行動策略: 在情境釐清之後,隨之進行教學試驗之行動策略,並且

將策略轉入實踐中。(階段 B,階段 C 之間是循環過程)。 

(四)、分析與理論類化: 研究者把專業知識公諸大眾之時,也就是論文完成

的時候,方案才算真正結束。 研究者將行動研究歷程以架構圖陳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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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1         行動研究歷程架構圖行動研究歷程架構圖行動研究歷程架構圖行動研究歷程架構圖              

 

 (2007/11至 2008/03) 
 
 
                                                                                                                                                           
 
 
 
 
 
 
 
2008/05 至 2008/09 
 
教學試驗 
 
 
 

 
 
 
 
 
 
 
 
 
 
 
 
 
 
 
                    
 

 

 循環圖參考自(樂大維、謝臥龍,2007,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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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教學試驗過程教學試驗過程教學試驗過程教學試驗過程    

 教學試驗過程簡述如下: 

一一一一、、、、擬訂教學大綱擬訂教學大綱擬訂教學大綱擬訂教學大綱                                    
研究者在 TSC 漢語課室經營之策略以『教學』為主,『常規』輔導為輔。 

研究者根據青少年身心發展特質以過渡式雙語教學理論、自然教學法柯瑞申

(Krashen ,1981)的第二語言習得(i+1)輸入語言論、第二語言教學法,配合

多元智慧理論,擬定教學大綱。多元智慧的教學架構是 Howard 

Gardner(1983)的八項基本智慧《語言、數學與邏輯、空間、肢體運作、音樂、

人際、內省和觀察自然》等八項。以泰語為過渡式雙語來進行教學。 

    

二二二二、、、、    編寫教案編寫教案編寫教案編寫教案                                                                                                                                                                

參參參參考教科書之教學目標,配合多元智能教學大綱,以青少年特質設定 

教學活動、教學時程與實際需求編寫教案,教學過程力求活潑有趣。 

 
三三三三、、、、擬定常規輔導策略與預備獎勵品擬定常規輔導策略與預備獎勵品擬定常規輔導策略與預備獎勵品擬定常規輔導策略與預備獎勵品    

參考文獻擬定常規輔導策略: 1.由全班同學共同訂定課室公約。2.實 

施獎勵制度《星星禮物》之個人與團體酬賞之方式。3.以小組方式上課,進

行團體酬賞,並以小團體力量彼此制約。4. 實施真實評量,每一節課將表格

張貼在紙板上面,放置於於教室前面,公開紀錄學習成績,以督促學習並控制

常規。同時,另外請一位學生公開記錄每一位所得之星星數量,同學隨時可以

檢驗,以昭公信。 配合獎勵制度,研究者利用假日購買獎勵品,使學生得到成

功的機會以激發學習興趣。    

四四四四、、、、進行教學試驗進行教學試驗進行教學試驗進行教學試驗   

根據多元智慧教學大綱,第二語言教學法與常規輔導策略,以編寫之教 

案進行教學試驗。教學過程並不斷進行教學反省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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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教學反省與修正教學反省與修正教學反省與修正教學反省與修正    

藉著教學實驗與蒐集的資料,研究者將行動研究驗證、反省與修正,執行

的步驟敘述如下,並整理繪圖呈現架構:  

(一)、檢視教學與常規經營之歷程 

a.研究目的 :經營教學管理以及常規輔導,以經營良好之課室教學活動。 

b.安置評量 :理解學生的起點能力,協助學生將舊知識與新知識作連結。 

c.教學活動與方法 :以泰語為過渡式雙語教學,配合多元智慧理論與第二 

語言教學方法,進行各樣教學活動,並使學生從過程中得到成功的機會。 

d.評量 :1.常規評量:小團體制約、團體與個人酬賞、晤談方式進行輔導,       

並評估成效。 

        2.學習評量: 真實評量、紙筆測驗與學習態度。 

(二)、觀察學生課室學習態度與常規 

 a.晤談對常規之影響: 與學生建立良好關係,並拉近師生距離。 

 b.個人、團體酬賞與學生動機: 酬賞不是為控制學生,而是助其價值澄清來

選擇良好之學習態度。 

 c.學生對班規之認同: 觀察學生對於班規之遵行,以了解認同程度。 

 d.影響常規輔導之因素: 檢視影響輔導之因素以排除干擾。 

(三)、多元智慧配合第二語言教學法與實務反思 

a.靈活調整教材內容與教學流程: 調整教材以配合學生能力,調整教學流

程以增進學生學習的效率。 

b.檢視教案與教學現場之誤差: 檢視誤差之處以利於下次教學之調整。 

 c.調整教學策略果效: 調整教學策略之後,果效是否較好,加以評估。 

 d.學生的學習態度: 執行動態教學之後,是否增加學生學習興趣,加以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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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驗證研究驗證研究驗證研究驗證、、、、反省與修正反省與修正反省與修正反省與修正,,,,以圖表呈現架構如下以圖表呈現架構如下以圖表呈現架構如下以圖表呈現架構如下:  圖三-2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研究者素描研究者素描研究者素描研究者素描 
   質性研究是以實際場域為直接資料的來源,「研究者」本身是『關鍵的

工具』。因為所有的資料得由研究者整體檢驗,研究者也是在行動發生的場

域做觀察,對實際場域的背景脈絡最了解。(黃光雄譯, 2005,p.12)。 

    另外,蔡清田(2004)認為「教師即研究者」。課程的改革是經由計畫設

計，有一定航行並非一帆風順，有不可預期的狀態在其中，能否順利航行就

看掌渡者—老師如何去解決。教師藉由行動研究針對問題，對症下藥。構思

可能解決問題之途徑方法,行動研究結束之後,將行動化為具體的文字,以便

有助於處在相同情境的教師。由以上訊息可見,「研究者」的角色對於教學

理念、教學活動與教學品質之改革,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以下,研究者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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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研究者背景與理念研究者背景與理念研究者背景與理念研究者背景與理念                

研究者來自於師範院校,曾就讀於省立花蓮師範專科學校音樂組。因 

著本身對於音樂與文學的喜好,也感受到中文漸漸在國際間抬頭,因此在師

專改制師範學院時, 便投考國立台北師範學院語文教育系 , 而為研究者退

休之後,投身於對外漢語教學埋下伏筆。依生涯規劃教學服務滿二十五年就

打算退休,但是當年台北縣退休教師有名額限制,因此就延至教學滿二十七

年之後才順利退休。 

    研究者教學生涯中,曾擔任過八年的級任教師兼音樂教師;十九年的全

職音樂教師。在擔任級任教師時,建立了注音符號直接教學法基礎與班級經

營心得,對研究者從事對外漢語教學提供了直接的幫助; 擔任十九年全職音

樂教師階段,被校長指派指導節奏樂團與直笛隊, 並且年年參加音樂比賽,

也為學校贏得許多優勝成績;從指導團隊中研究者領悟到,與學生個別晤談

與公開讚美是激勵學生努力學習的好方式,也凝聚了團體向心力。另外,指導

樂團期間,大半只研究者一人負責整個團隊的指導,為了提升效率而訓練小

老師當助手。從訓練小助手以及其他學生成員,每日積極練習琴藝而生巧的

過程,體驗到美國教育哲學家杜威『做中學』的成效以及『實踐』的重要性。

『做中學』的教學理念也從這當中堅定。退休的閒適日子,滿足了休息以及

旅遊的心願之後覺得,必須還要有一些作為來服務社會人群,人生才有意

義。於是在 2006 年報名參加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的泰國華語師資培訓,有幸於

當年十一月獲派泰國皇家科技大學任教,約聘一年 ; 隔年因教會師母的引

介而來到 TSC 高中。在泰國教學期間,就讀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教學研

究所境外班,在職進修以提升對外漢語教學專業能力。 

二二二二、、、、研究者的立場研究者的立場研究者的立場研究者的立場     

研究者在此次教學實驗行動研究中除了擔任 TSC 漢語教師之外,也是 

參與的研究者、參與的觀察者。為了避免研究有偏向主觀的危機,研究者記

錄下教學實地日誌和自己主觀的反思,讓資料來帶領思考。同時也希望藉著

深入觀察教學場域學生的學習狀況與常規之表現,從反省、修正中來提升第

二語言教學效率。 

    甄曉蘭(2003)認為,行動研究在整個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一

起合作,因此,研究者乃是為了被研究者的需要,與被研究者一起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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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為了研究者的企圖,將被研究者當作研究對象而已。(引自孟慶

明,2008,p.53)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資料蒐集方法資料蒐集方法資料蒐集方法資料蒐集方法 
 
一一一一、、、、教師訪談教師訪談教師訪談教師訪談 

    依據研究目的編製訪談大綱和訪問題目,訪問早期與退休中文教師三

位、現任漢語教師三位、英語教師四位。利用空堂與下課時間訪談聽取過去

的教學狀況和現在課室存在的問題,以便了解學生行為的脈絡。部分教師不

允許錄音,因此只記錄訪談內容。訪談接受錄音的 G 老師是華裔泰國人,退休

中文教師;M 老師也是華裔泰國人,退休數學教師;L 老師是現任漢語教師。 

1.錄音日期: 

表三-1    訪問教師及錄音日期      

 教   師   日  期    內  容    地  點 

   G  2007,12/16 TSC 華語文教學史     宿舍 

   M  2007,12/2 TSC 華語文教學史     宿舍 

   L  2008,6/12 TSC 學生態度     宿舍 

   M  2008,6/10 TSC 學生態度     宿舍 

 

2.訪談實例:(菲律賓教師 L-隨機訪問,未錄音。地點:校園-2008/01/17)  

表三-2   訪談實例 

問:L 老師你好,上課時你班上的學生會不會互相聊天或是走動? 

答:是阿,很頭痛!剛來的第一年,我很不習慣,而且那時我體力狀況不佳,

幾乎想回家不教了。 

問:是什麼因素讓你熬過來? 

答:學校方面有幫忙處置學生的偏差態度,所以就忍住了。 

問:你覺得這裡的學生和菲律賓的學生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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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菲律賓的學生上課哪敢走來走去,每一位都是乖乖地坐著,這裡的學

生上課不專心,懶惰寫字,不寫功課。 

問:現在你已經有三年的經驗,請問你是如何改善學生上課情形? 

答:你不是常常看到我買糖果嗎?就是用來獎勵的。我在菲律賓教書時,是

學生送老師禮物,來到這裡剛好相反,是老師要送禮物給學生。真沒有

辦法。 

問:請問你上英語課時,是以英語上課還是泰語上課? 

答:泰語,唉!這裡的學生真沒辦法,若不用泰語上課他們就『賣靠哉』了! 

 

二、學生訪談 

依據研究目的編製訪談大綱和訪問題目,利用 5月 27日~6月 10日下課

時間、第八節空堂時間訪談學生,有時候是五、六位一起隨機訪問,以便了

解學生學習中文的動機,以及對於上課型態的期望。 訪談學生背景如下: 

1. 訪談學生人數與背景 

表三-3  訪談學生人數與背景 

學生班級      人   數   學習漢語時間 

     M6        15      第六年 

     M5        10      第五年 

     M4a        10      第四年 

     M4b        15      一學期 

2. 學生訪談實例 

表三-4   學生訪談實例: 訪談學生 M5b 簡要記錄 2008/06/02   

問:  為何不喜歡上漢語課? 

忠:  1.M 老師很兇,上課不可遲到,遲到會被罰站在教室外的走廊。 

     2.上課也不可以睡覺,睡覺會被處罰。 

     3.上課聲音很大又沙沙的,很討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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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1.Z 老師教得太快,每一課都還不明白就教下一課了。 

     2.聽不懂他說的話。 

     3.考試考得很難。 

問:  喜歡老師怎樣上課? 

朋:  1.上課發給零食、點心。 

     2.一星期到電腦教室一次。 

     3.作業少一些。多『說』少『寫』。 

 

 
三三三三、、、、問卷問卷問卷問卷           

 問卷主要是探討 TSC 外國教師面對學生上課時於課堂上,學生出現且影

響教學的因素以及了解學生喜歡的教學方式。教師問卷內容以辦公室內,教

師每日談論有關學生之行為問題,將之書面化。與上一個學期隨機訪談過師

生的內容相同。調查的方式是以問卷依題目逐題訪問教師,採用訪談方式填

問卷,希望訪談過程擁有較多的彈性,讓受訪教師自由發表看法。 

學生問卷利用上課時撥出一些時間作答。首先告訴學生,每題只能選取一

個答案,不要與同學商量答案,學生明白之後,再一題題以泰語解說。 

1.填問卷學生背景如下: 共 50 位學生,收回 50 份。 

 

表三-5   填問卷學生人數與背景    

學生班級      人   數   學習漢語時間 

   M6        15      第六年 

   M5        10      第五年 

   M4a        10      第四年 

   M4b        15      一學期 

 

2.以問卷訪談教師:  共 10 位教師,收回 1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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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6  問卷與校史訪談教師日期、記錄表 

 教師   日期 訪談 

地點 

 教師  日期 訪談 

地點 

  Sa 2008.2.5  宿舍   Sa 2008.5.22  宿舍 

  L 2008.2.5  辦公室   L 2008.5.22  辦公室 

  D 2008.2.7  辦公室   D 2008.5.24  辦公室 

  M 2008.2.13  宿舍   M 2008.5.24  宿舍 

  G 2008.2.13  宿舍   G 2008.5.23  宿舍 

  Z 2008.2.20  辦公室   Z 2008.5.23  餐廳 

  N 2008.2.20  宿舍   N 2008.5.23  宿舍 

  Y 2008.2.20  辦公室   Y 2008.5.23  辦公室 

  X 2008.2.19  校園   X 2008.5.23  餐廳 

  S 2008.2.28  電話   A 2008.5.28  校園 

Sa-英語教師;L-漢語教師;D-英語教師;M-退休教師;G-退休漢語教師;Z-漢

語教師;N-漢語教師;Y-英語教師;X-早期漢語教師;S-已離校漢語教師;A-英

語教師。另有 C 老師,於開學前訪問校史(2007 年 10 月) 

 

四四四四、、、、課室觀察與約談課室觀察與約談課室觀察與約談課室觀察與約談 

    研究者將課室中所觀察到的學生之間互動學習以及師生互動之情形,寫

在隨身筆記本上,下班之後再將所觀察到之事物,加上省思,記錄於電腦中,

而成為日誌。觀察記錄的重點是: 某人說了甚麼話?做了甚麼事?表現如

何?...等。另外,也將學生學習過程的口語練習、朗讀課文、與老師對話等

以 MP3 錄音方式記錄。上課情形、學生作品,以攝影方式記錄。藉由課室各

活動的觀察,以期記錄學生學習的情況。另外,藉著課室觀察約談學生,除了

特殊情況,學生都期待與老師約談。以下記錄與學生約談的主要日期,其他隨

機談話之日期不在記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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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7  M4 學生個別談話,師生互動記錄 

學生             晤談日期       地點 

A 5/26;6/4;6/12;6/23; 7/15;8/4;8/22;9/8;9/17;9/23 校園或教師宿舍 

B 5/26;6/4;6/12;6/23;7/15;8/4;8/25;9/8;9/17;9/23 校園或教師宿舍 

C 5/28;6/6;6/16;7/7;7/25;8/13;9/8;9/19 校園或教師宿舍 

D 6/2;6/11;6/17;7/2;7/16;8/8;8/25;9/8;9/19 校園或教師宿舍 

E 5/28;6/6;6/16;7/7;7/25;5/15;8/26;9/10;9/19;9/23 校園或教師宿舍 

F 5/30;6/9;6/17;7/2;7/16;8/8;8/22;9/10;9/19 校園或教師宿舍 

G 5/30;6/9;6/18;7/11;7/21;8/15;9/10;9/19 校園或教師宿舍 

H 5/27;6/10;6/18;7/2;7/15;8/4;9/15 校園或教師宿舍 

I 6/2;6/11;6/20;7/11;8/4;9/15 校園或教師宿舍 

J 6/10.6/20;7/11;7/25;8/15;9/16;9/19;9/23 校園或教師宿舍 

資料來源:研究者教學日誌 

    

五五五五、、、、文件資料文件資料文件資料文件資料    
  

(一)、學生資料 

  1.藉著上課時間觀察學生學習狀況並作紀錄。 

  2.蒐集學生學習作業學習單、考試卷和其他作品。為了佐證教學效果之信

度，本研究蒐集了部分學生的中文學習作業和其他的作品。 

  3.將上課情況與學生作品拍照,以紀錄學習情形。 

  4.將學生上課違規之情形做詳細紀錄,以便對照教學實驗之前的情形。 

  5.將教學實驗之前違規的紀錄與之後的紀錄做成表格,加以統計,以佐證

常規輔導的信度。 

  6.蒐集上課時之真實評量表、得星星之紀錄、學期總評量成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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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之相關文件 

  1.曾經使用之教科書資料調查,以了解過去之教學狀況。 

  2.歷任漢語教師在職時間記錄,可以了解教師流動之情形。 

  3.蒐集學校歷史紀錄文獻,以了解學校中文教學史以及教育理念。 

  4.訓導處對行為偏差學生處理方式之配套措施表格。 

  5.學校行事曆以及外國教師手冊。 

(三)、教學會議記錄 

    TSC 高中,漢語教師會議向來只固定在開學第一週召開。其他日子除非

有重要事情要商討而特別召開之外,就不再召開了。因此,漢語教師大多是利

用下課時間以及用餐時間彼此交換意見。 TSC 漢語教師流動率高,中文部主

任由泰籍教務主任擔任,由於事務繁忙以及語言溝通的障礙,致使教學會議

的召開成為不定時會議。 

 

(四)、教學日誌  

    教學日誌包括: 1.日期 2.學生出缺席記錄 3.教育理念 4.當日發生的

重要事件等。記錄的重點是: 某人說了甚麼話?做了甚麼事?表現如何?...

等。研究者也將所觀察到之事物,加上反省,並思考可能的改進方向。 舉一

實例如下:  (日誌實例)   表三-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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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8  日誌實例 

     2008年教學日誌(泰國 2551年第一學期,11月) M4a人數:10   

第(  5  )週 

 

  11 月 22 日 

  星期:六 

課表是本週 

第( 5,6  )節 

出席 

10 

事假: 

  - 

病假: 

  - 

公假: 

  - 遲到:- 

 

教育理念 做中學 

教學單元 復習第一、第二課生字 

教學方式 聽寫、電腦打字 

教學內容 第一、第二課生字。 復習課文—以打字方式復習課文。 

教學日誌 考聽寫的情形: 

1.前一天告訴範圍。2.錯開座位,避免作弊。 

結果: 

1.麗娜以夾帶方式作弊,動作太明顯,警告她,還是繼續抄。 

2.告訴他們,下星期一重考。重考方式是到白板聽寫,一次兩人。 

今天特別的情形: 

今天全天舉行 TSC 感恩節活動,高中的學生排在下午。活動結束

之後,還有一節課必須回教室上中文課。有鑑於上次預定到電影

教室的混亂情形,早上就請永好轉達,活動結束之後若比老師慢

進教室,就不給星星,如果每一位都在老師進教室前就位,考完聽

寫之後就可以進電腦教室打字,打完字就可以自由玩電腦遊戲。 

結果,每一位都表現得非常好,早早就進教室,安安靜靜地看書準

備考聽寫。給了他們獎勵,學習動機就高昂起來了。 

排隊行進到電腦教室之時,麗娜、玉玫、恩宇等,不約而同地說:

老師,妳真好! 『泰語:老師,Li-金-金』, 『老師,Li-罵-罵』 

備    註 TSC 感恩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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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資料處理與分析資料處理與分析資料處理與分析 
   資料的蒐集、整理與分析是隨著教學實驗行動之過程持續進行的。從反

省分析、回顧前瞻與尋找解決方法中循環進行,直到研究將近尾聲時才告一

段落而進入總整理,以便進行撰寫報告。為使資料更清楚有效地呈現以利選

取使用,研究者將蒐集的資料適當分類,寫上標題與日期,儲存於筆記型電腦

或是資料夾之內。處理方式與分析架構說明如下: 

 
一一一一、、、、資料處理方式資料處理方式資料處理方式資料處理方式 

    在研究過程中蒐集的資料,處理方式: 

    文件類: 學習單(S)、作品(W)、考試卷(T)、問卷(Q)等,按座號順序排列。

(例如:X1-W7/6/2008; X2-Q-6/10/2008),登錄成績之後,歸入個人檔案。   

隨堂評量表、成績統計表(如:G1-5/25/2008);  教學日誌

(如:D1-18/07/2008);  學生學習錄音(R1-5/9/2008) ;   課室照片

(P1-17/8/2008)等,除了編號之外,也寫上日期,以便在撰寫研究報告時能夠

有系統地組織起來。  表列如下: 

表三-9  原始資料編碼意義表         資料來源: 研究者彙整 

編  碼            意    義 

X1  X 為學生 。 1 代表編號。 指編號為 1 的學生 

X1-S7/6/2008  S 為學習單。7/6/2008, 1 號學生之學習單。 

X2-W7/6/2008  W 為作品。7/6/2008 , 2 號學生之作品。 

X3-T 8/6/2008  T 為考試卷, 8/6/2008 , 3 號學生之試卷 

X4-Q3/3/2008  Q 為問卷, 3/3/2008, 4 號學生之問卷 

X5-R8/9/2008  R 為學習錄音, 8/9/2008, 5 號學生之學習錄音。 

  G1-5/6/2008  G 為隨堂評量表, 5/6/2008,之隨堂評量表 

  D-9/7/2008 D 為教室日誌, 9/7/2008,之教室日誌。 

P-7/8/2008  P 為照片, 7/8/2008,之照片。 

 
二二二二、、、、資料分析架構資料分析架構資料分析架構資料分析架構 

    此次教學研究資料分析架構是以歸納與描述分析取向進行。研究的主要

問題是關於青少年漢語課室經營中的教學管理與常規輔導。因此,研究者從

觀察與組織資料中分析問題的重點,從發現的問題中提出研究目的,同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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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而擬定針對解決教學管理與常規管理的方案來進行教學實驗與研

究。最後再根據教學實驗結果提出具體可行之教學策略與常規管理策略。 資

料分析以概念圖陳列如下:  

                           文獻 (理論) 

                       

                              

青少年漢語教學           教學與常規          有效策略 

                                    

                                

                          文獻 (實徵研究) 

  

       圖三-3 目的的決定過程 (參考自吳明清,2006,p.185) 

 

 

第七節第七節第七節第七節        研究效度的建立研究效度的建立研究效度的建立研究效度的建立    

    研究者經指導教授指導,蒐集相關之文獻與學生各項文件資料,並將文

獻熟讀常常回顧。教學現場觀察、教學日誌撰寫、與同事討論、訪談、問卷

調查等各項過程,期望本研究透過以上搜集資料之方式,能夠達到青少年漢

語課室,教學管理與常規輔導之目的。也藉由研究過程找出合乎跨文化青少

年漢語教學管理與常規輔之策略,以提升研究者跨文化漢語教學效率。 

    質性研究向來被控訴著: 研究者的成見和態度容易使資料有所偏差。

(黃光雄譯,2005,p.50)。為避免偏向主觀的危機,應該讓資料來帶領思考。

使用多種方法、各方資料來源,使資料之間互相檢驗,增加資料之可信度。吳

明清(2006,p.259)指出: 

資料的分析採三角測定法(triangulation),亦即將不同時間所得之不同來源的

資料做交叉比較與綜和,以增加資料的效度。三角測定法也是融合各種方法,探討

同一研究問題,或採用多種分析技術分析資料。 

     本研究在行動效度驗證時,以課室觀察、學生互動、師生互動、教學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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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同事討論、教材內容分析、學生行為動機、文獻回顧、教學評量等工具,

來綜合驗證研究者執行之教學管理與常規輔導之策略,做為調整改進之參

考。 

     蒐集資料的工具是:問卷訪談,教學觀察,酬賞制度,教學內容分析,回

顧省思; 資料文件檢證是 :訪談記錄,教學錄音,常規記錄,教學評量,教學

省思; 理論文獻探討等,以檢證研究的效度,進而加強研究信度。為了避免在

研究過程中陷入主觀判斷而背離事實,在教學進行時只顧大局而忽略小節,

陷入迷霧中。因此,得由適當途徑來檢核所有資料的取得、資料引用以及詮

釋是否得當,而讓研究結果能達到研究目的,使提出的教學管理與常規輔導

策略確實可行。因此,本論文將使用三角檢測法來進行,將資料交叉比對與綜

合,提升研究報告的可靠性。  本教學行動研究效度檢證架構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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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教學行動研究效度檢證架構圖本教學行動研究效度檢證架構圖本教學行動研究效度檢證架構圖本教學行動研究效度檢證架構圖             

 

                      
 
 
 
                             
 
 

                      ( 理論與實務對話 ) 

                              
 
 
                                       
 
 
 
 
 
 
 
 
                                                       
 
                      (研究者實務對話領域) 

                                                               
 
 
 
 
 
 
                

 

圖三-4 研究者研究效度建立構成圖  
                                                         
 
 
 
 
 
 
 
 
 

1.文獻探討 

( 理論的驗證 ) 

 反省性對話 

(實務的驗證) 

2.研究工具檢證 

(多元資料來源) 

 

 問卷訪談 

 教學觀察 

 酬賞制度 

 內容分析 

 回顧省思 

3.資料文件檢證 

(資料持續比較) 

 

  訪談記錄 

  教學錄音 

  常規記錄 

  教學評量 

  教學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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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研究場景研究場景研究場景研究場景 
本章共分成四節,第一節介紹泰國 TSC 歷史、學生特質;第二節調查分析;

第三節訪談分析;第四節 TSC 漢語課室經營之教學與常規策略。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泰國泰國泰國泰國 TSCTSCTSCTSC 場域場域場域場域    
一一一一、、、、TSCTSCTSCTSC 高中背景高中背景高中背景高中背景    

( 一)、教會學校與寄宿學校 

美國浸信會差會 “宣道會” (the 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ies)於 1837 年在泰國創立了全世界第一個華人教會。1961 年,此華人

教會於曼谷市郊設立了 TSC 中學,在歷經泰國政府限制華文教育的艱難歲月,

中文教學在 TSC 未曾中斷過。為了延續中文教育,也不與政府政策衝突,便以

中文聖經、主日學教材,做為品德教育課本,來發展中文教育,以求兩全其

美。也使下一代明白聖經真理、認識中文而發展雙語教學。 

 在中學成立之初, 仍然是泰國政府限制中文課程的時期。為了延續中 

文教學,學校利用正課以外的時間,每天早晨,升完旗之後先上中文聖經課,

再上泰國教育部規定的正式課程。當時學校有兩班國語班,兩班潮州語班,

學生可以自己選擇要上哪一個班。為了不中斷中文教育,學校是費盡苦心,

許多家長也全力支持。(資料來源:泰國心聯堂一百七十年誌) 

   TSC 是完全中學,也是寄宿學校,屬於泰國民校。現今從小學至高中是 

泰、漢、英三語教學,在泰國頗有聲譽,是屬於高學費的私立學校也是精緻 

的小校,採用小班教學。更特別的是,教師全是基督徒。設立學校目的: 1. 

教會辦教育,以培育人才來榮耀神。 2.培養學生獲得泰、漢、英三語之基 

礎,養成高尚之品格為教育目標。3.銘記華人之創校,以中文教育為傳承, 

永續經營華文教育。 

 (二)、TSC 青少年特質   

 1. 學生背景: 

 學生來自泰國富裕家庭,父母重視孩子品德與智育並進,因無暇自己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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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所以將子弟送進私立 TSC 接受泰、漢、英三語教育。也有的家長風聞 TSC

品德教育要求嚴格,自己管不來的孩子就送到 TSC 就讀,省掉管教的責任,為

學校訓導帶來沉重的負擔。由於 TSC 是寄宿學校,家長們可以全心於事業而

無後顧之憂,很多家長是第二、第三代華裔泰國人。 

2.學生素描: 

雖然來自較富裕家挺,大部分學生總認為父母愛事業過於愛他們,才將

他們送進 TSC 就讀寄宿學校。有些父母也因事業忙碌很少來探望,其中也有

不少單親家庭的學生,雙親一方因為再婚,無暇照顧而將他們送到 TSC 就

讀。粗略統計約有 60%的學生來自不完整的家庭。另外 40%的學生包括教職

員工子女、傳道者子女、曼谷 TSC 母會會友子女、中國留學生、教會資助的

孤兒等。 

由於心理上的偏差想法,懷恨被父母遺棄,加上渴望被關注,大部分學生

表現於課堂的是搗蛋、擾亂、我行我素,目中無人。無論小學、中學、高中

的學生,都非常喜歡共同在上課時間玩鬧、走動、大聲聊天,認為這樣才是男

子漢;另外的想法是,故意搗蛋之後,被學校開除,就可以離開,轉到其他管教

比較寬鬆的學校就讀,以行動來跟父母對抗。更讓校方頭疼的是,這些學生常

常故意聽不懂外籍英語教師、中文教師說的泰語和英語,找藉口玩鬧。 

TSC 有部分學生從中學直升高中,學過中文至少三年,但是口語能力不

佳。由於學生幾乎都使用泰語與教師溝通,因此,在 TSC 外籍教師必須具備與

學生溝通的泰語能力。 

3.學生次文化 

擁有泰國文化『哉焉焉』(慢慢來)的特點之外,『假裝聽不懂』的態度

是學生們發展出的校園次文化,全用在中文、英文課來對付外文教師。因為

是住宿生,這個方法在校園中傳遞快速。無心學習,懶得上課時,除了說話、

玩鬧之外,就以泰語『賣靠哉』、『賣盧亮』來搪塞老師的教學。泰語『賣

靠哉』、『賣盧亮』的意思就是『聽不懂、不了解』。說完之後,繼續玩鬧,

一點也不將老師放在眼裡;如果真有一、兩位尊重老師的規勸,也維持不到十

分鐘。這種情形在 B 班特別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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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泰國泰國泰國泰國漢語漢語漢語漢語教學之教材教學之教材教學之教材教學之教材    

泰國漢語教學使用的漢語課本:1 .《漢語》(全套五十冊)中國僑辦組 

織編寫。2.《初級漢語》(共六冊) 北京語言文化出版 3.《實用漢語教程) (共

六冊) 泰國編寫。4.《漢語》 譚國安編 (二套)。5.《中小學教材》易三倉

學校聘請北京語言文化大學李潤新、程相文和該校盧愛珊合編特色:a.從筆

順開始學。 b.部首。c.進一步學形、聲、義的關係和組合規律。但尚待更

多學校採用與認同。6. 2008 年開始使用泰國教育部與中國國家漢辦共同出

版之「體驗漢語」(研究者註) 。 

(資料來源:研究者引自泰國華文教育的現狀與前瞻 李謀,2005,p.71) 

    

三三三三、、、、TSCTSCTSCTSC 漢語教學漢語教學漢語教學漢語教學    

 (一)、歷年教師 

公元兩千年中文成為高中正式課程,開始聘請台灣和中國大陸中文教師。 

表四-1  1997 年以後歷任中文教師簡介(依在職順序排列)    

 

教師 

 

學歷科系 

初任教有 

教師證或

教育學分 

 

在職時間 

 教學 

第一年 

外語能力 

 

國籍 

教學第一年

注音或 

漢拼能力 

  G 

 

大   學    有 

(已退休) 

1997~2000 

創校時已在職 

泰 華裔 

泰國人 

注音 

  C 大學 

國貿系 

   無 2000~2005   英 台灣 

(宣教

士) 

全以注音

符號教學 

  L 大學 

中文系 

   無 2005.5~ 

2008 在職 

 泰、英   台灣 注音、漢拼 

  Z (不願透

露) 

   無 2005.6~ 

2008 在職 

  英 中國 

大陸 

無  (約 68

歲) 

 

  La 大學    無 2005.7~ 

2007.3 

  英 台灣  注音,漢

拼 

  H   大學   無 2005.6~ 

2005.9 

  泰 中國 

大陸 

漢拼 

  S  師專 

幼師科 

  有 2006.8~ 

2007.9 

 泰(些

許) 

 台灣 注音,漢拼 



第四章研究場景  

 

67 

  Ma  大學    無 2006.9~ 

2007.9 

  英 中國 

大陸 

 漢拼 

  N 研究所 

藝術 

   無 2007.10~ 

2009 在職 

英、泰(些

許) 

台灣 注音,漢拼 

  E 研究所 

中文系 

   有 2007.10~ 

2008 在職 

 泰、英 台灣 注音,漢拼 

資料來源:研究者蒐集自 TSC 高中 

    學校教師都是基督徒,漢語教師以台灣教師居多。並非每一位都具有教

師證書,但是每一位教師都有很高的教學熱忱。漢語教師的泰語語言能力在

教學第一年大多較薄弱,由於學生英語能力參差不齊,所以使用泰語教學非

常必要。對於泰語能力較薄弱之教師,校方會派給一位泰國助理教師,長期協

助管理學生上課秩序。 

     學校只聘用基督徒教師,是因著重品德教育之故,期望有相同信仰、理

念的教師來發揮影響力。教師多數在教學第二年即可使用流利的教室用語,

教學的阻礙大多能解決。 

(二)、TSC 使用教材與能力分班 

1.起初(1961 年~1999 年)的中文課本,以中文聖經故事書、主日學教材進行

教學。課本來自教會,是香港浸信會出版,共有 32 本。為了教學方便,譯有 

泰文,以中文教學,泰文解說。利用升旗後的 30 分鐘授課。 

2.公元 2000 年中文正式課程第一本教材是譚國安編著的漢語 500 句。 

2005 年改用北京語言出版社的漢語 300 句。零起點學生使用初級課本。 

2006 年小學、中學、高中零起點學生共同改用北京語言出版社幼兒讀本。 

3.2008 五月開始採用泰國教育部審定的中文共同教材《體驗漢語》。 由於

共同教材是以零起點學生為對象,內容過於簡單,不適於高中至少有兩年

基 礎之學生使用。因此有些教師將台灣師範大學編輯之教材加入教學。 

4.中文課學生以能力分班,教務處依照學生學習成就,按照成績高低與人數 

 分配班級,中文教師不介入分班事務。 

        (資料來源:研究者蒐集自 TSC 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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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華文化活動推行狀況 

  1.每學年度的下學期訂有一個『Chinese day中國日』,配合港、台的短 

期宣教團隊來校主持活動。內容涵蓋戲劇、遊戲、包粽子、剪紙、猜謎等等。 

通常也順便贈送一些中文教具,書籍等,供教師使用。 

 2.每年年初在母會教會訂有一個『TSC 中學日』,漢語教師與學生共同參與

中文教會各項活動。 

(四)、 學校現況 (2008 年)    

1.班級 : 一共十九班。小學四班(三~六年級各一班)、中學 9 班(中一~

中三各三班)、高中六班(高一~高三各三班) 。 

2.學生 : 434 位。 

3.員工 : 教師 75 位、 舍監 12 位、職員 10 位、傳道師 3 位。 

 

四四四四、、、、TSCTSCTSCTSC 的作息與漢語日課表的作息與漢語日課表的作息與漢語日課表的作息與漢語日課表    

(一)學校作息—TSC 的一天 

TSC 週休二日,每星期四、日休息。與他校每星期六、日休息方式不同。

星期一、二、三、五、六的作息如下: 

 

表四-2      星期一、二、三、五、六的作息 

時        間      作     息       內    容     備註 

6:30~7:00       起床   、   漱洗 舍監監督 

 7:00~7:20       早            餐 值班教師監督 

 7:25~7:45       升     旗  (國歌) 國王頌、校歌 

 7:50~8:20       聖     經      課 每位必須參加 

 8:30~9:20 第     一      節  

 9:25~10:15       第     二      節  

10:35~11:25       第     三      節  

11:30~12:20       第     四      節  

12:30~13:00       午              餐 遲到者先罰站 

13:10~14:00       第     五      節  

14:05~14:55       第     六      節  

15:00~15:50       第     七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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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17:00       自  由  活  動  (第八節) 

上課態度不佳,被送名單至教務處的

學生受罰時間 

值班教師群巡

邏校園,監視學

生行為 

17:20~17:50       女    生    晚    餐 男生盥洗時間 

18:00~18:30       男    生    晚    餐 女生盥洗時間 

19:00~20:30       晚     自      習 

       舍監監督學習 

(教師可以進學生宿舍進行補救教學) 

外出補習學生,

有專車、值班教

師一起出校園。 

20:30~21:00       漱 洗 準 備 就 寢 必須安靜 

21:00       就              寢 不許交談 

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自 TSC 高中 

    TSC星期六上課,是為了不讓學生連放兩天假心情太鬆散;也是應家長要

求,星期六能有自己的假日,星期日再來學校看望孩子。因此,學校安排學生

在星期日早晨主日崇拜之後才能與家長外出。另外,每個月有三天學生返家

省親日,全校停課。(星期日、星期四的作息請參閱附錄三)。 

(二)研究者漢語日課表,有三個班級:M6a、M5b、M4a;一星期共十八節。其 

    中 M4a 是教學試驗班級。 

表四-3     研究者漢語日課表   Term 1 Year 2008 

   星期 

時間 

   一    二    三    五    六 

0830~0920      

0925~1015    M5b    M4a    M5b  

1035~1125    M4a   M6a     M4a    M5b 

1130~1220    M5b   M6a    M5b    M4a    M6a 

午餐、午休      

1310~1400      M5b   

1405~1455    M6a     M6a   

1500~1550    M4a   M4a    M6a   

1550~1700  第八節   自    由    活    動 

1700~ 準備用餐     

高一至高三,每學年每週有六節課,高中以能力分班分成 A、B;初中以能力分

成 A、B、C。每位教師都分配有 B 班或 C 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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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TSCTSCTSCTSC教育理念教育理念教育理念教育理念        

   TSC是曼谷一華人基督教會所設立的學校,秉持「聖經為本」的理念經營

學校。因此,研究者採用的課室經營理念是與學校相配合。 

   以聖經為本的教育理念主張人乃是身、心、靈為一體的,所以施行的教育

是全人教育。全人教育不只是知識的傳授,也包括靈性塑造,品德陶冶、體魄

的鍛鍊、生活技能的傳授、與人相處的能力和才能的發掘與栽培。又因人是

上帝所造的,每一位都是獨特的,所以「以聖經為本」的教育也是因材施教的

愛的教育。(資料來源:泰國心聯堂一百七十年誌) 

    以「聖經為本」之課室經營是以學生為主體,因為每一位學生都是獨特

的,所以教師應給予學生支持性的學習環境,並鼓勵學生發展自我的特長;因

為學生是獨特的,所以教師就要以「比馬龍效應」的期待來啟發學生的學習

動機;因為學生是個別而獨特的,所以教學以學生為中心來因材施教。 

    TSC抱持「學生為主體,因材施教」的理念來教育學生,同樣也是漢語教

學的規範。第二語言的學習條件有動機、時機、認知步驟與學習者的個別差

異(葉德明,2007,p.38-40)。教師在進行教學時,要特別注意學習者的個別差

異才能發揮教學實際效果。TSC希望教師們了解學生的個性,以愛與關懷的態

度來教學;以身教進行潛移默化,達到品德教育的目標。在TSC品德教育重於

其他科目。 

  TSC漢字教學理念是以傳統正體字為主,母堂教會裏的聖經以及詩歌本也

是正體字。雖然公元兩千年之後採用的教材出現簡體字,但是來自台灣的教

師比例較高,因此仍然以正體字為主。台灣籍的教師們為了讓學生認識兩種

字體,課堂上就以正、簡併列方式進行教學。學校對台灣老師教兩種字體感

到欣慰與支持。董事會顧問(華裔泰國人)說:「教兩種字體,學生受益最大」,

對外的文宣也強調這是TSC的特色之一。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調查分析調查分析調查分析調查分析    
本節主要是探討 TSC 外國教師面對學生上課時於課堂上,學生出現且影

響教學的因素以及了解學生喜歡的教學方式。師生訪問共分成七部分,包括

學生上課情形、學生人格特質、學生學習行為與態度、外國教師使用泰語狀

況調查。學生部分是: 喜歡上課的時候老師做?不喜歡老師對我?喜歡老師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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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描述統計的方式分析,於摘要表格中分別列出各題項目之勾選人數、百

分比,以作為分析之依據。調查的方式是以問卷依題目逐題訪問,再將之勾

選。發出十份問卷全數收回。 

一一一一、、、、教師教師教師教師問卷問卷問卷問卷  教師共十位 

 

(一)、 學生上課情形 

表四-4  學生上課情形 

Likert Scale數值選項 選 1    選 2 選 3 選 4 選 5  

 從未遇到 很少遇到 普通 常遇到 極常遇到  

十位教師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平均  

數 

1.學生上課玩 

2.學生上課講話 

3.學生上課睡覺 

4.學生上課說髒話 

5.學生上課走動 

0 / 0% 

0 / 0% 

0 / 0% 

0 / 0% 

0 / 0% 

0 / 0% 

0 / 0% 

0 / 0% 

1 / 10% 

0 / 0% 

3 / 30% 

1 / 10% 

2 / 20% 

5 / 50% 

2 / 20% 

6 / 60% 

8 / 80% 

7 / 70% 

4 / 40% 

6 / 60% 

1 / 10% 

1 / 10% 

1 / 10% 

0 / 0% 

2 / 20% 

3.8 

4.0 

3.9 

3.3 

4.0 

從表四-4 答案顯示,老師常遇到學生上課講話、睡覺、說髒話、走動。其中

以走動佔的比率最高。在如此情況之下,教師教學受到干擾,直接就影響教學

效果。 

 (二)、學生人格特質 

 

表四-5  學生人格特質 

Likert Scale 數值選項 選 1    選 2 選 3 選 4 選 5  

 從未遇到 很少遇到 普通 常遇到 極常遇到  

十位教師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平均  

數 

1.外向活潑,喜歡表現   

2.內向沉默 

3.個性剛烈,喜頂嘴   

4.缺乏信心,自我放棄 

5.性格強勢,喜歡主導 

 0 / 0% 

 0 / 0% 

 0 / 0% 

 0 / 0% 

 0 / 0% 

0 / 0% 

8 / 80% 

7 / 70% 

0 / 0% 

6 / 60% 

3 / 30% 

2 / 20% 

2 / 20% 

6 / 60% 

4 / 40% 

7 / 70% 

0 / 0% 

1 / 10% 

4 / 40% 

0 / 0% 

0 / 0% 

0 / 0% 

0 / 0% 

0 / 0% 

0 / 0% 

3.7 

2.2 

2.4 

3.4 

2.4 

 

由表四-5 答案顯示學生是外向活潑居多,另一方面又對學習缺乏信心。學生

的人格特質、情緒的起伏,左右著課室的運作。因此了解學生,在經營課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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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的因素。 

 
(三)、 學生學習行為與態度 

 

表四-6  學生學習行為與態度 

Likert Scale 數值選項 選 1    選 2 選 3 選 4 選 5  

 從未遇到 很少遇到 普通 常遇到 極常遇到  

十位教師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平均  

數 

1.上課延遲進教室 

2.沒帶文具用品 

3.愛插嘴 

4.會預習功課 

5.錯字自動訂正 

0 / 0% 

0  /0% 

0 / 0% 

0 / 0% 

1 / 10% 

0 / 0% 

0 / 0% 

0 / 0% 

8 / 80% 

5 /5 0% 

2 /2 0% 

7 / 70% 

3 / 30% 

2 / 20% 

4 / 40% 

8 / 80% 

3 / 30% 

7 /70% 

0 /0% 

0 / 0% 

0 / 0% 

0 / 0% 

0 / 0% 

0 / 0% 

0 / 0% 

3.8 

3.3 

3.7 

2.2 

2.3 

 

由表四-6 答案顯示 遲到、很少自動預習功課、不自動訂正錯字,顯示學習

態度是不積極的。愛插嘴,將為上課秩序來混亂,沒帶文具也會使學習打折

扣。這些表現顯示學習的行為與態度是不積極的。 

 

(四)、外國教師使用泰語 

表四-7  外國教師使用泰語 

Likert Scale 數值選項 選 1    選 2 選 3 選 4 選 5  

 從未使用 很少使用 普通 常使用 極常使用  

十位教師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平均  

數 

1.每節課教學               

2.與學生溝通、聊天 

3.與行政人員溝通 

4.與泰國教師溝通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0% 

1 /10% 

3 /30% 

2 /20% 

7 /70% 

8 /80% 

7 /70 % 

8 /80% 

2 /20% 

1 /10% 

0 /0% 

0 /0% 

4.1 

4.0 

3.7 

3.8 

 

由表四-7 填答顯示,教師使用泰語教學、與學生溝通佔 80%;與行政人員溝通

佔 70%;顯示泰語之使用在 TSC 校園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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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學生問卷學生問卷學生問卷學生問卷   (高一 20 位,高二 15 位,高三 15 位,共 50 位學生) 

 
(一)、如果上課的時候,老師採用何種方式 

 

表四-8  上課的時候,老師採用何種方式 

Likert Scale 數值選項 選 1    選 2 選 3 選 4 選 5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50 位學生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平均  

數 

1.老師使用泰語   

2.電腦教室上課 

3.到室外上課 

4.角色扮演、唱歌 

5.畫圖配合學習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2% 

0 /0% 

4 /8% 

2 /4% 

4 /8% 

7 /14% 

42 /84% 

46 /92% 

48 /96% 

46 /92% 

42 /84% 

8 /16% 

0 /0% 

0 /0% 

0 /0% 

4.8 

4.2 

3.9 

4.0 

3.9 

 

由表四-8 填答結果顯示學生非常同意教師在上課時使用泰語;喜歡到電腦

教室上課;也很喜歡動態的教學活動。 

(二)、不喜歡老師的原因 

表四-9  不喜歡老師的原因 

Likert Scale數值選項 選 1    選 2 選 3 選 4 選 5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50 位學生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平均  

數 

1.處罰我 

2.不允許我睡覺 

3.說話很大聲 

4.沒有笑容 

5.給學生很多作業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4% 

0 /0% 

0 /0% 

0 /0% 

0 /0% 

36 /72% 

42 /84% 

10 /20% 

2 /4% 

42 /84% 

12 /24% 

8 /16% 

40 /80% 

42 /84% 

8 /16% 

0 /0% 

0 /0% 

0 /0% 

6 /12% 

4.2 

3.2 

3.1 

3.8 

4.1 

 

由表四-9 填答顯示,學生很不喜歡受到處罰;不喜歡老師沒有笑容;也不喜

歡寫很多作業。最特別的是,普遍不喜歡老師在上課時不允許睡覺。 

(三)、喜歡老師做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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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0  喜歡老師做甚麼 

Likert Scale數值選項 選 1    選 2 選 3 選 4 選 5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50 位學生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平均  

數 

1.發給我獎品 

2.發給我點心 

3.教少一點 

4.考試簡單一點 

5.獎、懲要公平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2 /84% 

8 /16% 

0 /0% 

45 /90% 

47 /94% 

8 /16% 

42 /84% 

45 /90% 

5 /10% 

3 /6% 

0 /0% 

0 /0% 

5 /10% 

4.1 

4.0 

3.1 

3.8 

4.1 

由表四-10 填答顯示,學生喜歡老師發給獎品、點心;喜歡考試題目簡單;獎

懲要公平。考試簡單一點。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訪談分析訪談分析訪談分析訪談分析 
    本節主要是以調查問題項目之內容為基本架構,訪談 TSC 教師,以了解

學生過去的學習狀況;也從訪談學生中了解學生的喜好,來作為教學試驗的

依據。 

一一一一、、、、教師部分教師部分教師部分教師部分 
 (一)、 學生上課情形  (表四-4) 

「4-1,4-5 學生上課走動、玩」 

由表四答案顯示,老師常遇到學生上課講話、睡覺、說髒話、走動。其

中以講話佔的比率最高。在如此環境下,教學受到干擾,直接就影響教學效

果。 

    從訪談中得知,大部分的學生無紀律觀念,上課我行我素,幾乎忘記自己

才是學習的主角。在外國教師上課的課堂上走動、聊天的情形特別嚴重。訪

問退休的 M 老師: 

    『 問: 學生是不是比較喜歡在外國教師的課吵鬧? 

答: 是,大部分是那樣的。對新進的泰國老師也是這樣,他們是想試探一下這

位老師是不是可以放任吵鬧。 

問: 是不是外國老師的泰語比較不流利,學生就藉故吵鬧? 



第四章研究場景  

 

75 

答: 不一定,我不會形容他們。』(錄音) 

訪問 Z 老師(晚餐過後,在校園訪問) 

『 

     Z 老師你來本校三年多了,剛來的時候,學生就這是這種情況嗎? 

答:是啊,就是這個情況,很難進行教學,這幾年來一直是這情形。這學期我教

的 M1 學生,情況更是糟糕,上課時簡直就是『滿地開花』似的全班吵個不

停。聊天,走動,玩鬧…等等,而且,我發覺泰國的學生很沒有正義感,有同

學在吵鬧,他們不是幫老師勸阻,反而是加入吵鬧的行列,全班大家一起來

鬧鬧鬧,真不知他們是來學校做什麼的。』(教學日誌) 

 

學生上課走動、玩鬧的情形給教師們帶來很大的教學干擾。 

 

(二)、學生人格特質  (表四-5) 

 

「5-1.外向活潑,喜歡表現 」「5-4.缺乏信心,自我放棄 

由表五回答顯示學生是外向活潑居多,另一方面又對學習缺乏信心。在

課堂上玩鬧之外,也常常活潑地搶著表現自己的才能。但是在紙筆測驗時,

多數會表現出缺乏信心,寧願繳白卷也不要猜一猜答案。自我放棄的情形很

普遍。 

N 老師說: 

『 我今天給學生複習測驗,竟然一堆繳白卷的,選擇題最好拿分數,連猜也

不猜就繳卷….不可思議啊! 』 (教學日誌) 

 L 老師: 

      『 沒甚麼好稀奇的,我班上有學生是一拿到考卷就趴著睡覺。  』 

 

 雖然學生活潑好動,但是在評量成績時表現畏縮,對自己沒有信心。 

 

(三)、學生學習行為與態度  表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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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上課延遲進教室」 「 6-2.上課沒帶文具用品」 

    由表六回答顯示 遲到、很少自動預習功課、不自動訂正錯字,顯示學習

態度是不積極的。學習不積極的態度原因很多,泰國學制系統沒有留級制度;

學生的及格分數是五十分;家長不要求成績等等,都是影響學習態度不積極

的可能因素。 

訪問 L 老師:(在宿舍) 

   『問: 學生一般學習態度如何? 

     答: 學生一般學習態度不積極。來自單親家庭,家庭管教上可能較鬆散 

另一方面也許是天氣太熱,導致學生懶懶散散的, 所謂『哉焉焉』 

的態度,所以讀書風氣不佳。』  (錄音) 

N 老師:  

    『泰國沒有留級制度,再爛的成績只要參加一次學期末的補考,考後無 

論成績如何都可以過關,學生有恃無恐,學習態度怎會好呢!』(日誌) 

F 老師(泰籍): 

      『 泰國學生的及格分數是五十分,只要達到及格的標準,他們就滿足

了 』(日誌) 

 

從教師的對話可以知道學生的不積極態度讓教師們感到很無奈。學生沒有升

學壓力,家長對學生成績也不要求,因此只要達到及格範圍,學生就滿足了。 

   與學生學習動機息息相關的另一項因素是「教師行為」。學生願意付出

努力來學習是許多因素形成的結果,包括學生人格特質、能力、學習特性、

誘因、環境和教師行為(Baron&Schunk,1998,1990)。他們認為學生學習行為

產生的原因,有時根本是教師的行為或決定所導致的。尤其是學習動機較弱

的學生,很有可能是因為老師上課無趣所致的。 

(四)、外國教師何時使用泰語  表四-7 

「7-1.每節課教學 」 「7-2.與學生溝通、聊天」都使用泰語 

由表七回答顯示,教師使用泰語教學、與學生溝通佔 80%;與行政人員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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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佔 70%;顯示泰語之使用在 TSC 校園非常必要。TSC 雖然是三語教學學校,

但是學生非常倚賴母語。無論上課、下課校園中瀰漫的對話都是泰語。外國

教師如果沒有具備與學生溝通的泰語能力,在課室中很難與學生有好的互

動。 

訪問英語老師 M:   (前往教室上課途中隨機訪問) 

『問:你是英語教師,請問上課時使用英語或是泰語?   

  答: 泰語啦!你想我們的學生有辦法聽懂英語嗎?他們會說「賣靠哉」…』 

 

英語 D 老師:  (空堂時間於辦公室隨機訪問) 

『問:D 老師,您在 TSC 很多年了,請問上課說泰語多還是英語多?..  

  答:你聽我的泰語很流利對不對? 因為需要嘛!泰語很重要。』 
漢語 S 老師  (S 老師離校前與她對話) 

 『問:請問你來 TSC 時會說泰語嗎? 

   答:不會,但是曾利用開學前補習了三個月,因此,基本上還可以應付。 

   問: 學生上課聊天說的泰語你聽懂多少? 

   答:聽不懂。這些學生知道我對泰語不是很熟悉,當我對他們要求上課秩 

      序時,便會說「賣靠哉」,或以泰語髒話來回應。 

   問:你怎知道他們說髒話? 

   答:看他們的表情以及全班哄堂大笑的狀況就了解。 

   問:你覺得泰語重要嗎? 

   答:很重要,否則無法掌握學生上課的行為。   

 

從對話中得知,泰語的使用在 TSC 很重要。高中學生知道老師泰語不流利時,

便會以聽不懂為理由來拒絕學習,甚至在教室中玩鬧、走動。 

 

三三三三、、、、    學生部分學生部分學生部分學生部分   
 
(一)、上課的時候,老師採用甚麼較好?   表四-8 

 

「8-1.老師使用泰語; 8-2.電腦教室上課;8-3.到室外上課;8-4.角色扮

演、唱歌」 

    

由表八填答結果顯示學生非常同意教師在上課時使用泰語;喜歡到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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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上課;也很喜歡動態的教學活動。 

 

訪問 B 班學生 P (第二節下課時學生來請求老師多送一些糖果,順便訪問) 

   『 問: P 你好,老師上課說泰語你聽得懂嗎? 

      答:聽得懂啊,老師教少一點好嗎?...你不會講的泰語,我會幫你講。 

問:謝謝你 P,大家都喜歡到電腦教室上課,是為了玩線上遊戲對不? 

答:老師,我們將指定的功課完成後才玩啦! 

問:你認為多久進一次電腦教室較好? 

答:天天,老師天天都去好嗎?...唉,老師一定不會答應的…』 

 

與 A 班學生 F 對話 (學生到辦公室幫老師提教具,邊走邊談) 

   『問: F,昨天我們到校園上課,認識了許多花木的中文名稱,喜歡嗎?  

答:很喜歡,老師,大家都很喜歡。 

問:不怕熱嗎?太陽好大喔!老師怕曬黑,妳不怕嗎? 

答:不怕,有涼亭啊。 

問:H 同學很會彈吉他,上課時大家一起唱歌,這樣上課快不快樂? 

答:很快樂,希望老師多教幾首好聽的歌。』 

 

泰國天氣炎熱,學生活潑好動,採用動態方式教學,學生較有興趣。如果額外

給予表現才能的機會,在同儕間覺得受到另眼相看,將會大大提升學習動機。 

 (二)、不喜歡老師做甚麼?   表四-9 

「9-1.處罰我;9-2.不允許我睡覺;9-3.說話很大聲;9-4.沒有笑容;9-5.給

學生很多作業」 

由表九填答顯示,學生很不喜歡受到處罰;不喜歡老師沒有笑容;也不喜

歡寫很多作業。最特別的是,普遍不喜歡老師在上課時不允許睡覺。 

 

訪問B班學生: (第七節下課,一群學生圍坐在辦公室左側涼亭利用幾分鐘與 

學生對話,問他們對於過去上中文課的觀感)簡述如下: 

   問 :  過去為何不喜歡上中文課? 



第四章研究場景  

 

79 

   N  :  1.Z 老師給的作業很多,上課教的內容太多太難。 

         2.上課聲音很大,臉上沒有笑容。有時候他說的泰語我聽不懂。 

         3.會用力打我背部。 

   Z  :  1.M 老師很兇,上課不可遲到,遲到會被罰站在教室外的走廊。 

         2.上課也不可以睡覺,睡覺會被處罰。 

         3.老師上課聲音很大,又沙沙的,很討厭。 

   D  :  1.Z 老師教得太快,每一課都還不明白就教下一課了。 

         2.聽不懂他說的泰語。 

         3.考試考得很難。』   (教學日誌) 

    綜和學生的言談,可以了解是充滿情緒化的心裏感受。漢姆．G．金納

(Haim G．Ginott, 1922-1973)認為,教師有責任提供一個對學習有幫助的環

境,這個環境的一個重要部分是教室中的社會情緒氣氛。教師必須知道學生

的感覺,知道自己所傳達的訊息對學生的感情與自尊有很大影響。金納強調

老師們必須確實地處理學生的情緒,以及以自己的言行提供良好的示範。 

(三)、喜歡老師做甚麼?    表四-10 

「10-1.發給我獎品; 10-2.發給我點心; 10-4.考試簡單一點;10-5.

獎、懲要公平」 

 

由表十填答顯示,學生喜歡老師發給獎品、點心;喜歡考試題目簡單;課程

教少一點,獎懲要公平。 

訪問學生:  (上課時間,與學生對話,摘錄三個班級學生的回答) 

『 問:  喜歡老師怎樣上課? 

  B : 1.上課發給零食、點心,因為我第三節就肚子餓了。 

        2.一星期至少到電腦教室一次。作完作業可以玩遊戲。 

        3.作業少一些。多給我們「說話練習」少「寫字」。』(M5) 

      Li: 我喜歡畫圖,還有幫老師發作業給同學。(M4) 

      Ma: 老師不可以偏心喔,每次都要叫我。(M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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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多發獎品給我,不要扣我的星星。』 (M4) 

學生肚子餓也是沒有心情上課的原因之一,在課堂上老師必須要有全方位的

考量,了解學生真正的需要,經營課室才能得心應手。 

小結    

    教師是教室裏的靈魂人物,能否激發學生學習動機,『教師行為』是很大

的關鍵。教師的行為對學生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是眾所周知的。然而，在

教育實踐中卻一直存在著教師習以為常,視而無睹的某些行為習慣，對學生

產生負面影響 

    高中的青少年正值狂飆期的人生過渡階段,教師應該採用活潑有趣的教

學方式,讓學生多嘗試,多冒險,滿足青少年喜新厭舊的心理,。經常給予學生

關心與鼓勵,給予成功的經驗並讓學生從成功的經驗中自我肯定。研究者依

據訪談調查結果,擬定 TSC 教學大綱,於第五章詳細說明。 

    

三三三三    ....學生常規舉例學生常規舉例學生常規舉例學生常規舉例       (初接 M4 班級時) 

為了瞭解喜歡上課聊天與走動的是哪些學生,於是利用開學兩週隨時記

錄。學生只顧玩鬧,並未發現老師在記錄。 

08 年 5 月 21 日~ 5 月 31 日 (開學兩星期的紀錄,共 10 節課) 

表四-11  學生常規舉例  (單位:次) 

name 講話 擾亂 睡覺 說髒話 走動 遲到 其他 

 chatting disturb sleeping Rough word walking late else 

A 47    -  - -  5 10   - 

B  109 60  10 -  10 10   - 

C  105    -  - -  21 10   - 

D  147 58  - -  42 10   - 

E   42    -   - -  - 10   - 

F   63    -  -   -   7 10   - 

G  151 121  - -  10 10   - 

H   32    -  - -  - 10   - 

I   70    - 15   21  105 10   - 

J  6 月初 進此班    -    -   -   -   - 

資料來源:研究者 M4 漢語教室常規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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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從紀錄上可以看出上課秩序之混亂,學生自制力低,學習動機也低落,甚

至每一節課遲到。迫切需要修改教學方式與整頓常規來進行正常教學。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節節節節        TSCTSCTSCTSC漢語課室經營之教學與常規策略漢語課室經營之教學與常規策略漢語課室經營之教學與常規策略漢語課室經營之教學與常規策略                    

 

 一一一一、、、、以多元智慧以多元智慧以多元智慧以多元智慧理論擬定教學大綱理論擬定教學大綱理論擬定教學大綱理論擬定教學大綱    

    研究者在TSC課室經營之策略以『教學』為主,『常規』輔導為輔。研究

者根據青少年身心發展特質以過渡式雙語教學理論、自然教學法柯瑞申

(Krashen ,1981)的第二語言習得(i+1)輸入語言論,配合多元智能理論,擬

定教學大綱,並穿插電腦輔助教學與遊戲。多元智慧的教學架構是 Howard 

Gardner(1983)的八項基本智慧—語文、數學與邏輯、空間、肢體運作、音

樂、人際、內省和自然觀察等八項。以泰語為過渡式雙語來進行教學。 

  

二二二二、、、、擬訂擬訂擬訂擬訂課室常規課室常規課室常規課室常規    

    課室常規之擬定,研究者依據(C.M.查理士,2005,p.304)提醒教師注意的

要點: 1.學生需要常規 2.教師是建立常規最重要的靈魂人物 3.建立行為

常規最好的方法是以身作則 4.常規與教學相輔相成。也提醒教師預防措施

更勝於補救措施。 

李‧肯特(Lee Canter,p.304)堅持的兩項教室內基本權利: 1.學生有權在 

一個溫馨關照的環境中學習 2.教師也有權在一個不受干擾的情境中教學。

不只學生需要常規,教學工作也少不了。 

    研究者依照以上兩位學者的觀點配合泰國學生特質,以及學校行政支持

系統與學生共同擬訂課室規則。 

    

三三三三、、、、本研究將本研究將本研究將本研究將TSCTSCTSCTSC課室經營內容結構圖示如下課室經營內容結構圖示如下課室經營內容結構圖示如下課室經營內容結構圖示如下: : : :  圖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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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C課室經營內容結構圖示如下:      

 

 

 

 

                                        

 

                                

 

 

 

  

                                         

 

      

                                          

 

 

 

                          

 

 

 

 

                             

 

 

 

 

圖四-1  

           

             資料來源: 研究者自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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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教學設計與試驗教學設計與試驗教學設計與試驗教學設計與試驗 
    本章依據研究目的,編製「TSC 外國教師對學生看法之訪問題目」、「學

生喜歡的上課模式問卷」。再根據調查的結果,擬定教學大綱與常規輔導法

則。研究者除了詳述整個教學過程與常規輔導之執行,並對試驗之結果作客

觀的評估與省思。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教學教學教學教學設計設計設計設計 
 研究者在TSC漢語課室經營之策略以『教學』為主,『常規』輔導為輔。

研究者根據青少年身心發展特質以過渡式雙語教學理論、自然教學法柯瑞申

(Krashen ,1981)的第二語言習得(i+1)輸入語言論、第二語言教學法,配合

多元智慧理論與教科書,擬定教學大綱。多元智慧的教學架構是 Howard 

Gardner(1983)的八項基本智慧《語言、數學與邏輯、空間、肢體運作、音

樂、人際、內省和觀察自然》等八項。以泰語為過渡式雙語來進行教學。 

一一一一、、、、    以多元智慧理論為依據擬定大綱內容以多元智慧理論為依據擬定大綱內容以多元智慧理論為依據擬定大綱內容以多元智慧理論為依據擬定大綱內容    

             以多元智慧配合教科書內容規劃活動內容與語言學習方式;課前的省思

是設計教學活動方案時,思考如何運用這個策略來教學;課中省思是在教學

進行中觀察學生表現,視活動需要迅速擬定策略或解決問題; 課後省思是課

後對今天課程安排、教學內容、教學方法與學生學習狀況加以反省檢討。 

因此這個教學大綱的活動內容規劃、活動設計思考是屬於課前省思;語

言學習,在活動進行中觀察學生表現,是屬於課中省思;上過課之後,再進行

課後省思。教學活動大綱如下: 

 

表五-1  多元智慧教學活動大綱 

  智 能     活動內容 活動設計思考   語言學習        課後省思 

   

 語文 

看圖說故事、 

   造詞、 

吟詩童謠等 

如何使學生流

利的表達? 

泰語、漢語輪

流使用 

 

反省檢討 

 

數理邏輯 

詞句重組、富

含數字趣味的

故事或童謠

(例:數青蛙

等) 

如何將邏輯思

維等認知引進

活動中? 

量詞學習 

泰語、漢語交

互使用 

 

反省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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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 歌唱、吟誦童

謠、唐詩、聖

詩、 詞曲改編

等 

如何引進音樂

來協助語言發

展? 

學中文歌曲並

練習朗誦歌

詞。以泰語解

釋 

 

反省檢討 

視覺空間 美術海報、象

形文字、卡

片、文字拼音

配對遊戲等 

如何以色彩、

形象、具體材

料進行教學? 

使用感謝、祝

福、邀請等社

交語。泰語、

漢語交互使用 

 

反省檢討 

肢體動覺 舞蹈、比手畫

腳、角色扮演

等 

如何運用肢體

協調能力來教

學? 

學習相關動

詞、命令句。

泰、漢語交互

使用 

 

反省檢討 

  人際 集體創作、小

組長的設立、

團體遊戲或競

賽 

如何幫助學生

進行合作學

習? 

練習感謝、讚

美等表達方

式。泰語、漢

語交互使用 

 

反省檢討 

  內省 以圖畫或文字

來表達個人的

情緒與事物的

反應 

如何喚起個人

感覺、自我對

話的機會? 

以書面、口頭

方式來表達心

裏感受。泰、

漢語 

 

反省檢討 

觀察自然 校園動植物的

觀察與分類 

如何描述自然

環境與變化? 

以書面、口

頭、繪畫方式

來描述。泰、

漢語 

 

反省檢討 

資料來源: 研究者自編(參考洪蘭、李平譯,2003,p.96) 

    

二二二二、、、、TSCTSCTSCTSC使用之使用之使用之使用之教材內容教材內容教材內容教材內容與多元智慧活動規劃與多元智慧活動規劃與多元智慧活動規劃與多元智慧活動規劃    

                1. 1. 1. 1. TSC高中漢語課,每學年每週六節,大部分是兩節連續在一起。使用的

教材是中國漢辦與泰國教育部聯合出版之《體驗漢語》。第一冊除了語音課

之外另外還有十課,以話題形式呈現課文。課本內有泰文與簡體字的對照,

沒有正體字;有簡易活動設計;表達部分側重於句型練習;擴展部分側重於語

言的交際和運用。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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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2   《體驗漢語》第一冊內容簡介 

  課別     話題         句  型 

第一課     問候 你好。   我叫孫麗。 

第二課     名字 你叫甚麼名字?   你貴姓? 

第三課     同學 她是我的同學。  我們是好朋友。 

第四課   學習用品 這是甚麼? 這是你的鉛筆嗎? 

第五課     家庭 這是誰? 她多大? 

第六課    我的家 我的漢語書在哪兒? 在沙發旁邊。 

第七課   個人用品 你手機是甚麼顏色的? 是紅色的。 

第八課     動物 你喜歡動物嗎? 你有寵物嗎? 

第九課     朋友 她真酷。 李玲很漂亮。 

第十課     名人 你喜歡看電影嗎? 我們愛國王。 

資料來源: 研究者彙整 

第二冊內容簡介如下: 

    第一課食品;第二課服裝;第三課時間;第四課日期;第五課日常生活;第

六課週末; 第七課運動; 第八課健康; 第九課位置; 第十課城市;第十一課

國家; 第十二課願望。 

    TSC 的教科書《體驗漢語》,研究者將多元智慧教學活動穿插在教材中。

教學採自然教學法、聽說教學法與溝通交際式教學法為主要教學方式,並以

泰語為過渡式雙語教學來進行。自然教學法主張學習語言最重要的是在溝通,

文法的正確性會在經過溝通的大量使用後,慢慢地、自然而然地獲得。溝通

交際式教學法(Littlewood 1981),主要目的在使學生能用標的語溝通,強調

語言結構或詞彙的習得是為溝通而準備的,語言是從做中習得而成的,以學

習者為中心,以經驗為基礎的第二語言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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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依教科書內容分佈多元智慧活動依教科書內容分佈多元智慧活動依教科書內容分佈多元智慧活動依教科書內容分佈多元智慧活動 

表五-3    依教科書內容分佈多元智慧活動            

  課  別          多 元 智 慧 

第一課 問候 語文、人際、音樂 

第二課 名字 語文、人際、音樂、視覺空間 

第三課 同學 語文、人際、音樂、視覺空間 

第四課 學習用品 語文、邏輯數學、視覺空間 

第五課 家庭 語文、內省、視覺空間    

第六課 我的家 語文、自然觀察 、音樂、視覺空間、肢體動覺 

第七課 個人物品 語文、邏輯數學、視覺空間、肢體動覺 

第八課 動物 語文、自然觀察、視覺空間 

第九課 朋友 語文、人際、音樂、邏輯數學、視覺空間 

第十課 名人 語文、音樂、視覺空間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編 

    

3.3.3.3.依聽依聽依聽依聽、、、、說說說說、、、、讀讀讀讀、、、、寫的教學活動分佈智慧活動寫的教學活動分佈智慧活動寫的教學活動分佈智慧活動寫的教學活動分佈智慧活動    

表五-4   依聽、說、讀、寫的教學活動分佈智慧活動   

教學活動   多元智慧         活動內容 

    聽 (1).語文 

 

(2).肢體動覺 

(3). 音樂 

(4). 數學-邏輯 

･聽寫生字新詞 、聽課文錄音,再跟讀

一次 

･聽命令語句做動作、使用肢體語言回

答問題 

･跟著錄音機模仿唱歌 

･唱數字歌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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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1).語文 

(2).人際 

(3).視覺空間 

･講故事、看圖說故事。 

･同伴分享、遊戲、角色扮演。 

･畫圖或卡片,將內容與同學分享。 

    讀 (1).語文 

(2).人際 

(3). 數學邏輯 

･朗讀課文、閱讀一本課外讀物。 

･將閱讀心得與同伴分享。 

･量詞學習。 

    寫 (1).語文 

(2).人際 

(3).內省 

(4).自然觀察 

･寫書法、寫作文。 

･寫卡片送給朋友。 

･寫出想說的話。 

･寫出喜歡的動植物。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編  

                                                                                                                                                                                                                                                                                                                                                                                                                                                                                                                                                                

三三三三、、、、教學教學教學教學活動教案大綱範例活動教案大綱範例活動教案大綱範例活動教案大綱範例  

   以「數字成語」這個單元之教學大綱為範例,本單元也配合量詞學習。 

 

表五-5  教學活動大綱範例 

單元 

名稱 

數字成語 Idiomatic expressions with numberswords.    

    

教材 

來源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    

    

教學 

資源 

課本、字卡、PPT圖片、電腦、粉彩筆、圖畫紙    

    

教學 

對象 

泰國 TSCA(M4)高一學生,十人。    

    

教學 

目標 

1.能聽懂,了解數字成語之意義。 2. 能正確說出課文內容與自

己畫的辭彙卡內容。 3. 能正確寫出生字。 4. 能讀出數字成

語。5.能成為生活語彙。 

教學 

方法 

1 電腦輔助、溝通式教學法。2.從聽、說、讀、寫活動中快樂 

學習。3.由製作詞彙圖卡來加深理解度。4.從說明自己畫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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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卡來學習表達。 

教學 

流程 

第一節以 PPT 呈現教材,先教部件筆劃再進入生字生詞教學。 

第二節多媒體詞彙教學,以 PPT 電腦美工圖案與詞彙同時呈現,

講解課文。第三節電腦教室課文打字。第四節製作詞彙相關圖

卡或海報,並寫上合適的詞彙。第五節看圖說故事,說明自己畫

的圖卡。第六節背誦成語比賽。    

    

教學 

評量 

1.聽:回答課文內容。     2.說:漢泰語交互背誦成語。          

3.讀:能漢泰交替讀成語 。4.寫:電腦打字無錯字。 

 

四四四四、、、、常規輔導方法常規輔導方法常規輔導方法常規輔導方法 
a.課室公約: 教室公約由全班同學共同訂定。 

    1.上課前先唱歌或讀課文。 

    2.上課不走動、不交談。 

    3.發問要舉手,不可以插嘴。 

    4.要完成作業。 

b.獎勵制度: 實施《星星禮物》個人、 團體酬賞。 

    1.每節課一開始,人人先發給五顆星畫在白板上,因此每位都是五星上

將。上課前讀課文或唱歌,可先發一份小禮物。 

    2.達成規定之學習,加星星一顆,同時可得到獎品。 

      未遵守公約扣星星一顆。     

    3.專人紀錄星星。累積 50 顆再公開頒發一份大的神秘禮物。    

    4.一週當中小組無人被扣星星,全組可受老師招待一次。  

    5.任何人無故缺席不上課,當週所得星星歸零重計。表格如下: 

 

表五-6  星星禮物表格簡介 

Date   日期  / / / / / / / / /  /  / 

  名   字 �5 �7 �5 �5 � � � � � � � 

  名   字 �5 �5 �6 �3 � � � � � � � 

 

c.小團體制約 

    1.以小組方式上課,團體酬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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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提供成功機會  

    3.避免不悅情緒 

d.真實評量 

   每一節課將表格張貼在紙板上面,放置於於教室前面,公開紀錄學習成績,

以督促學習並控制常規。一週有六節課,因此每週共有六份評量紀錄表。表

格簡介如下: 

     表五-7    真實評量表格簡介 

      CLASS TEST RECORD      M4       2008 

Name  名字 A  B  C  D  E  F  G  H  I  J  K 

Date   日期  / / / / / / / / /  /  / 

Dict   聽寫 20%            

Conv  會話 20%            

Read  讀書 20%            

Write  習作 20%            

quiz   小考 20%            

Prom  加分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教學試驗實施過程教學試驗實施過程教學試驗實施過程教學試驗實施過程 
 
壹壹壹壹、、、、多元智慧教學活動多元智慧教學活動多元智慧教學活動多元智慧教學活動 

            本節內容包括《語言、數學與邏輯、空間、肢體運作、音樂、人際、內

省和觀察自然》等八項智慧之教學活動。每項教學舉例均包括:1.教學活動

2.活動學習單 3.教學評量 4.教學省思,同時配合常規輔導之酬賞制度與真

實評量,以小組合作學習方式進行教學。 

    教學活動依照教材內容分佈多元智慧,在適當的教學環節進行各項活動;

設計活動前須要先思考:這個活動能使學生學到什麼?達到什麼教學目標?依

照教材內容選用適當教學法,以達成單元目標,以及語言學習方式。藉著教學

活動期能培養學生漢語溝通能力,並達到聽、說、讀、寫的教學目標。教學

活動之過程分述於以下各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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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多元智慧教學活動舉例多元智慧教學活動舉例多元智慧教學活動舉例多元智慧教學活動舉例 

    

一一一一、、、、【【【【溝通交際式教學法溝通交際式教學法溝通交際式教學法溝通交際式教學法語文等智慧課室活動等智慧課室活動等智慧課室活動等智慧課室活動】】】】舉例舉例舉例舉例    
    

((((一一一一))))....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表五-8  教學活動 
教材來源教材來源教材來源教材來源::::   體驗漢語第二冊第二課 服裝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 : : 聽說讀寫    

單元目標單元目標單元目標單元目標: : : : 溝通、看圖說故事              教學法教學法教學法教學法:::: 溝通交際式教學法    

多元智慧多元智慧多元智慧多元智慧: : : : 語文語文語文語文、人際、視覺    

教學環節教學環節教學環節教學環節: : : : 鞏固新內容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 : : 50 分鐘    

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a: 介紹朋友的衣服  b. 說故事    

活動設計思考活動設計思考活動設計思考活動設計思考:::: 如何使學生流利地表達?    

語言學習語言學習語言學習語言學習:::: 泰語、漢語交替使用    

詞彙詞彙詞彙詞彙:::: 衣服 เสื้อผา  牛仔褲  กางเกงยีน  裙子 กระโปรง  等    

    

       活 動 流 程          原       理 

教師先以泰語說明活動方式,再以

漢語說一遍。 

1.從生字中選出詞彙,寫在白板上。 

2.先填寫學習單,小組成員互相介

紹對方的衣服,牛仔褲或裙子(顏

色,數量等) 

3.每一組派兩位組員到台前互相介

紹對方的衣服。 

4.以漢語說,不會說的詞彙說泰語。 

5.老師和其他學生不指出錯誤。 

 

 

已學過該課生字新詞以後進行的活

動 

1.真實的言語,是用在實例介紹。 

2.能表現學生的溝通技能。在小組

中學習溝通較無壓力。 

3.代表小組比賽得分。 

 

4.學生母語是溝通橋樑,不是學習

標的。 

5.容忍錯誤是溝通技巧自然發展的

結果。學生的成功決定於語言是否

流利和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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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進行個人活動,。 

7.每一位同學出來說故事,故事內

容是關於「最喜歡的那件衣服」。 

 

8.說故事使用漢語越多得分越高。。 

9.從說故事之中,學生發展出新詞

彙。老師將詞彙寫在白板上。 

10.背記本課詞彙、新詞彙。 

6.給學生得到成功的機會。 

7.不必太長免增壓力,使用會說的

漢語。目的是給「語文智慧」強者

發揮。 

8.以小組方式評分、酬賞。 

9.語法和詞彙是學生從情境和角色

扮演交互溝通過程中學習。 

10.背記詞彙以增加溝通能力。 

 

(二) 活動學習單  (填寫學習單之前,教師先以泰語、漢語解說一遍) 

                                                      

列 liè 出 chū  你 nǐ 的 de 衣 yī  服 fú 清 qī ng 單 dā n,  

顏 yán 色 sè 和 hé 數 shù 量 liàng 。 

 

      表五-9   活動學習單 

衣 yī  服 fú  顏 yán 色 sè 數 shù 量 liàng 

  T    恤 xù  

        T  เส้ือ 

  

 長 cháng 褲 kù  

     กางเกง 

  

 短 duă n 褲 kù  

   กางเกง 

  

 牛 niú 仔 ză i 褲 kù 

      กางเกงยีน 

  

  裙 qún 子 zi  

        กระโปรง 

  

  皮 pí 鞋 xié  

      รองเทา 

  

運 yùn 動 dòng 鞋 xié 

       รองเทากีฬา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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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教學模式使用生活中的真實教材,讓學生有發展語言策略的機會。以說

故事方式給予有『語言智慧』的學生來發揮並且進行學習,使他們得到成功

的經驗。教師把學生不會說的詞彙漢字寫在白板上,成為補充教材,提升溝通

能力。這新的詞彙是學生接觸到的可理解的語言,也就是比自己目前的語言

能力高出一點(i+1)的語言。在此段活動進行時,曾討論過「給」字。泰語的

「給」有一般語、敬語不同的說法。從漢泰對比的分析中,學生就理解到那

微妙之處與文化的差別。 

說故事活動內容,大多簡短如下: 

 

       F: 我有很多裙子,是阿姨買給我的。我最喜歡紅色的裙子,因為我很喜歡 

         紅色。    

      A: 我喜歡粉紅色的衣服,因為很漂亮。是我媽媽買給我的。 

      Y: 我喜歡 T 恤,星期天奶奶和媽媽帶我出去玩,我穿 T 恤。 

     H: 我沒有牛仔褲,但是我很喜歡牛仔褲,我要爸爸買給我。 

 

(三) 教學評量: 

 1.學生思維能力較低,常常不加思索地直接回答問題。而且學過的詞彙 

  很容易忘記,因此還是喜歡倚賴泰語。 

 2.雖然說的內容大多很簡短,不過,為了小組的得分,都是全力以赴。 

 3.要求學過的詞彙不可以說泰語,否則扣分。台下同學都自動提供答案,充

分表現互助的精神。 

 4.學生們為了使小組得更多獎勵,因此搶著多出場幾次,很自然地達成了

「說」的教學目標。 

 5.雖然給予多說的機會,受限於不能重複內容而顯得草率,有點玩鬧的意

味。 

 6.後設認知: 問學生,今天誰說得最好?好在哪裡? 幫助學生理解「說」 得

好是具備哪些因素。 

(四)教學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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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生出了教室就沒有說漢語的環境,除非遇到老師,但是也只是打招呼: 

老師好。除非研究者有意識地以教過的內容與之對話,否則仍舊喜歡以泰

語對話。教科書裡的內容,與實際生活是有差別。 

2.為了加強學生表達能力,可增列學習語句。例如:在哪兒可以看到這些服裝

出現? 摸起來的感覺是厚是薄?在冷氣房或室外穿較合適等等。 

3.可以找機會再問學生曾經對話過的內容,以加深印象。(日誌) 

(五)秩序管理: 執行《常規輔導》a,b,c,d。 

 1.採用合作學習法的酬賞方式,進行課室常規的管理,以小組成員的力量彼

此約束行為,以達到教學目標。 

 2.公佈表格,於課堂隨時紀錄學習狀態、得分,進行行成性評量。 

 3.使用獎勵方式,給予學生正面即刻性評價。(累積星星) 

 4.配合教務處的處理方案,糾正學生偏差行為。勸導三次不改進,就將名單

送教務處接受處罰。(備而少用) 

(六)轉換活動方式: 

(1)部分學生寫學習單速度快,開始浮動。這時就將事先預備好的圖畫紙、

色筆發下,畫衣服、長褲等。這是加分作業。 

  (2).在別人說故事時,不斷交談者,扣小組分數之外,請他趴在桌上。 

    

【【【【本課本課本課本課「「「「生詞生詞生詞生詞」」」」詞彙教學詞彙教學詞彙教學詞彙教學語文等等等等智慧智慧智慧智慧之之之之課室活動課室活動課室活動課室活動】】】】舉例舉例舉例舉例     

(一) 教學活動  

表 5-10    詞彙教學活動 

教教教教材來源材來源材來源材來源::::   體驗漢語第二冊第二課 服裝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 : : 讀寫生詞    教學法教學法教學法教學法::::合作學習法    

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製作詞彙卡    教學時間教學時間教學時間教學時間: : : : 100 分鐘    

多元智慧多元智慧多元智慧多元智慧: : : : 語文、人際    

活動設計思考活動設計思考活動設計思考活動設計思考:::: 如何從製作當中了解詞彙涵義    

語言學習語言學習語言學習語言學習:::: 熟讀詞彙,使用漢泰語 

 



泰國漢語教學課室經營之探討-以曼谷某高中為例 

 94

 

          活       動          說      明 

步驟一 

1.學生跟隨教師讀課本內的生詞。 

2.全體學生讀泰文翻譯。 

3.教師泰文翻譯,學生讀漢語生詞。 

4.學生讀漢語生詞與泰文翻譯。 

 

步驟二 

1.兩人一組,一位漢語,另一位翻譯 

2.角色互換。 

 

步驟三 

1.學生跟隨教師讀課文。 

2.教師以泰語翻譯課文。 

 

步驟四 

1.寫生字生詞 

2.將筆順號碼順序寫於筆記本 

 

步驟五 

1.依本課生詞數量分配給學生。 

2.發下紙卡、色筆。 

3.作詞彙卡格式與樣本相同,要寫

名字。 

4.繳交詞彙卡。 

 

步驟六 

1.依照教師抽取的詞卡讀詞彙。 

2.讀完之後,馬上翻譯泰語。 

3.如果答不出來,教師出示背面泰

文。 

4.個別抽讀 

5.小組抽讀 

 

步驟七 

1.課文深究 

 

1.認識新詞,漢泰翻譯以了解詞意。 

2.從泰文理解詞意。 

3.熟讀新詞。 

4. 熟讀新詞。 

 

 

1.加深印象,也練習口語。 

2.機會相同。每人都須參噢。 

 

 

1.從課文的句子更深入理解詞意。 

2.課文沒有泰文註解。 

 

 

1.筆順練習,準備製作詞彙卡。 

2.製作字卡時可以參考筆順。 

 

 

1.材料教師自備。展示詞彙卡樣本 

2.以小組為單位評分。 

3.正面漢字在上,拼音在下,背面泰

文。 

4.評分。 

 

 

1.教師糾正語音。 

2.加深記憶與理解。 

3.支持性的協助。 

 

4.給予機會表現。 

5.小組酬賞,增加凝聚力。 

 

 

1.讀課文更加理解詞彙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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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照課文內的例句,進行語法教

學。 

步驟八 

1.到電腦教室打字 

2,訂正錯字。 

2.替換語詞等。 

 

 

以拼音打字,加強拼音練習。 

(二)教學評量: 

1.教生字與生詞的順序是從句子開始,生詞在句子中的用法為主。學生從泰

文翻譯中能馬上理解詞意,因此,可以作簡單的造句。 

2.每一課平均有 15~30 個生字生詞。 

3.製作詞彙卡學生有高度興趣,每人分配三個詞彙製作卡片,並簽名。等大家

都熟練這一課詞彙之後,再將詞彙卡送給製作者。 

4.挑出課文中的簡體字,與正體字並列練習書寫;正、簡體字學習單如下: 

      表五-11  正、簡體字學習單 

Mă i  Mài  Qián  Miàn  Tiáo  Fàn  Gě i  Kuài  

買(买) 

 

賣(卖) 錢(钱) 麵(面) 條(条) 飯(饭) 給(给) 塊(块) 

        

 

 

       

        

 

 

       

 

(三)秩序管理:  執行《常規管理方法》a,b,c,d。合作學習有酬賞的管理制

度,學生表現良好。 

(四) 教學省思: 

1.學校對於漢字教學是主張正、簡體字兼顧,漢語教師教兩種字體也成為

學校的特色與宣傳。為了避免對於書寫兩種字體的學習單成為學生負擔,通

常挑選常用的字來練習;紙筆測驗時,可以自由選擇書寫正體或簡體字。曾問

學生,如果覺得很難,老師就省略不教正體字,但是都回答:我們要學習。學生

應是了解老師的用心,而且有提供獎勵品,雖然有些難度,仍然要把握機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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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2.TSC 電腦程式中只有中國簡體字輸入法,不需輸入聲調,只要從選單中

選取自己所要的字,因此對於聲調的學習是一大缺失。 

    

二二二二、、、、【【【【    自然教學法自然教學法自然教學法自然教學法邏輯- 數學等等等等智慧之課室活動智慧之課室活動智慧之課室活動智慧之課室活動】】】】舉例舉例舉例舉例            

(一) 教學活動      

   表五-12  教學活動  

教材來源教材來源教材來源教材來源::::   體驗漢語第一冊第九課 朋友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 : : 聽說讀寫    

單元目標單元目標單元目標單元目標: : : : 學習富含數字趣味的語詞    教學法教學法教學法教學法:::: 自然教學法    

多元智慧多元智慧多元智慧多元智慧: : : : 邏輯數學邏輯數學邏輯數學邏輯數學、語文、人際、音樂    

活動設計思考活動設計思考活動設計思考活動設計思考:::: 如何將邏輯思維等認知引進活動中?    

語言學習語言學習語言學習語言學習:::: 量詞學習。使用泰語、漢語 

教學環節教學環節教學環節教學環節: : : : 講練、鞏固新內容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0 分鐘    

 詞彙詞彙詞彙詞彙 : (二、兩  สอง )  (雙、對、副 หน่ึงคู) 
準備活動:  

    1.預備與教學內容相關之圖片或是物品,都是成雙成對的。 

    2.設計教材內容以漢、泰文對照方式呈現。 

    3.設計談話問題: 

 是非問   例: 這圖片裏是兩個鞋子嗎? (錯,是一雙鞋) 

      選擇問   例: 這裡有二個朋友還是兩個朋友? (兩個朋友) 

      特指問   例: 這是甚麼? 指著圖片蝴蝶或是眼睛。(蝴蝶) 

 

    

        活 動 流 程         說     明 

1.教材發給學生,跟著老師讀。 

 

2.熟讀教材,漢泰文。 

 

3.說明漢泰量詞,對於「偶數」之表達

不同之處。 

 

4.進行言談活動: 

是非問 

1.漢泰對照,學生能很快理解內容。 

 

2.跟隨老師讀。 

 

3.以實例說明  

 「二個」、「兩個」、「一對」等。 

 

4.教師拿圖片以泰語漢語交替問, 

  全班以漢語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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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問 

  特指問 

5.小組進行言談活動,互相問答。 

 

6.看圖搶答活動。 

 

7. 熟練教材內容。 

 

 

 

5.將不同圖片發給各組。 

 

6.老師問,學生答。 

 

7.只要理解,不必要求全部背起來。 

 

 

教材內容略舉如下:  (研究者自編共 20 句,參看附錄二) 

 
1. สํามีภรรยาหน่ึงคู    一 yī 對 duì 夫 fū 妻 qī      

 
2. มีตาสองดวง   一 yì 雙 shuāng 眼 yăn 睛 jīng  

 
(二)學習單 

 
表五-13  學習單 舉例     

   選對的「ˇ」    

1. สํามีภรรยาหน่ึงคู             

        (   ) 一 yí 对 duì 夫 fū 妻 qī              一對夫妻 

(   ) 一 yì 双 shuāng 夫 fū 妻 qī           一雙夫妻 

(   ) 两 liăng 个 ge 夫 fū 妻 qī            兩個夫妻 

2. รองเทาหน่ึงคู 
(   ) 两 liăng 个 ge 鞋 xié 子 zi           兩個鞋子 

(   )一 yí 对 duì 鞋 xié 子 zi              一對鞋子 

(   ) 一 yì 双 shuāng 鞋 xié 子 zi          一雙鞋子 

3. มีตาสองดวง 

(    ) 二 èr 个 ge 眼 yăn 睛 jīng            二個眼睛 

(    ) 一 yì 双 shuāng 眼 yăn 睛 jīng        一雙眼睛 

(    )两 liăng 个 ge 眼 yăn 睛 jīng          兩個眼睛 

 

教材說明: 

    此教材是研究者自編。因為課本是簡體字,研究者兩種字體都教,因此教

材以簡體、正體陳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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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語中也有關於雙雙對對的量詞,但是相對於漢語,漢語量詞顯得變化

多端也更有趣。泰語的 สอง 在漢語是(二、兩 ) 。泰語的 หน่ึงคู 在漢語

是(一雙、一對、一副 ) 。教材以漢泰對照方式呈現,學生能馬上理解教材

內容,因此熟讀教材之後能識別出漢語偶數量詞的應用。 

邏輯數理智慧之課堂活動另有: 課文詞句重組、富含數字趣味的故事或

童謠(例:數青蛙等)。 

(三)教學評量: 

 1.以自然教學法進行量詞教學,是為增加學生的生活語彙,。因此只評量

「讀」的 能力。學生對教材非常有興趣,因此常常在下課時間聽到他們以

漢泰語隨意唸著( สํามีภรรยาหน่ึงคู    一 yī 對 duì 夫 fū 妻 qī) 。 

 2.邏輯數理智慧一般被限制在數學和科學課程理,但是,這項智慧有某些成

分是適用在全部課程上的(洪蘭,2003)。在非數學科目中導入數字,可以使

邏輯強的學生喜歡參與,學生也可以看到數學不僅只是屬於數學課,而是屬

於整個生活。 

3.此教材對 M4 學生是有一點深度,由(二、兩 )延伸至(一雙、一對、一副 )

所以只要求「讀」,不必寫。 

4.後設認知: 問學生,漢語和泰語詞彙都剛好對等嗎? 幫助學生識別漢、泰

對比有不同之處。 

(四)秩序管理 : 執行《常規輔導》a,b,c,d。合作學習有酬賞的管理制度, 學

生表現良好。 

(五) 教學省思: (日誌) 

1.這次的學習單是為了增加生活語彙而設計的。量詞的教學還可以唱歌 

   方式進行,教學生唱數青蛙等歌曲。 

2.學生喜歡朗讀學習單內容,可以另外舉辦小組朗讀比賽,給予表現機會。 

3.數字練習還可以設計「買賣」的短劇,從劇情表演中學習以漢語買物品 

   的表達方式。例如殺價、付多少錢、找多少錢等語彙,加強溝通能力。 

4.學習單內容也可以饒舌歌二重唱方式來朗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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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體行動反應法整體行動反應法整體行動反應法整體行動反應法肢體-動覺等等等等智慧之課室活動智慧之課室活動智慧之課室活動智慧之課室活動】】】】舉例舉例舉例舉例 

(一) 教學活動 

表五-14  教學活動    

教材來源教材來源教材來源教材來源::::   體驗漢語第一冊第六課 我的家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 : : 聽說讀寫    

單元目標單元目標單元目標單元目標::::學習動詞、命令句    教學法教學法教學法教學法:::: 整體行動反應法    

多元智慧多元智慧多元智慧多元智慧: : : : 肢體動覺肢體動覺肢體動覺肢體動覺、語文、自然觀察 、音樂    

教學環節教學環節教學環節教學環節: : : : 講練新內容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 : : 20 分鐘    

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聽命令做動作    

活動設計思考活動設計思考活動設計思考活動設計思考:::: 如何運用肢體協調能力來教學?    

語言學習語言學習語言學習語言學習:::: 學習相關動詞、命令句 

詞彙詞彙詞彙詞彙:::: 上面、下面、左邊、右邊 

準備活動準備活動準備活動準備活動: 事先預備桌子、玩偶、詞彙字卡等物品 

 

      活 動 流 程          說  明 

1.教師下達口令,同時表演動作,將

玩偶依口令放在以桌子為中心之方

位。 

2.學生保持沉默,不說話。 

 

3.教師加速口令並做動作,將玩偶 

依口令換位置給學生看。 

 

4.請一位自願者出來依命令做動

作。 

 

5.教師直接指導全體學生拿課本

作。 

 

6.舊動作全部熟練後,老師下達新

動作口令。 

7.學生反應錯了,老師重複發令。 

8.教師下達沒聽過的指令(門口)。 

 

9.教師站到「椅子上面」去。 

10.開始詞彙教學,學生跟老師讀。 

1.尚未教生字、生詞。 

 

2.學生對新語言的「理解」先於說

話。 

 

3.學生藉快速動作在初學時的第一

部分(聽�懂)反應,達成目標。 

 

4.學生可直接行動就表示已經理

解。 

 

5.學生觀察過實際動作,已可演出。 

 

 

6.使學生有成就感。 

 

7.改正錯誤使學生無挫折感。 

8.學生必須做彈性了解新的意義組

合,訓練聽力,啟發動機。 

9.趣味性的命令,加強學習效果。 

10.課本的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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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課文與對話。 11.老師敘述課文,學生進行動作。 

 

說明: 課本內容若出現相關命令句或動詞,先以整體行動反應法來了解詞彙

意義之後再進行詞彙教學與課文教學,可達事半功倍之效果。因此,這

活動是在進入學習新課文之前的熱身運動。 

 

(二) 學習單 :  (配合課文內容)     

 

畫一張你房間的圖片,要運用學到的方位畫物品。 

          

              表五-15  課文內學習單 

 

 

 

 

 

 

     將你畫的房間圖片,向一位同伴簡要介紹。要使用到方位詞。 

 

    例: 這是我的房間。      在     左邊/右邊/旁邊。 

 

                             在       上面/下面 。 

(三) 教學評量:  

1.使用肢體動作回答問題(body answer),對於好動的學生非常適合,學習興

趣高昂。除了上述學習方位詞之外,曾經在學習命令句:站起來、坐下、出

教室、進 教室等動作時,全班動作整齊,還故作軍官閱兵的樣子,步伐整

齊,、舉手禮…非常有趣,全班樂此不疲。甚至一位學生說: 老師,我們在玩

遊戲,等一下校長會來喔,您不怕嗎?(指著監視器) 由此可見,動態教學,從

遊戲中學習,學生融入活動中,已經忘記正在進行學習活動。 

2.課本生字詞彙是漢泰對照, 加上肢體動作幫助學習,很容易明白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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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生覺得好玩,未曾這樣上過課,但又覺得很幼稚,因此對老師說: 老師,

我們 ben-lead-lead (老師,我們成了幼兒)。 

4.後設認知: 整體行動結束之後,問學生好不好玩?都回答:很好玩。於是藉

機問學生,遊戲方式也可以學習漢語如果搗蛋不專心聽,就不會知道老師

在做甚麼。剛才你的動作跟上了嗎?你專心聽了嗎?  

(四)秩序管理: 執行《常規輔導》a,b,c,d。合作學習有酬賞學生表現良好。 

(五)教學省思: (日誌) 

1.學生對於動態教學很有興趣,但是歡笑的聲音會影響到隔壁班教學。因 

   此,盡量到室外練習,也可以多教一些不同的命令句。 

2.可以另外編寫簡單的啞劇,兩人一組。一人以肢體表演,另一人以漢語解說;

學生也可以自編劇情來表演,學以致用,增加趣味。 

3.反問學生以求證是否都了解所學的命令句。    

4.朗讀課文時,在標點符號處可以玩肢體表演遊戲。問號彎彎腰,逗號向右 

   轉,句號坐下,等等。要先練習動作再進行遊戲,增加學習的趣味。 

 

四四四四、、、、    【【【【    溝通教學法溝通教學法溝通教學法溝通教學法音樂等等等等智慧之課室活動智慧之課室活動智慧之課室活動智慧之課室活動】】】】舉例舉例舉例舉例        

(一)教學活動  

表五-16  教學活動 

教材來源教材來源教材來源教材來源::::   體驗漢語第一冊第三課 同學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 : : 聽說讀寫    

單元目標單元目標單元目標單元目標:::: 唱中文歌曲並練習問候             教學法教學法教學法教學法:::: 溝通交際式教學法    

多元智慧多元智慧多元智慧多元智慧: : : : 音樂音樂音樂音樂、語文、人際、視覺空間    

教學環節教學環節教學環節教學環節: : : : 鞏固新內容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5: 5: 5: 50 分鐘    

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從遊戲中學習溝通    

活動設計思考活動設計思考活動設計思考活動設計思考:::: 如何引進音樂來協助語言發展?    

語言學習語言學習語言學習語言學習:::: 學中文歌曲並練習朗誦歌詞。    

歌詞歌詞歌詞歌詞:::: 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的朋友在哪裡?  在這裡,在這裡,我的 

      朋友在這裡。   問候語問候語問候語問候語: : : : 你好,我的名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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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 動 流 程      原       理 

1.將歌詞寫在白板,練習讀歌詞。 

 

2.解釋歌詞。 

 

3.教師範唱。 

4.學生一句一句跟唱。 

5.全體唱。 

6.分組唱。 

7.個別唱。 

8.編遊戲動作。 

9.遊戲動作配合歌詞。 

 

10.互相問候: 你好 。 (配合課文) 

 

11.自我介紹中文名字。 

 

12.兩人一組表演遊戲,互相問候。 

 

 

13.小組各派代表表演。 

1.教師領讀。 

 

2.老師以漢語一面讀一面解釋。標

的語也是溝通的橋樑。 

3.先以樂器彈奏一遍旋律。 

4.熟練旋律。 

5.熟練歌詞,。 

6. 背唱練習。 

7.給予學生表現機會。 

8.從歌詞含意全班共同編動作。 

9.請兩位學生將全班共同編的動作

示範一次。 

10.加上問候語,彼此問候演示一

遍。 

11.問候之後自我介紹。學生學習交

互溝通。 

12.遊戲很重要,由實際溝通活動當

中,說者立即由聽者收到回應,才是

成功的溝通。 

13.營造互相溝通的情境。 

說明: 

    這是學生已經學會第三課課文與詞彙之後的活動。活動之前先對學生簡

要說明活動目的是營造溝通的情境,從遊戲中學習溝通。學生都明白了活動

進行的規則之後,明確宣布活動開始。 

 

(二) 課文學習單 

 

表五-17     課文學習單 舉例                 

 

1.我的名字是       

2.我 wǒ 是 shì                      人 rén 

3 我 wǒ 有 yǒu        個 ge 朋 péng 友 yǒu , 名 míng 字 zi 是 sh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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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寫 xiě  五 wŭ  個 ge 單 dā n 數 shù                                  

 

5.寫 xiě  五 wŭ  個 ge 雙 shuā ng (双) 數 shù                            

 

 
表五-18      歌詞配合遊戲動作                              

        歌     詞      動        作 

1.一二三四五六七, 

 

2.我的朋友在哪裡? 

 

3.在這裡,在這裡, 

 

4.我的朋友在這裡。 

 

5.溝通:  

A: 你好。   B: 你好。 

 

A:請問你叫甚麼名字? 

B:我叫 OO  。(反問對方名字) 

A:我叫 OO  。 

B:我是泰國人。 

A:我也是泰國人。 

1. 從座位走出來,一面拍手,一面擺

動身體。 

2.左探探,右找找。 

 

3.忽然轉身,看到朋友,作驚喜狀,

跑向前。 

4.互相握握手或擁抱。 

 

5.對話練習。 

 

 

 

 

 

 

表演完畢,下一組接下去。 

遊戲進行時,教師同時進行評量,以控制教室秩序      

(三) 教學評量: 

1.自然教學法其假設理論之一,情感性關卡論(The Affective filter 

Hyopthesis)。主張學習者的情緒狀態會影響到語言習得,比如動機強烈、有

信心、心情輕鬆等是幫助習得的有利因素。以歌唱方式學習語言, 學生快

樂地唱歌,教師不必改正學生的錯誤,心情輕鬆,自然提升學習效果。 

2.溝通式教學法,其目標是使學生具有溝通能力。本課藉著歌唱遊戲,使用學 

過的課文內容進行溝通,遊戲當中秩序是亂中有序,大家都玩得很起勁。 

3.必須每個人都表演過後,才可讓喜歡表演者再次表演,以示公平。 

4.台下會以作動作、同聲唱的方式與台上打成一片來同樂,令老師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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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學生也可以變換表演其他動作。 

6.學生後設認知:  

  (a).問學生,華人問候方式與泰國人一樣嗎?同學之間是使用「你」或「您」

各位用對詞了嗎? 

   (b).你喜歡唱歌嗎?你有這方面的智慧專長嗎? 

(四)秩序管理與評量: 執行《常規輔導》a,b,c,d。合作學習有酬賞的管制 

度,學生表現良好。 

(五)教學省思: (日誌) 

1.每一課的詞彙可以運用饒舌歌的方式來加深印象而成為生活語彙。例如: 
รอจนกวาจะมา 不見不散。將學生分兩組,一組泰文另一組中文,以二重唱頑

固伴奏方式同時朗讀,加上拍手打節奏;兩組互換後可以加上自編旋律。 

2.以歌唱方式進行教學,很合乎學生興趣。可以配合教學內容,也可以配 

   合節期來進行。但是得事先將每一首歌詞翻譯準備好,才能得心應手。 

3.挑選泰國簡短的兒歌,翻譯成漢語來唱。泰漢輪流唱兒歌,學生了解曲 

   意 ,以歌唱學漢語。 

    

五五五五、、、、【【【【合作學習法合作學習法合作學習法合作學習法人際溝通等等等等智慧智慧智慧智慧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舉例舉例舉例舉例    (一)教學活動   

 

表五-19  教學活動 

教材來源教材來源教材來源教材來源:::: 體驗漢語第一冊第九課  朋友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聽說讀寫    

單元目標單元目標單元目標單元目標:::: 表達祝福、讚美等社交語    教學法教學法教學法教學法::::合作學習法 

多元智慧多元智慧多元智慧多元智慧: : : : 人際人際人際人際、語文、音樂、邏輯數學、視覺空間    

教學環節教學環節教學環節教學環節: : : : 鞏固新內容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50: 50: 50: 50 分鐘    

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製作卡片送給將出國就讀的同學,寫上祝福詞, 並祝福對方    

活動設計思考活動設計思考活動設計思考活動設計思考:::: 如何幫助學生進行合作學習?    

語言學習語言學習語言學習語言學習:::: 練習祝福、感謝、讚美等表達方式。使用泰語、漢語。    

詞彙詞彙詞彙詞彙:::: 祝你平安等 

準備活動準備活動準備活動準備活動:::: 中文祝福詞學習單、卡紙、彩色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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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 動 流 程        說         明 

1.發下祝福詞的學習單。 

2.解釋祝福詞含意。 

3.讀祝福詞。 

4.練習寫字。 

 

5.發下卡片紙、色筆 

6.各組討論製作內容 

 

7.教師巡迴指導。 

8.製作完成,將作品展示給大家看。 

9.贈送卡片,由組長代表。 

10.對 A 同學說祝福詞。 

11.受贈卡片者也以祝福的話回應。 

12. 另外發給每人一張卡片紙,製作

自己獨特的卡片,親自送給對方。 

1.教師自編教材。 

2 以漢語泰語解釋。 

3.全班熟讀。 

4.將筆畫順序寫在白板上。較難的

字寫拼音即可。 

5.每組一份共同製作,合作學習。 

6.個人可以發揮自己專長。構圖、

上色、選擇祝福詞寫在卡片上。 

7.找出具有繪畫智慧者。 

8.表現小組合作精神。 

9.小組成員全出列,每組三人。 

10.一個個輪流祝福,不能說泰語。 

11.從實際溝通當中,學會祝福詞的

使用。 

12.學生利用空閒時間自己設計,再

親自送給要出國的同學,以增進情

誼,促進人際關係發展。 

說明: 

       學校提供的資源有限,為了達到教學目的,所有的材料必須由教師自

己預備。此活動使用兩節課完成。 

 

(二) 學習單:  祝福詞 

  1.祝 zhù 你 nǐ 平 píng 安 ān           

          

          2.萬 wàn 事 shì 如 rú 意 yì  

           

         3.六 liù 六 liù 大 dà 順 shùn  

         4.身 shēn 體 tǐ 健 jiàn 康 kā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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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百 băi 事 shì 可 kě 樂 lè  

(三)教學評量: 

1.實際使用社交語,達到人際溝通目的。在贈送卡片時雖然笑笑鬧鬧的,但是

可以看出學生流露出真誠的心意以及不捨的心情,甚至擁抱對方。 

2.採用小組學習達到一般教學的目的是合作學習模式的核心。小組內每 

   個成員的智慧層面不相同,共同發揮專長來達成任務。 

3.採取共同製作是為凝聚小組向心力,也以小組名稱送給同學。 

4.共同構圖、製作、決定祝福詞的過程,各小組成員可發揮自己的才能。 因

興 趣濃厚專而心製作,教室秩序很好。 

5.安排課後製作卡片活動,鼓勵個人親自送出,成為實際的人際互動。 

6.本單元活動是記錄 M6 上課情形。M4, M5 本單元是製作生日卡片送壽 

   星。使用的祝福詞是「祝你生日快樂」,同時教唱黃梅調生日歌。 

7.後設認知: 問學生,從製作卡片當中你參與了哪項工作?你比較喜歡做甚

麼?那是你的專長智慧嗎? 

(四) 秩序管理:  

執行《常規輔導》a,b,c,d。合作學習有酬賞制度,學生表現良好。 

(五) 教學省思: (日誌) 

 1.安排課後個別製作卡片活動,鼓勵個人親自送出,成為實際的人際互 

    動。但是,不知學生是否真的將卡片送出去?因此,事後一定要追蹤詢 

    問,否則良好的立意會變質。  

2.有學生覺得中文卡片很特別,希望老師多給一份材料要製作送給家人, 

由此可知學生興趣濃厚,下次應該多預備。 

3.另外安排時間玩「坐熱椅」的遊戲。每人輪流坐在特定的椅子上,接受 

  大家的讚美。因此,可以再編寫簡要之讚美語學習單,增進學生漢語溝通 

   能力,也增進彼此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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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    合作學習法合作學習法合作學習法合作學習法視覺空間等等等等智慧課室活動智慧課室活動智慧課室活動智慧課室活動】】】】舉例舉例舉例舉例    
 

(一) 教學活動     

表五-20  教學活動 

教材來源教材來源教材來源教材來源:::: 體驗漢語第一冊第七課 個人物品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聽說讀寫    

單元目標單元目標單元目標單元目標:::: 認識色彩、展現視覺空間智慧    教學法教學法教學法教學法:::: 合作學習法 

多元智慧多元智慧多元智慧多元智慧: : : : 視覺空間視覺空間視覺空間視覺空間、語文、邏輯數學、肢體動覺    

教學環節教學環節教學環節教學環節: : : : 鞏固新內容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50: 50: 50: 50 分鐘    

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製作母親節海報    

活動設計思考活動設計思考活動設計思考活動設計思考:::: 如何以色彩、形象、具體材料進行教學?    

語言學習語言學習語言學習語言學習:::: 使用感謝、祝福、邀請等社交語。使用泰語、漢語。    

詞彙詞彙詞彙詞彙:::: 「媽媽我愛您」「 母親節快樂」 

準備活動準備活動準備活動準備活動:::: 海報紙、色筆、色紙、剪刀、彩色包裝的各色巧克力等  

 

       活 動 流 程          說         明 

1.教師以彩色紙卡復習「色彩」詞

彙。 

2.以玩撲克牌方式抽問顏色。 

3.答對的得巧克力一顆。 

4.直到每個人都得過巧克力。 

 

5.發下海報紙、色筆等文具。製作

母親節海報。 

6.各組討論製作內容。並決定寫上 

 「媽媽我愛您」或「 母親節快樂」 

或是兩句都寫。 

7.教師巡迴指導。 

8.製作完成,將作品展示給大家看。 

 

9.介紹海報使用的顏色。 

10.接下來介紹自己喜歡的顏色。 

 

11.張貼海報。 

 

1.學生已經學習過課文生字。 

 

2.舉手以漢語搶答。 

3.答紅色得紅色,答綠色得綠色等。 

4.使每個人都有成功的機會,增進

學習興趣,也加深學習記憶。 

5.每組一份共同製作,合作學習。也

從使用色彩當中記住色彩名稱。 

6.個人可以發揮自己專長。構圖、

上色、選擇祝福詞寫在海報上。 

 

7.觀察哪位學生較具有空間智慧。 

8.讚美學生作品,同時讚美最努力

發揮才能的學生。 

9.各組成員都得出列說明顏色。 

10.告訴大家為什麼喜歡。如果漢語

不夠表達可以說泰語 

11.帶回自己班級張貼亦可。 

 

說明: 此活動是課程結束之後的綜合活動,配合泰國節日進行教學。 

(二)  課文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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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五-21   課文學習單 舉例            

連連看   Match 
1. 顏色          hēi sè            6 灰色           huáng sè  
2. 綠色          bái sè            7 藍色           zǐ sè  
3. 黑色          yán sè            8. 黃色          lán sè  
4. 白色          hóng sè           9. 紫色          fěn hóng sè 
5. 紅色          bái sè           10.粉紅色         huī sè  

 

中文、泰文 連連看    Match   

1. 藍色             ( สีดํา)            6. 貓            (หมา) 

2. 粉紅色           (สีเทา)           7.熊貓            (ชาง) 

3. 黑色             (สีฟา)            8.狗            (หมีแพนดา) 

4. 灰色             (สีชมพู)          9.大象           (สัตวเลี้ยง) 

5. 黃色             (สีเหลอืง)        10.寵物             (แมว) 

 

(三) 教學評量: 

1.空間智慧高度發達的學生通常對色彩很敏感(洪蘭,2003)。藉著課文「色

彩詞彙」的學習,引進製作海報的顏色課程,讓具有空間、繪畫智慧專長的

學生展現才能,得到成功的經驗(C.M.Charles,2005 ,金樹人譯),增進其學

習自信心。 

2.從觀察中發現學生在使用色彩方面有較高的表現,繪畫內容略為草率。製

作過程快又合作無間,顯然很有興趣。其他自認為繪畫較沒有才能的學生,

自動在旁協助遞送畫筆、橡皮擦等用具,充分表現了互助合作的精神。 

3.上課有吃、有玩又有畫,學生覺得很快樂。 

4.製作海報可配合泰國各個民族活動而改變內容。 

5.海報的詞句是「媽媽我愛您」「 母親節快樂」 。藉此活動學到「媽媽」

「母親」是同義詞。 

6.後設認知:問學生,你喜歡畫圖嗎?你喜歡設計海報嗎? 使用色彩是你 

的專長智慧嗎?你考慮以後成為畫家嗎? 

(四) 秩序管理: 執行《常規輔導》a,b,c,d。學生表現良好。 

(五) 教學省思:(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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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學生製作的時間不夠,趕在下課前完成,作品內容會很草率。因此遇到

此情形,就必須延續至下 一次上課繼續完成。 

2.從使用色彩中學生很容易就記住色彩的漢語名稱,是教學的好方法。 

3.可以另外製作「我們這一組」的海報,畫上同學並加上一句讚美語。 

    

    

    

七七七七、、、、【【【【    自然教學法自然教學法自然教學法自然教學法內省等等等等智慧教學活動智慧教學活動智慧教學活動智慧教學活動】】】】 

(一) 教學活動  

表五-22  教學活動 

教材來源教材來源教材來源教材來源:::: 體驗漢語第一冊第五課 家庭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聽說讀寫    

單元目標單元目標單元目標單元目標:::: 以書面、口頭方式來表達心裏感受    教學法教學法教學法教學法::::自然教學法 

多元智慧多元智慧多元智慧多元智慧: : : : 內省內省內省內省、語文、視覺空間    

教學環節教學環節教學環節教學環節: : : : 講練、鞏固新內容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 : : 50 分鐘    

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個別談話、以圖畫或文字來表達個人的情緒與事物的反應    

活動設計思考活動設計思考活動設計思考活動設計思考:::: 如何喚起個人感覺、自我對話的機會?    

語言學習語言學習語言學習語言學習:::: 以書面、口頭方式來表達心裏感受。使用泰、漢語。    

準備活動準備活動準備活動準備活動:::: 學習單、 個別談話題庫 

  

(1). 以書面表達心裏感受 ,學習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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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wǒ 的 de 心 xīn 情 qíng  

當 dā ng （           ）的 時 shí 候 hòu 我 很 hě n 高 gā o 興 xī ng  。 

這 zhè 時 shí 我臉 liă n 上 shàng 的 de 表 bi

ă o 情 qíng 像 xiàng 這 zhè 樣 yàng  

我的心 xī n 變 biàn 成 chéng 這 zhè 種 zhǒng 顏

yán 色 sè  

 

 

 

 

當（            ）的時 shí 候 hòu ,我 wǒ 很 hě n 生 shē ng 氣 qì 。 

這 zhè 時 shí 我臉 liă n 上 shàng 的 de 表 bi

ă o 情 qíng 像 xiàng 這 zhè 樣 yàng 

 

我的心 xī n 變 biàn 成 chéng 這 zhè 種 zhǒng 顏

yán 色 sè  

  

 

 

 

當（            ）的時 shí 候 hòu ,我 wǒ 很 hě n 難 nán 過 guò  

這時我臉上的表情像這樣 這時我的心變成這種顏色 

 

 

 

 

 Name: 

活動過程: 

    教師先取出一張完成的學習單,並將喜怒哀樂的表情畫在白板上,學生

馬上明 白學習單的內容,現在要做甚麼事。以書面方式來表達自己心情。問

一問學生是否願意分享他的內容,不必勉強。不會寫的字,可以寫泰文,但是

要向老師解釋一下。 

 (2). 一分鐘內省 

    在上課、討論或其他活動中,撥出一分鐘給學生有內省或「暫停」的時

間。一分鐘內省時間,給學生消化所吸收的知識,同時也幫助學生為下一項活

動做好準備。一分鐘內省時,不可以說話,只能思考所聽到、學到的內容並保

持肅靜。另外,在學生上課表現浮動開始躁動時,也請學生閉上眼睛,保持安

靜,給予一分鐘的安靜內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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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個別談話     

 

圖五-1  題庫如下:                   

 
             圖形參考(樂大維、謝臥龍,2007,p.10) 

(二) 教學評量: 

1.內省的策略是要讓學生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2.研究者教學的主要範圍是個別輔導,協助學生學習,並建立自尊。 

3.安排時間與學生個別談話。 

4.學生喜歡老師私下約談,如果尚未輪到,就會不斷詢問時間。也會打聽 

  老師跟你說了甚麼?送給你甚麼禮物? 

5.與老師約談之後,覺得受到老師看重又被了解,學習態度轉變很快。 

6.約談學生,以上課行為較偏差者為優先。沒有特定主題,只是邀請學生到 

宿舍或是校園涼亭, 以話家常的方式一面談天一面吃點心。目的是與學生

拉近距離,使學生感受到老師對他關心。隨著約談、聊天的次數增加, 

學生自然地說出心裏的話。因此,研究者得知大部分學生埋怨家長不關 

心,也不喜歡枯燥的上課方式,更討厭繁多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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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秩序管理: 執行《常規輔導》a,b,c,d。合作學習有酬賞的管理制度,

學生表現良好。 

(四) 教學省思: (日誌) 

1.學生喜歡被約談,但是 H 與 G,只約談過一次之後,因常被導師差派執行其

他事務而無法在第八節課來談話。因此,必須另外安排時間,學生覺得失去個

別談話就是失去一次得獎的機會,非常可愛。    

2.與學生晤談,學生口語能力增強,老師的泰語也更流利,,一舉兩得。 

3.另外再編寫簡易之「寫信」格式樣本,學生依照格式寫信給老師、同學, 

  寫出學習漢語的心得,簡短即可。 

    

八八八八、、、、【【【【    自然教學法自然教學法自然教學法自然教學法自然觀察等等等等智慧之戶外教學活動智慧之戶外教學活動智慧之戶外教學活動智慧之戶外教學活動】】】】舉例舉例舉例舉例    

(一) 教學活動    

   表五-23  教學活動 

教材來源教材來源教材來源教材來源:::: 體驗漢語第八課 動物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 : : 聽說讀寫    

單元目標單元目標單元目標單元目標: : : : 觀察校園裏的動、植物,學習漢語 

          的名稱,增加生活語彙。    

教學法教學法教學法教學法:::: 自然教學法    

多元智慧多元智慧多元智慧多元智慧: : : : 自然觀察自然觀察自然觀察自然觀察、語文、視覺空間    

教學環節教學環節教學環節教學環節: : : : 講練新內容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 : : 50 分鐘    

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戶外教學, 校園花木的觀察    

活動設計思考活動設計思考活動設計思考活動設計思考:::: 如何描述自然環境?    

語言學習語言學習語言學習語言學習:::: 以書面、口頭、繪畫方式來描述。使用泰、漢語。    

準備活動準備活動準備活動準備活動:::: 預備校園花木的照片、學習單    

 

      活 動 流 程        說        明 

1. 先看 ppt 照片。 

 

2.問學生校園哪一個角落可以找到 

3.問學生花木之泰語名稱。 

1.以投影方式將預備好的照片給學

生看使學生明白今天的任務。 

2. 舉手回答。 

3. 大家一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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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問學生想知道漢語的名稱嗎?發

下學習單。 

5.讀學習單。 

6.到室外觀察,直到下課。 

    (另一節課) 

1.寫學習單 

2.畫圖 

 

4.自己先按照漢語拼音讀內容。 

 

5.跟老師讀,同時寫下泰文名稱。 

6.帶著學習單,排隊安靜地出教室。 

 

1.以漢泰對照方式填寫。 

2.畫花、樹木各一種。並寫出漢泰

名稱。 

說明: 盡量使用第七節(最後一節課)實施戶外教學。 

 

(二)  教材內容   

表五-24  教材內容 

   認 rèn 識 shì 校 xiào 園 yuán  

 

            A. 花 huā    

 

1. 蘭 lán 花 huā   

2. 茉 mò 莉 lì 花 huā   

3. 軟 ruă n 枝 zhī  黃 huáng 蟬 chán  

4. 沙 shā  漠 mò 玫 méi 瑰 guī   

5. 九 jiŭ  重 chóng 葛 gě   

6. 雞 jī  蛋 dàn 花 huā   

 

B. 樹 shù 木 mù   

 

1. 鳳 fèng 凰 huáng 木 mù  

2. 羅 luó 旺 wàng 子 zi 樹 shù  

3. 黃 huáng 金 jī n 雨 yŭ  樹 shù  

4. 紅 hóng 樹 shù 林 lín  

5. 椰 yé 子 zi 樹 shù  

6. 木 mù 麻 má 黃 huáng  

 

      教材說明 : 依照校園裏的花草樹木選項來編寫教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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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習單(1)             

 

表五-25    畫出你喜歡的花木 

                     

 

 

 

 

 

     

      學習單(2)              

    表五-26   寫上花木漢泰文名稱 

學習單                       Name: 

 

請 qǐng 寫 xiě  上 shàng 泰 tài 文 wén 名 míng 稱 chē ng: 

 

1.蘭 lán 花 huā                                             

2.茉 mò 莉 lì 花 huā                                        

3.軟 ruă n 枝 zhī  黃 huáng 蟬 chán                           

4.沙 shā  漠 mò 玫 méi 瑰 guī                                

5.九 jiŭ  重 chóng 葛 gě                                     

6. 雞 jī  蛋 dàn 花 huā                                      

7.鳳 fèng 凰 huáng 木 mù                                  

8.羅 luó 旺 wàng 子 zi 樹 shù                              

9.黃 huáng 金 jī n 雨 yŭ  樹 shù                             

10.紅 hóng 樹 shù 林 lín                                   

11.椰 yé 子 zi 樹 shù                                      

12.木 mù 麻 má 黃 huáng                                 

 

(四)  教學評量: 

1.預先告訴學生有室外教學時,學生大感意外與驚奇。 

2.雖然室外天氣酷熱,學生還是樂此不疲。不但排隊整齊,還會輕聲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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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因事先已經承諾,若秩序良好將會多安排室外教學。 

3.此次活動發現「軟枝黃蟬」無人知道泰文名稱,因此共同決定暫時稱它

為「黃花」 (lou -măi –xí –liáng )。 

4.此活動是將實際生活場景列入漢語學習,使學生能說出校園花木的漢語

名稱,增加生活語彙也提升學習興趣。 

5.此單元評量口語能力,能說出花木漢、泰的名稱。 

6.後設認知: 問學生,你知道了花木漢語名稱了,它開的花是甚麼顏色? 相

同的樹木在校園有幾棵?看看誰觀察得較仔細。 

(五) 秩序管理:  

1.採用合作學習法的酬賞方式,以小組成員的力量彼此約束行為,以達到 

  教學目標。 

  2.表現良好就多安排戶外教學。 

(六)教學省思:  

  1.雖然是使用第七節,也就是最後一節上戶外課,還是非常炎熱。學生不 

   敢喊熱,可見戶外教學多麼有吸引力。只好每看完一區,就躲進附近的 

   涼亭乘涼,無形中也拉近師生之間的距離,女學生會來抱老師說:老師  

   我很喜歡妳。 

  2.在戶外學習學生心情放鬆,需要常常反問學習單內容,以免打混。 

  3.利用戶外課可以編寫以「五感」為基礎的學習單,增進溝通表達的能力。 

    例如: 看—校園的花一共有幾種顏色? 聽—校園中可以聽見幾種聲音? 

    嗅—幾種花有香味?你喜歡嗎? 味—羅望子與香蕉,哪一個較甜?觸— 每 

    一種葉片摸起來都一樣嗎?哪一種較光滑?  

 4.請學生假日返家,帶來自家附近的花木小葉片,練習以漢語介紹,不會說 

   的詞彙就說泰語。(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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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多元智慧論對於教育最大的貢獻，並不在於拓展了另一種對智力的解釋

方式，也不在於診斷學生的「優勢智慧」到底在哪裡，而在於「它提出教師

需要超越課堂上原來使用的典型語言和邏輯教學方法，並擴展他們自己所擁

有的技術、工具和策略。」(李平/譯，1997) 

 在實際的課程規劃上要把八項智慧都納入每一份課程設計中並不容。研

究者將多元智慧融入漢語教學活動中,是想藉著多樣化的『動態』教學活動,

使學生動起來學習,來替代其動起來吵鬧的習慣,以符合青少年的性格特

質。伴隨著的常規輔導法則與獎勵制度,引導學生在輕鬆和諧的氣氛中,抱著

濃厚的興趣自動自發地參與學習活動。 

    以多元智慧理論為依據擬定教學大綱內容,教學過程學生有唱歌、畫

圖、遊戲以及各種獎勵品,漢語課成了期待中的課程。以泰語為過渡式雙語

教學,協助學生 L1 與 L2 的互動與轉換,所以有助於進行有意義的學習。以

學生母語進行教學,教室裡是學習動機高而焦慮低的環境,提供可以理解的

輸入語言,師生之間輕鬆無壓力的對話,更能安心學習漢語。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學習評量之實施學習評量之實施學習評量之實施學習評量之實施        

    學習評量除了平時上課時的隨堂成績(真實評量)之外,還有期中考與期

末考的紙筆測驗。紙筆測驗採取的原則: 

1.以泰語為過渡式雙語進行漢語教學,TSC 所使用的教科書,也是將生

字以漢泰對照方式陳列。因此,紙筆測驗就以漢泰對照方式呈現較多。 

2.由於教科書是簡體字,研究者每上一課就另外編寫正體、簡體對照的

生字學習單進行教學。紙筆測驗時,寫簡體或是正體字自由決定,只要寫對就

可得分。 

3.為了不增加學生壓力,致使學習漢字生畏,所以盡量使用連線方式,只

要學生認得那個字,就能輕易地做出答案。學習評量之實施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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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平時分數平時分數平時分數平時分數((((真真真真實評量實評量實評量實評量)))) 

研究者對於學生的學習評量,以真實評量為重。隨堂記錄學習情形而加

以評分,包括聽、說、讀、寫四個項目。TSC 對於學生學期成績的統計是,平

時學習分數加上期中考佔 80%;期末考試佔 20%,也是著重在平時的學習評

量。 

  (一)、  聽、說、讀、寫的評量方式如下: 

   每一節課將表格張貼在紙板上面,放置於於白板右邊,公開紀錄學習成績 

評量表如下: 

      表五-27    CLASS TEST RECORD  M4   2008       

Name A  B  C  D  E  F  G  H  I  J  K 

Date  日期  / / / / / / / / /  /  / 

Dict   聽寫 20%            

Conv  會話 20%            

Read  讀書 20%            

Write 習作 20%            

quiz   小考 20%            

Prom   加分            

(二)、評量內容如下: 

 1.聽的評量:  聽寫拼音、詞彙、聽指令做動作。 

 2.說的評量:  課文內容對話、語詞替換、語詞漢泰替換。 

 3.讀的評量:  課文、詞彙。 

 4.寫的評量: 學習單、習作簿。 

 5.計分方式: 

    A—90 以上; B—80 以上; C—70 以上;D—60 以上;E—不滿 60 

 6.加分方式:  

   個人: 1.上課參與學習 2.寫加分作業 3.當小幫手。 

   小組: 1.合作學習團體加分。2. 合作學習團體酬賞。 

(三)、個人得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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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問答答對 2.幫助同學 3.完成學習單與習作。 

每週有六節課,共有六份評量紀錄。把當週分數加起來除以六,就是本周的成

績 。 

    

二二二二、、、、紙筆測驗紙筆測驗紙筆測驗紙筆測驗    

 (一)、 平時測驗卷 

表五-28    平時測驗卷 舉例               
 

一、翻 fān 譯 yì ( translate )  :  

      

 1.你想吃什麼 ?                 泰:                         

     2 我想吃米飯和魚 。            泰:                          

     3 我喜歡穿紅裙子。             泰:                          

     4. คุณอยากซ้ืออะไร   ?          中文:                        

     5.กระโปรงตัวน้ีราคาเทาไหร ?     中文:                         

 
二、 連連看 Match  

 

     1. เส้ือผา                            貴 guì  

     2.กระโปรง                          衣 yī  服 fu  

     3.แพง                             裙 qún 子 zi  

     4. ปน้ี                             運 yùn 動 dòng 鞋 xié  

     5.ใส                              昨 zuó 天 tiā n  

     6. เม่ือวาน                         今 jī n 年 nián  

     7.รองเทากีฬา                       穿 chuā n  

說明: 上完一課之後進行測驗,以了解學生學習狀況。為減輕學生壓力,以連

線條方式來替代寫字。另外,泰國學生有「作弊是互相幫助」的觀念,所以必

須出梅花卷,否則無法測出學生真正的程度。 

 

(二)、期中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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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29  期中考卷簡要舉例               

 

一.請選出正確的拼音（Please choice correct pinyin.） 

   1.(   )雨傘○1 yŭ  să n  ○2 yŭ  sā n  ○3 yŭ  shàng  ○4 yù shā n   

   2.(   )眼鏡○1 yā n jìng  ○2 yă n jìng  ○3 yàn jǐng  ○4 yā n jī ng    

   3.(   )錢包○1 qiàn bào  ○2 qiā n bă o  ○3 qián bā o  ○4 qiàn bă o  

    

二 填 tián 填 tián 看 kàn   (To fill the blank)  

   1.我 wǒ 愛ài 吃 chī               

   2.我 wǒ 愛ài 喝 hē                

   3.我 wǒ  喜 xǐ 歡 huā n 養 yă ng             

   4. 我 wǒ 有 yǒu 一 yī 個 ge 朋 péng 友 yǒu   名 míng 字 zi 是 shì              

   5. 我 wǒ 星 xī ng 期 qí 一 yī  學 xué                                         

 

三. 畫 huà 圖 tú (To design) :  《六 liù 六 liù 大 dà 順 shùn》 

 

期中考卷說明: 

  期中考紙筆測驗內容必須與平時測驗內容形式相差不多。泰國學生活潑好

動,學得快忘得也快,如果出現不曾練習過的題目,大多是略過不作答。也必

須出梅花卷,以防止作弊。將泰文翻譯成中文,是學生最害怕的題式,原因是

必須寫很多漢字,因為忘得快,常常忘記某個字要怎麼寫。因此期中考省略此

項目。加考詞彙或成語畫圖,是給予加分機會,也增加趣味。由於上課常規尚

未達到理想,雖然考前已經練習過類似題目,仍然有幾位表現不理想的。TSC

期中考試由各科教師自行擇日舉行,算是平時考之一。 

表五-30  期中考 M4 紙筆測驗成績: 平均: 73.6 標準差:13.05  

名字  A  B  C  D  E  F  G  H  I  J 

得分  86  52  80  52  86  86  60  82  76  76 

分析:  1. 期中考試題目很簡單,與學習單差不多。  2. B 、D 、G 三位表

現較差。初接任此班時,這三位上課說話最大聲,也喜歡走動。3. I 常常溜

出教室,級任說他 M1~3 就如此。有 76 分的成績,表示其頭腦不錯。 

 

(三)、期末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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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五-31   期末考卷簡要舉例         

  

一、連連看    Match   

1. 藍             球               2.年              匙 

 

   籃             色                 鑰              輕 

 

二. 填空   To fill the blank.   

1. 我媽媽             是老師。   (不     沒有) 

2. 你的書在                。   (這      這兒) 

 

三、 寫中文  Write the vocabulary.  

 Māo    Gǒu   Dòng     Wù    Xǐ   huān  

 

 

  o    o    o   

 

四、放在正確的位置    To put in correct place. 

1.(     ) A 手機 B是 C白色 D。      ( 的 ) 

2.(     )A 你 B 媽媽 C 年輕 D!        ( 好 ) 

 

五、連連看    Match   
1. 顏色          hēi sè            3. 灰色           lán sè 
2. 黑色          yán sè            4.藍色           huī sè 

 

六、中文、泰文 連連看    Match   

1. 藍色           (สีชมพู)  3. 大象             (หมีแพนดา) 

2. 粉紅色          (สีฟา)   4.熊貓               (ชาง) 

 

七、選對的「ˇ」 Which one is correct? answer「ˇ」. 

1. มีเพื่อนสองคน 

(     )二 èr 个 ge 朋 péng 友 yǒu              二個朋友 

(     )两 liăng 个 ge 朋 péng 友 yǒu            兩個朋友 

(     )双 shuāng 个 ge 朋 péng 友 yǒu          雙個朋友 

2. ตะเกียบหนึ่งคู 

(     )一 yì 双 shuāng 筷 kuài 子 zi           一雙筷子 

(     )两 liăng 只 zhī 筷 kuài 子 zi            兩隻筷子 

(     )一 yí 对 duì 筷 kuài 子 zi              一對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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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翻 fā n 譯 yì 中文 :  

1. ตอนน้ีก่ีโมง ---  

2. เขียนการบาน ---   

3. หองสมุด--- 

 

期末考卷說明: 

   TSC 規定期末考試卷的分量要多,讓學生寫超過五十分鐘以上才可以繳

卷。雖然如此,研究者還是盡量出連線(Match)的題目。除了減輕學生壓力,

免造成厭倦學習之外,也是為了避免學生以繳白卷的方式來自我放棄。如果

當次考試以翻譯為主,考試前一定要反復練習,以出八題考五題等方式,否則

學生也會以放棄的方式繳白卷。 

   考其他內容,也需要分次分段出類似的題目以學習單方式事先練習,題目

不可以太難。學生從反覆練習中不知不覺加了深印象也就達到教學目的了。

因為學生不會自動學習、復習功課,教師就必須幫助他們復習。TSC 學校採

取的原則也是如此,依學生的能力進行教學,一本教科書一學期教不完,可以

延伸至下一學期繼續教,沒有固定不變的進度要求。 

 

表五-32   期末考 紙筆測驗成績: 平均: 70.4  標準差: 9.83  

學生  A  B  C  D  E  F  G  H  I  J 

得分  80  70  60  60  67 85  80  67  55  80 

20% 16 14 12 12  13 17 16  13 11 16 

 

分析: 1.期末考紙筆測驗內容較難,因此平均分數比期中考低。 

      2. B 、D 、G 三位確有明顯的進步,尤其是 G 學生。 

      3.E、H 兩位是乖巧的學生,因常被級任派去出公差而影響課業。 

      4.學生 I,這次成績最不理想。但是已經減少外出次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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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總結性評量總結性評量總結性評量總結性評量            

    總結性評量主要在評估教學單元所列教學目標達成的程度，以及檢討所

用的教學方法是否適當有效，並且評定學生的學習成果。評量不是只看學生

的缺點或弱處，而是要找出其學習優勢。(黃國禎,2007) 

  研究者對學生的學習評量依照TSC教務處的規定,以平時成績加期末考

成績計算。平日上課的真實評量,依照多元智慧教學活動記錄學習成績,每一

位學生依照其學習優勢,都有成功的機會,並且得到適時的肯定與鼓勵。各小

組合作學習的表現,也以團體酬賞的方式評量與肯定。 

 

(一).平時成績 +期中考=平時總分   

表五-33    平均: 61.2  標準差:4.30                    

學生  A  B  C  D  E  F  G  H  I  J 

總分 171/200 140/200 153/200 146/200 168/200 160/200 136/200 155/200 147.5/200 158/200 

80%  68 56 61 58 67 64 54  62  59 63 

 

(二). 平時總分+期末考 =學期總評量 

表五-34     總平均: 75.3  標準差: 5.216               

學 生  A  B  C  D  E  F  G  H  I  J 

平 時  68 56 61  58 67 64 54  62  59 63 

期末考 16 14 12 12  13 17 16  13 11 16 

得 分  84  70  73  70  81 81  70  75  70  79 

等 第  4  3  3  3  4  4  3  3.5  3  3.5 

說明: 

平日上課的真實評量分數加上期中考得分之和,就是平時總分。標準差

4.30,表示學生學習成就差距不大。學期總評量是平時總分加上期末考分的

和,標準差 5.216,比期中考差距高一些,顯示期末考紙筆測驗分數有稍大的

差距。但是大部分個別的得分都有提升,在得分提升之情形下,標準差些許的

差距也顯示學生的同質性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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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常規輔導之實施常規輔導之實施常規輔導之實施常規輔導之實施 

    課室常規之擬定,研究者依據(C.M.查理士,2005,p.304)提醒教師注意

的要點: 1.學生需要常規 2.教師是建立常規最重要的靈魂人物 3.建立行

為常規最好的方法是以身作則 4.常規與教學相輔相成。也提醒教師預防措

施更勝於補救措施。李‧肯特(Lee Canter,2005,p.304)堅持的兩項教室內基本

權利: 1.學生有權在一個溫馨關照的環境中學習 2.教師也有權在一個不受

干擾的情境中教學。不只學生需要常規,教學工作也少不了。研究者依照以

上兩位學者的觀點配合泰國學生特質,以及學校行政支持系統與學生共同擬

訂課室規則。 

(一)、課室公約:     

   1.上課前先唱歌或讀課文。     2.上課不走動、不交談。 

   3.發問要舉手,不可以插嘴。    4.要完成作業。 

(二)、獎勵制度:   實施《星星禮物》 個人與團體酬賞。 

   1.每節課一開始,人人先發給五顆星畫在白板上,因此每位都是五星上 

將。上課前讀課文或唱歌,可先發一份小禮物。      

   2.達成規定之學習,可加星星一顆。未遵守公約扣星星一顆。 

3.專人紀錄星星。累積 50 顆公開頒發一份神秘禮物。    

   4.一週當中小組無人被扣星星,全組可受老師招待一次。  

   5.任何人無故缺席不上課,當週所得星星歸零重計。   

     表五-35  獎勵制度記錄表 

Date   日期  / / / / / / / / /  /  / 

  名   字 �5 �7 �5 �5 � � � � � � � 

  名   字 �5 �5 �6 �3 � � � � � � � 
  

(三)、小團體制約 

    1.以小組方式上課,團體酬賞。2.提供成功機會, 以自己的專長在小 

      組中發揮。3.避免不悅情緒,每人都有表現的機會。 

(四)、真實評量登記表 

      每一節課將表格張貼在紙板上,放置於教室前面,公開紀錄學習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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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督促學習並控制常規。此表格對於研究者常規管理居重要的地位,與『星

星禮物』相輔相成。激發學生專注於學習,不僅提高個人學習效果,減少閒

談、擾亂等活動,也使教學更加順暢。教學與常規二者無法分開,關係極為密

切。有好的常規才有好的教學;有好的教學才能達到教學目標。 

真實評量表格如下:  

                      

       表五-36   CLASS TEST RECORD   M4 ,2008   

Name A  B  C  D  E  F  G  H  I  J  K 

Date   日期  / / / / / / / / /  /  / 

Dict   聽寫 20%            

Conv  會話 20%            

Read   讀書 20%            

Write  習作 20%            

quiz   小考 20%            

Prom   加分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1.以小組酬賞方式激發榮譽心,互助合作守規矩來爭取更多的獎品。 

2.以小團體力量來制約成員行為,期望學生能跨越「他律」的鴻溝,到「自

律」的程度,使教師不必花太多精力在管理秩序上,可以專心教學。 

3.以公開記錄成績方式來激勵學生做良性的競爭,也讓學生知道老師沒有

偏心。   

4.依照多元智慧教學活動記錄學習成績,每一位學生依照其學習優勢,都

有成功的機會,並且得到適時的肯定與鼓勵。學生為了爭取分數與獎品,

自動自發地參與學習活動,早已忘記喜歡交談與到處走動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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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 
    本研究之目的是在探討 TSC 高中漢語教學「課室經營」,教學管理與常

規輔導的有效策略,以及課堂活動設計配合多元智慧之可行性。研究者以一

個學期的時間進行教學實驗,茲就研究所得提出本研究之發現。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教學實驗結果評估教學實驗結果評估教學實驗結果評估教學實驗結果評估 
 
一一一一、、、、教學成效的評語教學成效的評語教學成效的評語教學成效的評語 
    研究者的教學法以及課程設計活動成效如何,不宜由研究者主觀評定。

得由學校主管與學生等的角度來檢測評量。TSC 不似大學有學期末對教師教

學的具體評估。因此,研究者只能從教學現場的主管、同事、學生之言談中,

簡要紀錄他們對研究者的評語。 

A、主管 

   J: 「你教學有忠心,我代表學校謝謝你的協助。2008 年 12 月,一位董事

會主管在中文教師聚會時當眾對研究者的評價。」 

 B、教師 

  助理 1:「 陳老師,當你的學生真好。學校派我來協助管理秩序,我看到學

生都很乖。將向學校報備,不來了喔!」(高一助理教師) 

  助理 2: 「我看學生越來越用心學習,往後我就不定時來教室了。你對學

生真好,給他們許多獎勵品,學生很喜歡上你的課。」(高二 B 班助

理教師) 

  教師 3:「 你的學生好乖,課前會先唱歌,而且不會遲到。今天,才上樓我

就聽到他們在讀課文等你來。」 

   教師 D:「 妳採取戶外教學,好棒喔!學生好幸福。」 

C、學生 

    1: 老師,我的同學在另一班上漢語,他說很羨慕我們這班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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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老師,我很喜歡你教我們。」 

3: 「老師,每節課我都要幫妳提籃子,我很喜歡上漢語課。」 

 

    泰國文化,人與人之間互動溫和有禮,不會當面批評或是指出缺點。如果

有任何缺失,大部分是私下說明。研究者未曾被私下糾正過甚麼事,所得到的

資訊與評價都是正面的肯定。但是,研究者自我省思,在課後輔導方面做得不

夠徹底。雖然曾經約學生輔導課業,學生因為其他活動,例如運動會練舞等,

而無法接受輔導,事後也就沒有再追蹤輔導,這方面是做得比較不理想,值得

改進的。 

二二二二、、、、    學生成績的平均數學生成績的平均數學生成績的平均數學生成績的平均數   
  
表六-1  期中考紙筆測驗成績如下: 平均數: 73.6 標準差:13.05  

名字  A  B  C  D  E  F  G  H  I  J 

得分  86  52  80  52  86  86  60  82  76  76 

 

表六-2   期末考紙筆測驗成績如下: 平均數: 70.4  標準差: 9.83  

學生  A  B  C  D  E  F  G  H  I  J 

得分  80  70  60  60  67 85  80  67  55  80 

20% 16 14 12 12  13 17 16  13 11 16 

 

 

表六-3  平時成績 +期中考=平時總分 平均數: 61.2 標準差:4.30  

學生  A  B  C  D  E  F  G  H  I  J 

總分 171/200 140/200 153/200 146/200 168/200 160/200 136/200 155/200 147.5/200 158/200 

80%  68 56 61 58 67 64 54  62  59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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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4  學期總評量 總平均數: 75.3  標準差: 5.216     

學 生  A  B  C  D  E  F  G  H  I  J 

平 時  68 56 61  58 67 64 54  62  59 63 

期末考 16 14 12 12  13 17 16  13 11 16 

得 分  84  70  73  70  81 81  70  75  70  79 

等 第  4  3  3  3  4  4  3  3.5  3  3.5 

   學生期中考標準差 13.5、期末考標準差 9.83、以及期末總成績的標準差

5.216,可以看出從 13.5 發展至 5.216。學生一路走來,成績差距越來越小,

表示學生的學習程度越來越平均,群體的同質性越來越高。 

 
三三三三、、、、教學輔助器之評估教學輔助器之評估教學輔助器之評估教學輔助器之評估    

   研究者自 2007 年 11 月到 TSC 任教起,就一直使用共同教室上課。教室內

沒有電化教學設備,研究者自備手提電腦一部,需要多媒體教學時,就向設備

組申請借用投影機。學校有十部左右的投影機,必須輪流使用,若需要使用,

必須提早登記。因為每一次分配到的投影機型號不一定相同,所以都必須花

上一些時間來調整或適應;甚至有時候機型與電腦不相容,無法使用,致使教

學計劃必須臨時更改,大大地影響師生上課的心情。為此之故,其他教師也就

盡量不使用投影機來教學,以免耽誤上課時程,這是非常可惜的。 

    另外,電腦教室裏的電腦採用中國大陸的輸入法。只要輸入漢語拼音,

不必輸入調號,就能從選單裡選出需要的字,也沒有正體字的選單。因此,生

字詞彙教學之後的打字練習,學生無法加強調號的學習,也無法熟練正體字

的辨認。 

    教科書「體驗漢語」,高中課文的 CD 片,學校說因為製作單位尚未製作

而無提供。所以,課本裡的聽音練習,教師就必須另外想辦法自行解決。 

    教室活動所要使用到的材料,開學第一週學校就以科別一起發下,各科

分別收藏。因為分量有限,所以若不夠使用時,教師就必須自己補充。自己買

材料、學生獎勵品時最大的問題是交通工具。校門距離當地交通工具的「雙

條車」站必須步行 15 分鐘,之後再搭車 40 分鐘才能到購物中心。回程提著

重重的物品,再走 15 分鐘回學校。如果學校能提供更充足的材料,教學會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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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與順暢。 

    因為無專屬的教室無法教室佈置,教室內也沒有磁鐵板,學生作業、習作

成品無法展示,因而減少了潛在教育與文化薰陶的機會。學生也失去展現自

己學習成果的機會。 

    TSC 學校設備與泰國其他學校相比已經是非常不錯的學校。隨著漢語學

習的學生越來越多,最需要馬上擴充的是電化教學設備,最好是規劃電化漢

語專科教室。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節節節節  教學與常規輔導評鑑教學與常規輔導評鑑教學與常規輔導評鑑教學與常規輔導評鑑 

 評鑑是一種有系統的、正式的、繼續的歷程;它在描述、蒐集和分析有

用又客觀的資料,並將這些資料轉換成資訊,提供教師價值的衡量,並做反省

檢討,以激發教師自求改進的動力(盧富美,2002,p.115)。另外,評鑑乃是決定

教學與學習是否適切的歷程,而評鑑始於問題的分析,這是教學發展和評鑑

既重要且基本的步驟(引自孟慶明,2008,p.116)。在完成一學期的以多元智慧

理論擬定教學大綱,以泰語為過渡式雙語進行教學並以常規輔導為輔的課室

經營之實驗。研究者從實際的教學中了解到問題的癥結,檢討如下: 

    

一一一一、、、、教學之檢討教學之檢討教學之檢討教學之檢討    

    
(一)、語文智慧 

【溝通交際式教學法配合語文智慧之課室活動】 

    學生學得快也忘得快,在互相溝通時受限於語料不足而說得簡短。為了

增取獎勵而不斷舉手出場。雖然給予多說的機會,但因不能重複內容而變成

胡鬧。 

�改進方式: 平時多給學生複習詞彙卡增加語彙;或是提供與生活實際相關

的語料學習單,增進溝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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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邏輯數理智慧 

   【自然教學法配合邏輯數理智慧之課室活動】 

   量詞二、兩、雙、對、副的學習單是研究者花了一番功夫才完成的。讀

起來有一點節奏感,所以學生很有興趣。但是因為是額外的教材,也有一些難

度,因此只要求學生讀得通暢即可。這方面的缺點是,教師編教材花太多時間,

還要打泰文對照,是很辛苦。若不多復習,形同囫圇吞棗。 

優點是,學生可以增加大量語彙,充實溝通的語料。學習評量以選擇題方

式呈現,是要降低焦慮。 

�改進方式: 量詞的教學,就以課本內遇到的進行教學或擴展,免增負擔。或

是改換成歌唱:數青蛙等。可以多蒐集有關數字的歌曲,配合教學。 

 

(三)、肢體動覺智慧 

  【整體行動反應法配合肢體動覺智慧之課室活動】 

   動態遊戲式的教學,學生興趣非常濃厚,樂此不疲,希望反復多玩幾遍。

教室內笑聲不斷 ,雖然請學生注意安靜,還是會影響到隔壁班上課是一大缺

點。另外是教室空間小,活動內容受到限制。因有獎勵制度,所以學生不會四

處亂跑。 

�改進方式:  改在戶外,樹蔭下或是其他陰涼之處進行教學。也可以較大的

活動,例如:教太極拳等基本動作,可以學到更多命令句。 

 

(四)、音樂智慧 

  【溝通教學法配合音樂智慧之課室活動】 

   本課藉著歌唱遊戲,使用學過的課文內容進行溝通,遊戲當中秩序是亂 

中有序,大家都玩得很起勁。尤其是台下自動伴奏、以啦啦隊手勢加油助 

興的情景充分表現出同樂的歡喜。學生希望老師多教一些好聽的歌,配合 

動作來玩遊戲。教補充歌曲時,需要事先將歌詞翻譯成泰語,有時會遇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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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如何翻譯的情況。 

�改進方式:   配合學生喜歡唱歌、表演的特性,可以考慮將泰語兒歌翻譯成

漢語來唱,再請學生自己編動作,增添學習趣味。遇到不知如何翻譯時,就以

英語翻譯。 

 

(五)、人際智慧 

   【合作學習法配合人際溝通教學活動 】  

    此活動在贈送卡片時實際學習使用社交語,達到人際溝通目的。共同構

圖、製作、決定祝福詞的過程,各小組成員可發揮自己的才能,得到讚美。缺

點是,有寫錯字的情形。因為字型筆畫多忙中有錯,所以必須重新製作一次。

另外,不知是否每一位都將獨自做的卡片送出。 

�改進方式: 

   1.筆畫過多的字,改寫簡體字或是直接寫拼音,以免學生懊惱。 

   2.追蹤詢問學生,是否都將卡片送出了。 

 

 (六)、視覺空間智慧 

    【合作學習法配合視覺空間智慧課室活動】 

    藉著課文「色彩詞彙」的學習,引進製作海報的顏色課程,讓具有空間、

繪畫智慧專長的學生展現才能,得到成功的經驗。學生也充分發揮合作精神,

共同為小組努力。缺點是,海報製作以後無處張貼。因為是使用共同教室,

無法佈置教室。還有,製作海報的材料太少而難以發揮才藝。材料由研究者

提供,學校附近文具店能買到的只有海報紙、彩色筆、粉彩筆。 

�改進方式: 

1. 發給學生帶回自己班上張貼,或是貼在教師休息室,使作品有更多人 

欣賞。 

   2.請學校增添採購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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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內省智慧 

   【自然教學法配合內省智慧教學活動】 

    研究者教學的範圍有個別談話, 安排時間與學生個別話家常。學生覺得

受到老師看重又被了解,因此喜歡常被安排。雖然沒有固定話題,卻是圍繞著

他的家人、喜好、功課等內容,以更多了解他及他的家人。缺點是,有些學生

常被出公差,約不到人,因此,約談次數不太平均。要注意的事項是,男學生不

要帶進宿舍,除非有女學生陪伴,停留時間也不可以太久。個別談話的輔導基

要條件包括了真誠、尊重、同感, 以使輔導產生成效,也促使當事人改變和

成長。 

�改進方式: 

    常出公差的學生利用下課時間與他聊天;或是由他自己安排合適的時間,

告訴老師之後另行安排談話。 

 

(八)、 自然觀察智慧 

【自然教學法與自然觀察智慧配合之戶外教學活動】 

室外教學時雖然室外天氣酷熱,學生還是興致勃勃。但是太陽實在是太

大,所以看完一些花木就必須躲進涼亭休息一下。學生們在觀賞花木之後,

自動在草地上跳起舞來,充分顯現了青春活潑的氣息。如果與肢體動覺智慧

之教學活動配合,應該可以使學生更快樂。 

�改進方式: 

     試著與肢體動覺智慧之教學活動配合,進行教學。 

 
二二二二、、、、教學活動檢討整理成表格教學活動檢討整理成表格教學活動檢討整理成表格教學活動檢討整理成表格  

   以上教學活動檢討,從實際的教學中了解到問題的癥結,將之整理成表格,

表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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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5      教學活動檢討表格 

智能 教學活動       教學問題   改善方案 

 

語文 

‧詞彙教學 

‧形聲字教學 

 

‧多媒體器材不足;無磁鐵板 

‧器材發生故障時,導致學生

精神不集中。 

‧向學校反映問題 

‧複習舊的詞彙卡 

 

數理－ 

邏輯 

 

‧量詞教學 

‧數字歌曲 

‧內容多,若不多復習,形同囫 

  圇吞棗。 

‧補充教材太多時,造成學生 

負擔。 

‧以課本內的量詞 

進行教學 

‧多蒐集有關數字的 

  歌曲,配合教學 

音 樂 ‧配合課文 

  吟誦童謠 

‧歌曲需要翻譯成泰語,有時 

不會翻譯。 

‧以英語解說 

‧以動作表達 

視 覺 

空 間 

‧海報製作 ‧材料太少而難以發揮才藝 

‧無處張貼。 

‧請學校增添採購 

‧貼在教師休息室 

肢體－ 

動覺 

‧學習相關動 

 詞、命令句 

‧教室空間小,活動受限制。 

‧會影響到隔壁班上課 

‧改在戶外,樹蔭下 

人 際 ‧製作卡片 

 

‧有人沒送出獨作的卡片。   

‧寫錯字。 

‧追蹤詢問 

‧可寫簡體字或拼音 

內 省 ‧個別輔導 ‧學生課外活動多,約不到人 ‧利用下課時間‧由

學生自己排合適時間 

觀 察 

自 然 

‧觀賞花木 ‧天氣太熱。 ‧與肢體動覺智慧 

  之教學活動配合。 

資料來源: 研究者自行整理 

 

三三三三、、、、漢語教學漢語教學漢語教學漢語教學『『『『教學原則教學原則教學原則教學原則』』』』之七個反省之七個反省之七個反省之七個反省:  

     研究者根據(宋如瑜,2007)現代外語教學最佳七個教學原則,以這來分

析與反省教學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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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1、  接觸語言: 讓學生大量接觸目標語 

    研究者進行的教學活動,都盡量讓學生接觸漢語。在溝通交際式教學法

配合語文智慧之課室活動;「生詞」詞彙教學配合語文智慧之課室活動,是

較多接觸到「說」與「讀」。每節課上課前先復習舊詞彙之後才進教學活

動,因此『詞彙卡』的運用,也是讓學生接觸標的語一個具體行動。另外,

在與學生溝通時,也盡量使用學過的詞彙,誘導學生說漢語。 

    �反省反省反省反省:  學生非常倚賴母語泰語,研究者也以泰語為過渡式語言進行教

學。雖然課堂上是漢泰交互使用,但是盡量使用教過的詞彙,誘導學生說漢語,

學生也會配合。不過,出了教室以後,甚至學生回到家,都沒有機會再接觸漢

語,除非遇到研究者。因此, 讓學生大量接觸目標語是有其限制。 

 

原則 2、 語言輸入: 正確並使學生理解 

研究者以泰語為過渡式雙語教學,學生接觸到的是可理解的語言。在 

學習新語彙時,以泰語解釋說明,學生能很快地領會。因此,在輸入比目前的

語言能力高出一點(i+1)的語言,學生能理解。例如課文:我喜歡吃麵。輸入

替換語詞:我喜歡早餐吃麵。學生能理解並正確說出。 

  �反省反省反省反省: 應該多利用複習詞彙卡時間進行語詞替換練習,而不只是復習詞   

彙而已。 

 

原則 3、溝通教學:真實的溝通機會 

   在溝通交際式教學法配合語文智慧之課室活動,以課文內容進行溝通交

際,進行真實的溝通機會。例如問:小婷,你有裙子嗎?(有) 問:陽明,你有裙

子嗎?(沒有)使用學到的語料來進行真實的溝通。 

  �反省反省反省反省: 課本裏的內容,大部分不夠在真實生活中溝通使用。因此,可以多編

寫學生實際生活上可以使用到的語料學習單,提供給學生練習溝通。 

 

原則 4、 情感因素: 降低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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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使用小組合作學習,團體酬賞方式教學,可以降低焦慮的情緒。因

為小組中某人的專長智慧,可以蓋過自己的短處而降低了焦慮情緒。在紙筆

測驗時盡量採用連線的題式,也是考量降低焦慮,以利於學習。另外,期中考

和期末考之前也將類似的題目,以學習單方式先練習多次,幫助學生復習。在

鼓勵學生說話時,也不要急於糾正錯誤,以免情緒受影響。 

   �反省反省反省反省: 期中考、期末考前之復習學習單,幫助學生複習的好意,會養成學

生倚賴的習慣而不會自己找重點。因此,可將內容減少一些。 

原則 5、 探索與發現:發現文化中的新事物 

   從漢泰語對比分析中、量詞學習、成語學習等之過程中,常會發現好玩的

新事物。 例如問: H,你有妹妹嗎?  答: 老師,我『不有』妹妹。原來,泰語

《mài –mī  》中的 mài,在漢語有時候是『沒』;有時候是『不』。兩種文

化的不同,從語詞中常常可以發現。也藉此,學生可以學到(i+1)的語言。 

�反省反省反省反省: 文化中的新事物很多,要更多從學習的內容發現新事物,以便引起

更多學習興趣。也鼓勵學生多多探索,發現老師沒有發現的事物。 

 

原則 6、 語法與詞彙: 頻率的意義 

    在溝通交際式教學法配合語文智慧之課室活動,語法與詞彙的教學,將

課本的基本句型,以替換語詞、變換說法(肯定換否定等)、擴展句子(他吃

飯。擴展成:他吃中國飯等)。以溝通練習的方式,兩人一組互相問答,達到溝

通效果。次數越多效果越好,越頻繁就越熟練。 

�反省反省反省反省: 需要有意識地重現教過的句型和詞彙,以利學生複習牢記。 

 

原則 7、 教學法與文化: 考慮不同文化的學習者 

   泰國學生愛玩、好動、愛唱歌,因此教學法就必須配合他們的特性。研究

者以多元智慧擬定教學大綱,以泰語為過渡式雙語進行教學之實驗,正是考

慮這些因素而作的。 

�反省反省反省反省:  從活動過程中學生的表現,以多元智慧擬定教學大綱進行教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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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是極高的。學生在動態教學中學習,與他們好動的天性相符。多多給

予發表的機會,也正是利用其喜歡說話的習慣轉移成學習。獎勵制度形成良

性競爭,為了得到禮物而專注於學習表現,無形中達到教學目標。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以上七個教學原則,研究者雖然並非做得十分完美,但是都有做到。從實

際教學過程中,研究者發現還有一個原則,就是教材份量與進度的彈性原

則。依照學生的能力,適當地增減教材內容與教學進度。確定學生都學會了

之後再往新的一課前進,不要因著趕進度而影響了教學品質。 

 
四四四四、「、「、「、「常規輔導常規輔導常規輔導常規輔導」」」」的的的的 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班級常規的評鑑,無論自評或他評,均操之於評鑑人員之個人觀點標準

因而易受其個人喜好因素的影響,致有損評鑑的正確性與公平性。所以,為避

免主觀因素的影響,教師自我評鑑班規之執行績效時,盡量依據下列的指標

(施慧敏,1994:104-106;盧富美,1998:58-60) : (一)常規明確可行 (二)班

級氣氛和諧 (三)學生自主自律 (四)教學平順流 (五)目標易於達成 。研究

者自我檢討如下: 

((((一一一一))))、、、、    五個評鑑指標五個評鑑指標五個評鑑指標五個評鑑指標::::    
    

1.1.1.1.常規明常規明常規明常規明確可行確可行確可行確可行        

   課室公約: 

(1).上課前先唱歌或讀課文。   (2).上課不走動、不交談。  

(3).發問要舉手,不可以插嘴。  (4).要完成作業。 

 

����    反省分析反省分析反省分析反省分析::::    

 開學第一週就和學生共同討論,大家都同意這麼做。只有四個約定,是 

明確易行的,只要遵守約定就可以得到獎勵。第一條公約執行得較不理想。

是因漢語課之前,如果適逢在電腦教室上課,大家流連忘返,常常多人遲到而

延遲進漢語教室之故。後來以不遲到者加兩顆星星來鼓勵,果然,上課前的琅

琅讀書聲或唱歌之聲就經常可以聽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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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班級氣氛和諧班級氣氛和諧班級氣氛和諧班級氣氛和諧    

 研究者常找機會與學生個別談話,是為更多去認識每一位。也試著多 

看每一位的優點和善良面,因此發現與學生互動良好,初接班級時的脫序行

為逐日減少,學生因逐漸明白老師對他的期望與鼓勵,而專心於學習。 

����反省分析反省分析反省分析反省分析::::    

    班級氣氛的和諧,師生雙方都有責任,如果師生都有好的自我控制,班級

的和諧氣氛會油然而生。學生好動又喜歡出風頭,就讓他出風頭;喜歡抱老師,

就與他來一個儀式例如:溺愛式的問候、溺愛式的再見等,這方面研究者還需

要加強。 

    

3.3.3.3.學生自主自律學生自主自律學生自主自律學生自主自律    

合作學習可以得到團體酬賞;個人表現良好,也一定有星星禮物。學生 

為了得到的獎勵品不比他人少,因此意識到必須自我約束上課行為,無形 

中就達到了自主自律的果效。 

����反省分析反省分析反省分析反省分析::::    

雖然有些研究認為酬賞降低了內在動機,取而代之的是一套順天應人 

與外在動機主宰的控制系統(Hill,1990)。但是研究者使用酬賞方式是著重在

預防性與支持性的控制常規,目的在防範未然。以獎賞方式轉移學生的注意

力,希望他們將充沛活力使用於學習而不使用在吵鬧。學生也對每一份禮物

滿意,因此,無形中達到了自律自主的要求。 

    

4.4.4.4.教學平順流暢教學平順流暢教學平順流暢教學平順流暢    

   研究者使用團體酬賞與星星禮物的方式來預防學生吵鬧,也就是運用增

強原理,激勵學生表現適當行為,使常規執行提升效率。學生遠離吵鬧、聊天

等行為,教學自然通暢無阻,也就提升了教學品質。這是獎勵制度的正面效

果。 

����反省分析反省分析反省分析反省分析::::    

   學生會對酬賞感興趣,原因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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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SC 校規嚴格,學生不能私自出外買物品,也不能帶任何零食進教室,

老師提供的酬賞正合乎他們的需求。 

(2).點心屋裡的零食,千篇一律少有變換,不感興趣。漢語課若是在第三、

第四節肚子早就餓了。因此,老師提供的零食讓他們覺得貼心。 

    

5.5.5.5.目標易於達成目標易於達成目標易於達成目標易於達成    

    站在老師的立場,當然是希望教學能維持一定的品質,同時也盡量減少

學生不良行為的干擾。研究者使用的酬賞制度,是要誘導學生多多表現優良

行為,以事前預防的方式來取代事後矯正不良行為。學生遠離吵鬧、聊天、

走動等行為,教學自然通暢無阻,提升了教學品質,就容易達成教學目標。 

����反省分析反省分析反省分析反省分析::::    

   從學生期末總結性評量看出學生比開學時進步。而星星禮物制度的執行,

上課時只有得獎賞與沒得獎賞的區別,而不再有「罰站」等懲罰。 

 
 
(二二二二)、『、『、『、『星星禮物星星禮物星星禮物星星禮物』』』』�������������������� 之檢討之檢討之檢討之檢討 
    

獎勵制度《星星禮物》個人、 團體酬賞。方式如下” 

  (1).每節課一開始,人人先發給五顆星畫在白板上,因此每位都是五星上

將。上課前讀課文或唱歌,可先發一份小禮物。 

  (2).達成規定之學習,加星星一顆,同時可得到獎品。未遵守公約扣星星一

顆。     

  (3).專人紀錄星星。累積 50 顆再公開頒發一份大的神秘禮物。    

  (4).一週當中小組無人被扣星星,全組可受老師招待一次。  

  (5).任何人無故缺席不上課,當週所得星星歸零重計。 

 此獎勵制度與隨堂真實評量並駕齊驅。學生後八週所得數量有很明顯的

增加,顯示這個制度非常受學生歡迎的。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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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6   前後八週所得星星數 

學生 

 

 A  B  C  D  E  F G  H  I  J 

 前 

八週 

78 

� 

60 

� 

66 

� 

65 

� 

73 

� 

52 

� 

 62 

 � 

 76 

 � 

35 

� 

74 

� 

 後 

八週 

107 

� 

50 

� 

102 

� 

83 

� 

101 

 � 

 93 

 � 

65 

� 

103 

 � 

109 

� 

111 

� 

合計 185 

� 

110 

 � 

168 

 � 

148 

 � 

173 

 � 

145 

 � 

127 

 � 

179 

 � 

144 

 � 

185 

 � 

說明:B、G 兩位學生,在後八週曾經被扣除星星歸零重計,因此明顯地落後許

多。那是因為流連電腦教室又忘記獎勵制度而缺席。之後兩人急起直追努力

的成果看得到。 

����反省分析反省分析反省分析反省分析::::    

    酬賞制度並非要操縱學生,而是要讓學生自由地選擇導致成功的行為與

被肯定的行為,由他律而進入自律。 

 

小結 

   對於學生教室行為的管理,每一位老師都必須發展出一套自己的常規系

統。就如同需要發展出一套提高動機或教學的策略(C.M.Charles,2005)。 

    研究者每一次上課都隨堂使用一張表格記錄當天學習的成績,做真實的

評量,以分數的公開呈現來激勵學生做良性競爭。高分者得到鼓勵,低分者再

接再勵。『成績紀錄表』與『星星禮物』並駕齊驅,有小組酬賞也有個人酬

賞,滿足了學生得到成功與鼓勵的基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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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TSC 課堂活課堂活課堂活課堂活動設計配合多元智慧之可行性動設計配合多元智慧之可行性動設計配合多元智慧之可行性動設計配合多元智慧之可行性 
 

    以多元智慧理論進行教學實驗,同時實施常規輔導的酬賞制度。一個學

期下來,從學生學習成就的評量結果,以及常規系統執行的績效,可以評鑑出

課堂活動設計配合多元智慧的可行性與否。   

    每一位教師為滿足教學需要而建立與執行的常規系統雖然不盡相同,但

是目標卻一致地均想盡辦法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讓學生不受環境的干擾,

而能專心於學習,使學習時間更為節省,速度更為加速。可見,班規執行若得

當,在所具有的許多積極正面功能中以「目標易於達成」一項最為顯著。從

班規具有這個顯著功能上,就可證實教學與常規二者關係確實極為密切(C.M.

查理士,2005;金樹人譯)。要評估班規執行績效,可以從教學效果中去考慮。

換言之,教學目標達成與否,也可以從班規執行績效中去評估。研究者一個學

期的教學實驗,學生學習成就與常規輔導,依照上述說法可以互相評估執行

績效,列表如下: 

 
壹壹壹壹、、、、 學習成績的平均數與標準差學習成績的平均數與標準差學習成績的平均數與標準差學習成績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一、2008 年 M4 學生學習成就    

1. 期中考 紙筆測驗成績 

表六-7  期中考 紙筆測驗成績如下: 平均數: 73.6  標準差:13.05  

學生  A  B  C  D  E  F  G  H  I  J 

得分  86  52  80  52  86  86  60  82  76  76 

 
2. 期末考紙筆測驗成績 

表六-8  期末考紙筆測驗成績如下: 平均數: 70.4 標準差: 9.83   

學生  A  B  C  D  E  F  G  H  I  J 

得分  80  70  60  60  67 85  80  67  55  80 

20% 16 14 12 12  13.4 17 16  13 11 16 

 

 

3. 平時成績+期中考= 平時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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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9   平時成績 +期中考=平時總分 平均數: 61.2 標準差:4.30   

學生  A  B  C  D  E  F  G  H  I  J 

總分 171/200 140/200 153/200 146/200 168/200 160/200 136/200 155/200 147.5/200 158/200 

80%  68 56 61 58 67.2 64 54  62  59 63 

 
4. 學期總評量 

 表六-10   學期總評量 總平均數: 75.3  標準差: 5.216   

學 生  A  B  C  D  E  F  G  H  I  J 

平 時  68 56 61  58 67.2 64 54  62  59 63 

期末考 16 14 12 12 13.4 17 16  13 11 16 

得 分  84  70  73  70  81 81  70  75  70  79 

等 第  4  3  3  3  4  4  3  3.5  3  3.5 

5. 學習成就平均數、標準差 

表六-11 

          學習成就平均數、標準差列表如下:  
 試   別    平均數   標準差 

 期中考     73.6    13.05 

 期末考     70.4     9.83 

 平時總分     61.2     4.30 

 學期總評量     75.3     5.216 

 

6. 2008M4 學習成就平均數、標準差 

 

圖六-1   2008M4 學習成就平均數、標準差以直線圖呈現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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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統計分析的方法,計算出學生的成績。變異數及標準差乃是描述分

配之離散程度的最佳統計數量,其大小可以說明羣體在某一個變項上的同質

性。變異數或標準差越大,表示羣體的異質性越高;變異數或標準差越小,則

羣體的同質性越高(吳明清,2006,p.404)。學生期中考標準差 13.05、期末

考標準差 9.83、以及期末總成績的標準差 5.216,可以看出標準差從 13.5

發展至 5.216。學生一路走來,成績差距越來越小,表示學生的學習程度越來

越平均,羣體的同質性越來越高。 

   學生學習成就的表現,程度越來越平均,而且總平均分數也比期中考進步,

因此可以評估學生課堂活動配合多元智慧是可行的。 

二、對照 2007 年 未實施教學實驗 M4 學生學習成就 

   為增加多元智慧配合教學活動之可行性的信度,研究者將 2007 年初次到

TSC 時所教班級 M4b 之學習成就表列。M4b 學生紙筆測驗試卷與平時測驗卷

相同,練習過兩次才進行正式評量,成績如下: 

1. 2007 年下 M4b 期中考紙筆測驗 

表六-12  2007 年下 M4b 期中考紙筆測驗 平均數:35.43 標準差:24.7 

名

字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成

績 

12 0 52 32 49 0 73 68 49 15 47 0 41 58 

 
2. 2007 年下 M4b 平時分數 

表六-13  2007 年下 M4b 期中考+平時考=平時分數 平均數:47 標準差:13.98  

名

字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成

績 
95 

/200 

105 

/200 

140 

/200 

125 

/200 

137 

/200 

88 

/200 

108 

/200 

169 

/200 

136 

/200 

38 

/200 

151 

/200 

100 

/200 

91 

/200 

167 

/200 

80% 

 

38 42 56 50 55 35 43 68 54 14 60 40 36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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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07 年下期 M4b 期末考紙筆測驗 

表六-14  2007 年下期 M4b 期末考紙筆測驗 平均數: 70.43 標準差: 25.16  

名

字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成

績 

35 90 85 65 80 78 75 100 80 0 85 50 68 95 

20% 7 

 

18 17 13 16 16 15 20 16 0 17 10 14 19 

 
4. 2007 年下 M4b  學期總平均 

表六-15  2007 年下 M4b  學期總平均數: 61.14   標準差:18.48  

名

字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平 

時 

38 42 56 50 55 35 43 68 54 14 60 40 36 67 

期 

末 

7 

 

18 17 13 16 16 15 20 16 0 17 10 14 19 

總 

分 

45 60 73 63 71 51 58 88 70 14 77 50 50 86 

等

第 

0 1.5 3 2 3 1 1.5 4 3 0 3.5 1 1 4 

 
5. 學習成就平均數、標準差 
            

表六-16  將學習成就平均數、標準差列表如下: 

 試   別    平均數   標準差 

期中考紙筆    35.43   24.7 

期中考+平時    47   13.98 

期末考紙筆    70.43   25.16 

學期總評量    61.14   18.48 
6. 學習成就平均數、標準差 

將學習成就平均數、標準差以直線圖呈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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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六-2   2007M4 學習成就平均數、標準差直線圖 

 

    未實施以多元智慧配合課堂活動設計之學習評量,從學生學習成就的標

準差來看,期中考標準差24.7;平時成績標準差13.98;期末考標準差25.16;

學期總評量標準差 18.48。每個階段的成績標準差都很大,而且,試卷已經事

先練習過兩次才正式考的。顯示學生的異質性非常高。 

三、將兩班成績標準差互相對照,排列如下: 

1.2007 年 M4 成績標準差 

          表六-17    成績標準差 

 試   別    平均數   標準差 

期中考紙筆    35.43   24.7 

期中考+平時    47   13.98 

期末考紙筆    70.43   25.16 

學期總評量    61.14   18.48 

 
2 .2008 年 M4 成績標準差  (實施教學試驗) 

         表六-18     成績標準差 

 試   別    平均數   標準差 

 期中考     73.6    13.05 

期中考+平時     61.2     4.30 

期末考紙筆     70.4     9.83 

學期總評量     75.3     5.216 
3. 將兩班成績標準差互相對照,以直線圖並列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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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3  將兩班成績標準差互相對照,以直線圖並列呈現如下:  

 

 

以實施以多元智慧配合課堂活動設計之學習評量,與未實施多元智慧配

合課堂活動設計之學習評量;從學生學習成就來互相印證,亦可評估學生課

堂活動配合多元智慧是可行的。 

 
 
 貳貳貳貳、、、、課室常規之改進課室常規之改進課室常規之改進課室常規之改進 

   在此將初接班級時之學生常規表現,與實施課堂活動設計配合多元智慧

教學實驗相搭配的常規管理之星星禮物制度,將之陳列比較如下: 

 

一、初接 M4 班級時常規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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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5 月 21 日~ 5 月 31 日 (開學兩星期的紀錄,共 10 節課) 

表六-19    開學兩星期的常規紀錄 (單位:次) 

name 講話 擾亂 睡覺 說髒話 走動 遲到 其他 

 chatting disturb sleeping Rough word walking late else 

A 47    - - -  5 10   - 

B  109 60 10 -  10 10   - 

C  105    - - -  21 10   - 

D  147 58 - -  42 10   - 

E   42    -   - -  - 10   - 

F   63    - -   -   7 10   - 

G  151 121 - -  10 10   - 

H   32    - - -  - 10   - 

I   70    - 15   21  105 10   - 

J  6 月初 進此班    -    -   -   -   - 

 

從紀錄上可以看出上課秩序之混亂,學生自制力低,學習動機也低落,甚至每

一節課遲到。 

 

二、實施教學實驗之星星獎勵制度 

此獎勵制度與隨堂真實評量並駕齊驅,記錄學生優良表現。學生後八週所

得星星數量有很明顯的增加,顯示這個制度非常受學生歡迎。表列如下:  

表六-20     實施教學實驗之星星獎勵制度 

學生 

 

 A  B  C  D  E  F G  H  I  J 

 前 

八週 

78 

� 

60 

� 

66 

� 

65 

� 

73 

� 

52 

� 

 62 

 � 

 76 

 � 

35 

� 

74 

� 

 後 

八週 

107 

� 

50 

� 

102 

� 

83 

� 

101 

 � 

 93 

 � 

65 

� 

103 

 � 

109 

� 

111 

� 

合計 185 

� 

110 

 � 

168 

 � 

148 

 � 

173 

 � 

145 

 � 

127 

 � 

179 

 � 

144 

 � 

185 

 � 

 
三、將學生得到星星數量,以直線圖呈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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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六-4   學生得到星星數量直線圖 

    課堂活動設計配合多元智慧教學試驗,相搭配的常規管理之星星禮物制

度,以記錄獎勵替代記錄違規,學生為了爭取好成績與禮物,自我約束上課行

為。也因著老師不再記錄不良行為,違規情況越來越少。從學習行為的改變

以及成績的進步,亦可評估學生課堂活動配合多元智慧是可行的。 

    

小結 

    從以上學生學習成績之平均數、標準差之對照可以看出實施多元智慧教

學,學生成績差距越來越小,表示學生的學習程度越來越平均,群體的同質性

越來越高;從課室常規之改進,學生不良行為與違規情況越來越少,皆顯示課

堂活動配合多元智慧教學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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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TSCTSCTSCTSC 漢語教學管理策略漢語教學管理策略漢語教學管理策略漢語教學管理策略        
 根據研究目的以多元智慧配合教科書擬訂教學大綱進行教學,研究者依

教學試驗結果分析教學管理策略: 

一一一一、、、、以泰語作為上課語言以泰語作為上課語言以泰語作為上課語言以泰語作為上課語言    

    漢語教學不同於母語教學,因為教學對象不同,語言也不相同。所以,教

師必須選擇能與學生溝通的上課語言來進行有意義的教學活動。TSC 是三語

教學學校,但是學生仍然非常倚賴母語。因此,在 TSC 以泰語進行過渡式雙語

教學是必要的選擇。以泰語進行教學的好處是: 

1.學生聽得懂老師說的每一句話,了解教學的內容,可創造學習動機高而焦

慮低的環境。 

2. 以泰語進行教學,可以達到最適當的語言輸入: (1)可理解的 (2)能充分

提供(i+1) (3)輕鬆無壓力的對話。 

3.以泰語解釋教學內容,是可理解的語言溝通,讓學生有發展語言策略的機

會。 

4.以泰語為教師語言,增加師生互動的機會,學生能安心使用漢語對話,也增

添老師的親和力。 

二二二二、、、、適當地調整教學環節適當地調整教學環節適當地調整教學環節適當地調整教學環節 

由於 TSC 學生自制力較差,集中專注力時間很短,很容易轉移注意力去

做其他事情,為了防止「遍地開花,到處遊走」等情況發生,因此必須適當地

調整上課速度與流程。另外,考量 TSC 學生學習能力,漢字學習宜採用“多認

少寫”的模式。 

將教學活動適當地調整,並在每個環節裏穿插符合青少年身心發展的各

項活動與遊戲。使教學活動都經常處在輕鬆活潑的氣氛之中, 讓學生樂於接

受、充滿信心。從感知而理解而鞏固,並能運用在實際生活中。 

    

三三三三、、、、教學活動多元化教學活動多元化教學活動多元化教學活動多元化,,,,創造快樂氛圍創造快樂氛圍創造快樂氛圍創造快樂氛圍    

    以多元智慧理論配合教科書,採用溝通交際式、角色扮演等第二語言教

學法,以符合青少年特質;同時採用各種多元的活動形式如,電腦教室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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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圖、歌唱、遊戲、室外教學等,另外,可依照教科書中的內容安排兩人活動、

全班活動和小製作等,藉著活潑有趣的教學活動提升學生學習的興趣和效

果。 

    TSC 的青少年非常好動且專注力時間短暫。利用其好動的特質,配合課

本內容設計多元活動,使學生在遊戲中學習;從小組互動中發揮合作精神;在

輕鬆的情境中不知不覺地完成學習的任務。 

四四四四、、、、電腦輔助教學電腦輔助教學電腦輔助教學電腦輔助教學 

    TSC 漢語課室沒有電腦網路設備,只能事先取用華語文網路資源，編製

適合的教材教具，以 powerpoint 製作教學檔案,利用投影機進行教學。例如,

漢字筆順教學,利用電腦動畫將每字的筆畫按照順序顯示出來;詞彙教學的

方法也是利用照片、圖片、動作等連同詞彙一起呈現給學生。以電腦輔助教

學,將漢語教學數位化, 課堂教學就可以更多元,學生也可以快樂地學習。 

五五五五、、、、多元評量多元評量多元評量多元評量        

考量 TSC 學生學習能力,適度減少紙筆測驗分量,減輕壓力。除了紙筆測

驗之外,採用實作、討論、團體學習、活動記錄、行為紀錄等方式多元評量

學習成就,並且將成績公開登錄。使學生明白,一分努力就有一分成績。也使

評量不致落入主觀偏狹的狀況,增進師生之間的情感。 

    1.1.1.1.真實評量登記表 

   每一節課將表格張貼在紙板上面,放置於於教室前面,公開紀錄學習成績,

以督促學習並控制常規。此表格對於研究者之常規輔導居重要的地位,與『星

星禮物』相輔相成,公開記錄成績方式來激勵學生做良性的競爭,也讓學生知

道老師沒有偏心。 

2.依照多元智慧教學活動記錄學習成績,每一位學生依照其學習優勢 

都有成功的機會,並且得到適時的肯定與鼓勵。 

3.各小組合作學習的表現,也以團體酬賞的方式評量與肯定。『成績紀錄

表』與『星星禮物』並駕齊驅,有小組酬賞也有個人酬賞,滿足了學生得到成

功與鼓勵的基本需求。 

 

    教學活動多元化,創造快樂氛圍。多元評量使評量不致落入主觀偏狹的



第六章研究結果   

149 

狀況;電腦輔助教學,將漢語教學數位化,課堂教學更現代化;以泰語作為上

課語言,聽得懂老師說的每一句話,增加了師生互動的機會,讓學生發展語言

技能;適當地調整教學環節,使教學活動都經常處在輕鬆活潑的氣氛之中。教

學管理是為達到教學目標,也是為了配合青少年的特質。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TSC 高中學生課室高中學生課室高中學生課室高中學生課室常規常規常規常規輔導的策略輔導的策略輔導的策略輔導的策略 

     TSC 學生於教室中常表現的偏差行為是喧嘩、走動、推撞、聊天等。研

究者為維持上課秩序以利教學活動進行,使用的常規策略參考學者專家的建

議擬定,以一學期的時間進行實驗,學生常規大有進步。茲就研究結果分析如

下: 

一一一一、、、、合作學習合作學習合作學習合作學習 

為了減低違規行為,鼓勵學生主動地參學習活動,運用合作學習教學法

將學生分組。學生從彼此溝通、互相合作的學習活動中,了解每個人均有自

己的績效責任與分享同等的成功機會,也可以得到團體酬賞。反之,亦然。很

自然地培育出更多合作行為,表現出良好的課室常規。 

以小組酬賞方式激發榮譽心,互助合作守規矩來爭取更多的獎品。以小

團體力量來制約成員行為,期望學生能跨越「他律」的鴻溝,到「自律」的程

度,使教師不必花太多精力在管理秩序上,可以專心教學。 

 
二二二二、、、、建立課室公約建立課室公約建立課室公約建立課室公約—簡短明確簡短明確簡短明確簡短明確 
   課室建立一個簡短明確可行的公約,給大家一個行為規範。這公約是由教

師與學生共同訂定的。在開學兩週內是重要的關鍵期,可多花一點時間訓練

學生遵守公約並養成良好習慣。 

三三三三、、、、建立獎勵制度建立獎勵制度建立獎勵制度建立獎勵制度 

  建立獎勵制度不是為了控制學生,而是給予價值澄清的機會,自己決定

要得獎勵或是不得。研究者實施獎勵制度之後,教務處支持的處罰方案也只

是備而不用;課室內只有得獎或沒得獎的分別。以獎勵制度作為鼓勵學生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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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範未然的措施。獎勵制度分為個人酬賞與團體酬賞。 

四四四四、、、、個別談話個別談話個別談話個別談話 
   晤談是常規管理成功要件之一。師生之間亦師亦友亦母,彼此了解、彼

此信任。學生覺得老師看重他、關心他,滿足了被愛的基本需求,喜歡老師也

就喜歡老師教的課了。因此,個別談話是常規管理中一個看不見的推手。常

規經營是經營人,而不是經營制度;當獲取了學生的信任與喜愛,教學工作就

能得心應手。    

五五五五、、、、教室慣例的養成教室慣例的養成教室慣例的養成教室慣例的養成  
    教學活動中的教室管理是一個重要的環節。有上了軌道的慣例,學生知

道何時該做甚麼事,該準備甚麼東西,自動自發的行動,使教學活動更有秩

序。從慣例之養成來培養學生自治的能力。 

1、上課的開始與結束,訓練學生進退有節,也維護共同教室的整潔。 

2、繳交作業由幹部統籌繳給老師。如此安排,課室內就井然有序,學生也  

    不會爭先恐後地亂成一團。 

3、將學生分組選出小幫手、組長、幹部,並詳細說明各人的工作內容。 

4、分派加分作業,每次寫學習單或是習作之時,先寫完的就可以將加分作業

分派給他,讓他有事做又有獎品可以拿,也復習了功課。加分作業的內容大部

分是練習寫正體字。 

 

 合作學習培育出更多合作行為,表現出良好的課室常規; 建立一個簡短

明確可行的公約,給大家一個行為規範; 建立獎勵制度給學生價值澄清的機

會; 個別談話與學生建立了良好的師生關係,教室內氣氛和諧; 慣例之養成

使教學活動更有秩序,培養出學生自治的能力。教師可以快樂地教,學生也可

以歡喜地學,教與學都成為愉快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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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泰國 TSC 高中漢語課室之經營,藉著有效的教學管理與

常規輔導,以提升跨文化漢語教學之效率。 

    經過文獻探討與訪談、資料蒐集,配合多元智慧理論擬定教學大綱進行

教學試驗。學生的學習成就與常規表現有顯著的進步與改善,因此認定以多

元智慧理論配合教材內容進行青少年漢語教學是可行之道。 

    本章目的欲就本研究進行總結,並試圖對 TSC 青少年課室經營之教學管

理與常規輔導提出一些建議。本章分為四個部分來討論,第一節是將研究結

果歸納結論,以期給予TSC教學者一些參考依據 ; 第二節將討論研究發展中

的限制,說明本研究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與限制 ; 第三節為研究歷程省思; 

第四節是對未來研究發展之建議,為研究跨文化青少年漢語課室經營可再進

一步探討的部分,提出未來研究時可再延伸探討的方向,作為後續研究發展

的參考。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結論研究結論研究結論研究結論  
    近年來,隨著漢語已在世界舞台佔有一席之地,學習人數增多,年齡層日

趨下降。過去的漢語教學主要是針對成人層級,設置於大學的課程,教學方法

也都是針對成人而設計的,若要以成人教學方式套用到青少年身上，必有格

格不入之處。青少年正值人生中一個過渡期，在生理、情緒和社會等方面都

與成人大不相同。因此，在漢語課堂教學中，設計一些符合青少年認知發展，

並與學生的實際生活密切相關，能全面培養學生各方面能力的活動就成了不

可少的教學環節。 

    課室經營是以學習者為中心,是經營人而不是經營制度。必須認清教學

的對象,年齡、教育程度、文化背景、個性等等,了解之後,才能知彼知此,

因材施教,達到預期的教學效果。 

   TSC 青少年活潑好動而熱情,面對學習卻冷淡。因此,要成功地對他們進

行教學,就要乘著他們好動樂天的翅膀與他共舞,引導他們的『好動』往學習

的方向前進;順著其樂天無憂(Sa-Bai-Sa-Bai)的性格規畫上課的節奏 ,穿

插動一動 ,畫一畫,唱一唱,演一演,說一說…等活動,師生和樂一堂其樂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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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地往教學目標邁進。TSC 青少年漢語教學課室經營教學試驗,歸納研究所

得之結論如下: 

一一一一、、、、認知泰國文化認知泰國文化認知泰國文化認知泰國文化,以國際化態度處理課室各項事務以國際化態度處理課室各項事務以國際化態度處理課室各項事務以國際化態度處理課室各項事務 

    泰國漢語教學是跨文化第二語言教學,與國內各大學國語中心華語課

室教學不同,在國外教學漢語,教師處於文化衝擊之環境,學生位於安全的

母語環境裏。教師除了謹慎思考自己的教學態度是否合乎國際化,在海外面

對不同文化的學生進行教學時,應該先以認同的態度面對學生的各樣表現,

積極接納;認知當地文化和價值觀,例如行禮的方式等,與泰國教師互相學

習;尊重學生母語,與學生共同締造合理的課室規範。在愉快互動的情境中

經營課室中的人、事、時、地、物等,營造溫馨的課室氣氛,以達到有效的

教學目標。 

 

三三三三、、、、    訂定課室公約訂定課室公約訂定課室公約訂定課室公約並並並並建立個人的上課哲學與常規系統建立個人的上課哲學與常規系統建立個人的上課哲學與常規系統建立個人的上課哲學與常規系統 

    開學第一節課就可以與學生共同討論訂定簡短明確而容易記住的課室

公約。因文化之差異,需要多花一點時間訓練學生遵守公約並養成良好習慣。 

    教師建立個人的上課哲學,與學生亦師亦友亦父母,具有幽默感,講一些

小笑話或是生活當中有趣的事,並穿插遊戲在課堂,常常能引起學生莫大的

興趣而消除枯燥感,可以使青少年學生在感覺、知覺、記憶、思維、情感等

一系列心理活動的過程得到增強作用。 

    教師即課室經營者,每位教師的常規系統雖不相同,但是都有一個共同

目標,就是使學生專心於課堂活動。研究者使用的常規系統有:晤談、團體酬

賞、個人酬賞;也運用小團體制約的方式,進行常規管理。 

三三三三、、、、實施雙語教學實施雙語教學實施雙語教學實施雙語教學 

    第二語言習得的假說中,情感性關卡論(The Affective Filter Hyopthesis)

認為學習者的情緒狀態會影響到語言習得(柯瑞申 Krashen)。實施以泰語為

過渡式雙語教學,學生聽得懂老師說的話,也理解老師教的內容就可以免去

情感性關卡的干擾。 

實施雙語教學,學生理解老師教的內容,有助於學生 L1 與 L2 的互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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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所以有助於學生進行有意義的學習。 

四四四四、、、、課堂教學活動多元化課堂教學活動多元化課堂教學活動多元化課堂教學活動多元化 

   青少年時期,由於腦神經元和突觸(synapse)大量快速地生長,促使個體

對外界的事物保持高度的好奇與探索的興趣,以多元智慧理論配合教科書,

設計多元活動,以符合青少年認知發展並助其發展潛能。 

    多元化的教學活動包括多元智慧教學、遊戲教學、數位化教學等。多元

智慧活動與遊戲活動,不用花費金錢卻能營造出活潑有趣的教學活動,提升

學生學習的興趣和效果。數位化教學除了使教學更多元化之外,也是教學的

輔助工具。如果 TSC 高中擴充電化教學設備,滿足學生喜好,課堂教學將可以

創造更快樂氛圍。 

五五五五、、、、排除情感屏障排除情感屏障排除情感屏障排除情感屏障    

    青春期的少年,保護自我的意識增強,學習新的語言並用來進行交際,犯

錯時覺得當眾出洋相十分難堪,感到很不安全,無形中加強了學習過程中的

抑制,過高的抑制心理不利於第二語言的習得;青少年的情緒很容易成為終

身的記憶，也可能會成為學習的阻礙;而且,自我意識發展,也很在意成人的

評價。 

    排除情感屏障,要多多提供學生成功的機會,不要急於指出錯誤。從教科

書中選出與學生日常生活較有關的內容與觀念進行教學,使他從成功的經驗

當中提升學習興趣;以多元的課室活動增強學生學習動機,使每個人有發揮

自己的專長智慧的機會;對學生的學習提供回饋,即時口頭讚美或透過學生

作業所作的批示等提供回饋與獎勵,以強化學生的正確行為,提升學習興趣

和動機。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一一一一、、、、研究人力的限制研究人力的限制研究人力的限制研究人力的限制    

    本研究屬於行動研究法,以參與的方式進行研究。過程中有包括調查與

訪問漢語教師、英語教師、學生等,蒐集所需資料以了解整個脈絡。由於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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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者一人進行研究,無法由二位研究者進行觀察實驗,以增進本研究信

度和效度。 

二二二二、、、、錄音錄音錄音錄音、、、、錄影錄影錄影錄影、、、、問卷調查的限制問卷調查的限制問卷調查的限制問卷調查的限制    

 1.訪問錄音: 被訪問之教師大多不同意錄音;願意接受錄音者,也要先知道

題目後,作簡短的回答。該位教師也可能在某些方面採取保留態度。 

 2.教學錄影: 研究者想將課室教學情形作剪影,因缺乏腳架無法自行錄影,

漢語教師也都同時有課無暇協助而作罷。研究者也擔心學生有侯松效應而加

倍努力表現而影響教學的真實情況。所以,只有攝影。 

 3.問卷調查: 學生做問卷調查時,大多互相詢問答案,因為對自己沒有信心

之故,因此問卷所得的結果可能不太客觀。  

三三三三、、、、觀察的限制觀察的限制觀察的限制觀察的限制    

   本研究以所觀察到與訪問的內容資料來分析,雖然研究者已經盡量記錄

觀察與蒐集資料,但疏漏之處仍然難以避免。 

四四四四、、、、教學的限制教學的限制教學的限制教學的限制    

   所蒐集到關於青少年漢語教學的活動資料有限,研究者進行的教學實驗

也只限於一個班級,因此教學方式與策略也是受到限制。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歷程省思研究歷程省思研究歷程省思研究歷程省思 

研究者以多元智慧理論擬訂教學大綱進行教學實驗,動機是為解決 TSC

高中學生漢語課教學的課室問題。2007 年十月初次來到 TSC 時,從校長以及

當時漢語教師處知道,漢語課室的混亂是一個多年而且還在持續著的問題。

當時校長希望研究者幫學校教兩個特別的 B 班,期能提升教學效果,達成漢

語教學目標。 
    研究者在經歷一段調適之後深深檢討自己的教學,正是以之前在皇家科

技大學的教學模式進行教學,學生倍感壓力與無趣。之後,試著改變教學方式

並準備獎品,摸索著能引起學生興趣的活動,只要是他們感興趣的,就多玩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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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出乎意料的,學生很喜歡老師送的小禮物與糖果,而且也發現學生喜歡以

歌唱港台流行歌方式學習漢語,學生也喜歡上台角色扮演。從這些角度,研究

者看到學生可愛的一面。一學期摸索著改變教學方式,增加了各式活動,減少

了教材內容,學生漸漸能與教師合作而不四處走動聊天。研究者也從中發現,

學生非常喜歡多元活動式的教學,而最感興趣的就是到電腦教室上課。 

TSC 高中課室缺乏電化設備,也無網路,實施數位化教學面臨挑戰。TSC

青少年對網路線上遊戲與線上交友對話興趣濃厚,每逢電腦教室之課程,一

面做作業一面與網路另一端的朋友 MSN,有些則是盡快完成指定功課之後,

玩線上遊戲。由於電腦教室是輪流登記使用,常常無法如願,如果學校能針對

學生之興趣,增添語言教室之電化設備,使漢語教學數位化,對於青少年第二

語言的習得將有很大的幫助。也可以讓教師的課堂教學活動更多元更豐富。 
    從教學試驗中看到學生快樂的臉龐,稍感安慰。惶恐的是,對TSC青少年

的想法、情緒困擾,了解得還不夠透徹 ; 也惶恐對學生之傾聽與鼓勵付出的

時間不夠多。希望這不足之處,不至於影響學生學習漢語的興趣。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對未來研究發展之建議對未來研究發展之建議對未來研究發展之建議對未來研究發展之建議 

    從研究過程中發現,有關跨文化青少年漢語教學之研究很少。以往教學

機構所開辦的對外漢語課程,大多是高等教育,針對十八歲以上的成人而設

置的課程。 

近年來,隨著漢語已在世界舞台佔有一席之地,學習人數增多,年齡層日

趨下降。泰國政府也在公元2000年將華文列為正式課程,2008年5月延伸至小

學。 

    因著學習漢語的年齡層下降,使得跨文化青少年漢語教學之研究,更加

值得關注。研究者雖然以一個學期進行教學實驗,仍然存在著人力未能克服

的限制,因此無法完全對跨文化青少年漢語教學作全然的探究。然而研究終

需結束,此後若有意往此領域繼續探究者,建議可以朝下列方向發展。 

 



泰國漢語教學課室經營之探討-以曼谷某高中為例 

 156

一一一一、、、、    編寫跨文化青少年漢語教學專屬教材編寫跨文化青少年漢語教學專屬教材編寫跨文化青少年漢語教學專屬教材編寫跨文化青少年漢語教學專屬教材    

    編寫跨文化青少年漢語教學專屬教材,將青少年漢語教材與成人教材區

別出來。針對青少年的喜好、談論話題、實際生活需要等,編寫出活潑有趣

的內容,以增進學習的興趣。 

 

二二二二、、、、    編寫跨文化青少年漢語課室活動專屬教學法編寫跨文化青少年漢語課室活動專屬教學法編寫跨文化青少年漢語課室活動專屬教學法編寫跨文化青少年漢語課室活動專屬教學法    

    青少年活潑好動,喜新厭舊又好奇,也常常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依照其

特質與需要編寫專屬教學方法,以動態教學為主軸,引導他們在做中學,也在

遊戲中學習。將成人教學策略與青少年教學法區別出來,對於青少年漢語教

學是值得關注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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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一、問卷 

 
教師問卷 questionnaire. 

Dear Teacher: 

  I would like to understand TSC students attitude of learn Chines in classroom. 

Please kindly spare some time to fill this questionnaire. Thank you. 

A.Chen-Lin 

 
一、 學生上課情形 students study in classroom. 

                   從未遇到 很少遇到   普通    常遇到   極常遇到 

                    Never     a few   common   often    exceedingly 
1.學生上課玩          □       □       □       □        □ 

Students disturb. 

2.學生上課講話        □       □       □       □        □ 

Students chatting. 

3.學生上課睡覺        □       □       □       □        □ 

Students sleeping. 

4.學生上課說髒話      □       □       □       □        □ 

Students Rough word 

5.學生上課走動        □       □       □       □        □ 

Students walking. 

 
二、學生人格特質 student’s character. 

                      從未遇到 很少遇到   普通    常遇到   極常遇到 

                       Never     a few   common   often    exceedingly 
1.外向活潑,喜歡表現      □        □        □       □        □ 

  Lively and like to show. 
2.內向沉默               □        □        □       □        □ 

  Quite and overcautious. 
3.個性剛烈,喜頂嘴        □        □         □       □        □ 

  Habit to talk in defiance. 
4.缺乏信心,自我放棄      □        □         □       □        □ 

 Lack of confidence. 
5.性格強勢,喜歡主導      □        □         □       □        □ 

  Powerful and Like to l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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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生學習行為與態度  students attitude of study. 

                  從未遇到  很少遇到   普通    常遇到   極常遇到 

                  Never      a few    common   often    exceedingly 
1.上課延遲進教室     □        □       □       □        □ 

into classroom late. 
2.上課沒帶文具用品   □        □       □       □        □ 

  No writing tools. 
3.愛插嘴             □        □       □       □        □ 

 habit to break into a conversation. 
4.會預習功課         □        □       □       □        □ 

 Preparation for lessons. 
5.錯字自動訂正       □        □       □       □        □ 

To make corrections for error word himself. 

 

 
四、外國教師使用泰語 foreign teacher speak Thai language. 

                
                  從未使用  很少使用   普通   常使用   極常使用 

                  Never      a few    common   often    exceedingly 
1.每節課教學         □        □       □       □        □ 

  Every period. 
2.與學生溝通、聊天   □        □       □       □        □ 

 Talk with students. 
3.與行政人員溝通     □        □       □       □        □ 

  Talk with officer. 

4.與泰國教師溝通     □        □       □       □        □ 

 Talk with Thai teacher. 

 

 
 
 
 
 
 
 
 
 



附錄    

167 

學生問卷  questionnaire. 

Dear students: 

As a Chinese teacher, I would like to understand the best way in teaching Chinses 

for student’s favoured. 

Please fill in this questionnaire. 

Thank you. 

A.Chen-Lin 

 
一、 如果上課的時候,老師採用 Teacher in classroom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Greatly not agree  Not agree  common  agree     greatly agree 

1.老師使用泰語       □        □         □        □           □ 

Speak Thai language. 
2.電腦教室上課       □        □         □        □           □ 

Teach in computer room. 
3.到室外上課         □        □         □        □           □ 

Teach in outside room. 
4.角色扮演、唱歌     □        □         □        □           □ 

 Act and to sing. 
5.畫圖配合學習       □        □         □        □           □ 

 To draw with study 

 
二、不喜歡老師 don’t like teacher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Greatly not agree  Not agree  common  agree     greatly agree 

1.處罰我              □        □         □        □           □ 

To punish me. 
2.不允許我睡覺        □        □         □        □           □ 

not permit me sleep in classroom. 
3.說話很大聲          □        □         □        □           □ 

 To talk very loudly. 
4.沒有笑容            □        □         □        □           □ 

 Have no smiling face. 
5.給學生很多作業      □        □         □        □           □ 

Give a lot of work for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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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喜歡老師 like teacher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Greatly not agree  Not agree  common  agree     greatly agree 

1.發給我獎品         □        □         □        □           □ 

To give prize. 
2.發給我點心         □        □         □        □           □ 

To give snack. 
3.教少一點           □        □         □        □           □ 

  Teach not many. 
4.考試簡單一點       □        □         □        □           □ 

  Easy to test. 
5.獎、懲要公平       □        □         □        □           □ 

Should impartial. 

 
 
 
附錄二、 量詞學習教材(二、兩、雙、對、副) 
 
1. สํามีภรรยาหน่ึงคู   一 yí 对 duì 夫 fū 妻 qī             一對夫妻 
2. รองเทาหน่ึงคู     一 yì 双 shuāng 鞋 xié 子 zi          一雙鞋子 

3. มีตาสองดวง      两 liăng 个 ge 眼 yăn 睛 jīng          兩個眼睛 

4. มีหูสองขาง       一 yí 对 duì 耳 ěr 朵 duǒ             一對耳朵 

5. ถุงมือหนึ่งคู       一 yì 双 shuāng 手 shǒu 套 tào        一雙手套 

6. ถุงเทาหนึ่งคู      一 yì 双 shuāng 袜 wà 子 zi           一雙襪子 

7. ผีเส้ือสองตัว      两 liăng 只 zhī 蝴 hú 蝶 dié           兩隻蝴蝶 

8. ชอนสอมหน่ึงคู    一 yí 副 fù 匙 chí 叉 chā             一副匙叉 

9. ตุมหูหน่ึงคู        一 yí 对 duì 耳 ěr 环 huán            一對耳環 

10. นกสองตัว       两 liăng 只 zhī 鸟 niăo                兩隻鳥 

11. ลําดับท่ีสอง      第 dì 二 èr                          第二 

12. ช้ันสอง          二 èr 楼 lóu                        二樓 

13. มือสองมือ       一 yì 双 shuāng 手 shǒu             一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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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ขาสองขาง      两 liăng 只 zhī 脚 jiăo               兩隻腳 

                  (一 yì 双 shuāng 脚 jiăo )            一雙腳 

15. หมอนสองใบ    一 yí 对 duì 枕 zhěn 头 tóu             一對枕頭 

16. มีเพ่ือนสองคน  两 liăng 个 ge 朋 péng 友 yǒu           兩個朋友 

17. ตะเกียบหนึ่งค   一 yì 双 shuāng 筷 kuài 子 zi           一雙筷子 

    

18. ปกสองขาง      一 yí 对 duì 翅 chì 膀 băng            一對翅膀 

19. อายุยี่สิบป      二 èr 十 shí 岁 suì                     二十歲 
20. สองรอยย่ีสิบบาท 二 èr 百 băi 二 èr 十 shí 铢 zhū         二百二十銖 

                        两 liăng 百 băi 二 èr 十 shí 铢 zhū      兩百二十銖 

 
附錄三、  TSC 星期日、星期四的作息表 

  

 星期日作息表 

時     間     作    息    內    容      備註 

8:00           早    餐  

  9:00       進教堂準備主日崇拜 傳道師帶領詩歌

練唱 

  9:30        主日崇拜開始 每位學生必須參

加家長自由參加 

 10:30        聚會結束 家長申請學生出

校園 

10:30~12:00         自由活動 

開放電腦教室、圖書館 

家長開始接學生

出校園 

12:00~12:30        午            餐 餐後自由活動 

12:30~16:30 家長沒來的學生在校內自由活動 值班教師們校園

巡邏 

16:30 外出學生必須回到學校 校門刷卡記錄 

17:20~17:50       女    生    晚    餐 男生沐浴時間 

18:00~18:30       男    生    晚    餐 女生沐浴時間 

19:00~20:30       宿  舍  晚   自    習 必須安靜 

20:30~21:00       漱 洗 準 備 就 寢 必須安靜 

21:00       就              寢 不許交談 

 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自 TSC 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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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作息表 

時     間     作    息    內    容      備註 

8:00           早    餐  

8:30~12:00 家長沒來的學生在校內自由活動 

開放電腦教室、圖書館 

家長開始接學生

出校園; 值班教

師們校園巡邏 

12:00~12:30        午            餐 餐後自由活動 

12:30~16:30 家長沒來的學生在校內自由活動 

開放電腦教室、圖書館 

值班教師們校園

巡邏 

16:30 外出學生必須回到學校 校門刷卡記錄 

17:20~17:50       女    生    晚    餐 男生沐浴時間 

18:00~18:30       男    生    晚    餐 女生沐浴時間 

19:00~20:30       宿  舍  晚   自    習 必須安靜 

20:30~21:00       漱 洗 準 備 就 寢 必須安靜 

21:00       就              寢 不許交談 

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自 TSC 高中 

 

附錄四、 參與者 

 

  TSC 參與者 M4 學生(代稱): 

 

    鳳鳳、芳芳、婉婉、麗莉、安安、雅文、美玉、詠恩、思恩、大同。 

 

附錄五、 學生試卷、學習單、作品舉例 

 

                      
        正、簡體字學習單                      期末考-泰文翻譯       



附錄    

171 

 

       
  第三課 新詞學習單                     戶外觀察學習單 

 

 

 

 

 

        
      寫出衣服清單                         期中考-量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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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中考-翻譯            期中考-連連看         學習單-身分卡 

 

        
    送給母親的卡片      內省: 我的心情         形聲字作品 

  

        
   詞彙卡正面           反面是泰文          送給朋友的卡片 

 

 
 
附錄六、 課室行政表格舉例 
 

     
  真實評量記錄          星星禮物(學生統計)     教師隨堂記錄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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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封面                        進度表頁一 

 

 

 
 

       
        進度表頁二                          進度表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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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課教學計畫                        頁二 

 

 

 
                      期末成績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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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摘錄訪問教師逐字稿 

一、錄音訪問 

1. 退休的 M 老師(2008 年 6 月 10 日) 

『問:請問 M 老師退休幾年了?    答:五年了。 

  問:M 老師在 TSC 這麼多年,對於學校學生一定很了解,請問我們學校的學 

     生是否來自單親家庭比較多? 

  答:與其他學校相比是比較多。因為我們學校是寄宿學校,很多家長忙於 

     事業,沒時間照顧小孩,所以將他們送到這裡。 

  問:過去學生的學習態度是否比現在認真? 

  答:不一定,如果當年來的學生素質較好,學習態度就必較好;如果來的 

     學生素質較差,學習態度就較差。有些學生從他校被開除,家長將他 

    轉入我們學校,是希望他們多一些時間與老師生活在一起,在行為與品

德上能受到潛移默化。 

  問: 學生是不是比較喜歡在外國教師的課吵鬧? 

答: 是,大部分是那樣的。對新進的泰國老師也是這樣,他們是想試探一下

這位老師是不是可以放任吵鬧。泰國老師的班級也不一定很有秩序,

要看那位老師如何帶班級。 

問: 是不是外國老師的泰語比較不流利,學生就藉故吵鬧? 

答: 不一定,我不會形容他們。』   

  問:是否有好方法來改善學生的吵鬧態度? 

  答:要嚴格,告訴學生不可以那樣。』 

 

2.錄音訪問漢語教師 L 老師:(在宿舍;2008 年 6 月 12 日) 

『問:請問 L 老師來 TSC 幾年了?    答:第四年了。 

問:L 老師在 TSC 四年了,對學生應該有很深入的看法。請問,我們學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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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大多來自不完整的家庭? 

答: 約有 60%的學生來自不完整的家庭,40%的學生包括教職員工子女、傳道

者子女、TSC 母會會友子女、中國留學生、教會資助的孤兒等。 

問: 學生一般學習態度如何? 

答: 學生一般學習態度不積極。來自單親家庭,家庭管教上可能較鬆散,另 

   一方面也許是泰國天氣太熱,導致學生懶懶散散的, 所謂『哉焉焉』 

    的態度,所以讀書風氣不佳。   

問:請問如何處理學生不良的學習態度? 

答:我們學校學生比較特殊,太嚴格也不行,只有慢慢提高他們的學習興 

  趣。因為我們學校對於學生的看法比較不一樣,雖然他不學習,老師也要 

  想辦法讓他多少學一點 ,無論是學科方面或是心靈上 ,用愛心來幫助 

  他們陪伴他們長大。』 

 

 二、教師訪談逐字稿 

《訪談一》: TSC 中學退休教師-G 老師(華裔泰國人; 2008 年 2 月 13 日)  

『問:請問中學是不是一開始創校時就有中文教學? 

答:是的。一開始就有中文教學。以品德教育為目的,以中文聖經故事來教導

學生中文。 

問:利用什麼時間上課呢? 

答:每天早晨,升完旗之後第一堂。上完聖經課之後才上泰國教育部規定的 

正式課程。 

問:一開始使用的教材是什麼? 

答:福音識字的課程,教師必須自己設計、製作寫字練習紙。 

問:請問當時有幾位中文教師? 

答:在我來之前我並不清楚。1982 年我來時有 7、8 位。但是後來是我和 

M 老師 X 老師教中文。 



附錄    

177 

問:中文教師使用潮州語還是使用國語(普通話)教學? 

答:以國語上課,M 老師也使用國語。 

問:請問您是在 TSC 母會聚會嗎? 

答:是在 TSC 母會聚會,我是會友。 

問: TSC 母會以前成立的小學有中文教學嗎? 

答:成立的小學是中文學校,以中文教學。』 

 

《訪談二》: 

 TSC 退休老師-M 老師(第二代華裔泰國人; 2008 年 2 月 13 日) 

『問:中學何時開始有中文教學?您是何時來 TSC 的? 

答:從創校開始就有中文教學,至今已有 45 年。我是創校第五年來的。 

問:當時是用什麼課本? 

答:從 TSC 母會拿來的課本。是香港出版的主日學課本。 

問:還有其他課本嗎? 

答:沒有。 

問:當時是利用什麼時間上中文課? 

答:每天早上升旗後上 30 分鐘。 

問:當時教師有幾位?用潮州語還是國語教學? 

答:老師不多,幾位記不清了。當時用潮洲話教的較多,用國語教的較少。 

問:有寫字教學嗎? 

答:有。從 TSC 母會拿來的習字練習本,另外還有 G 老師自編的寫字練習 

本。』 

 

《訪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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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C 前任中文老師-X 老師(第二代華裔泰國人; 2008 年 2 月 20 日) 

『問:請問您到中學幾年了? 答: 31 年。 

問:以前您曾教中文,請問是怎麼教? 

答:因為以前泰國政府不允許在正式課表排中文課,所以都在升旗後 30 分 

鐘,以宗教教育教中文。 

問:當時用的教材是什麼? 

答:1.從 TSC 母會帶來的主日學教材(香港出版)。2.福音識字課本。 

問:您是以國語教中文還是潮州語? 

答:以潮州語教學。當時學校有兩班國語班,兩班潮州語班,學生可以自 

己選擇要上哪一個班。 

問:有教學生寫字嗎? 

答:沒有。當時因為一星期只有兩天,每次 30 分鐘,時間上不夠用,所以著 

重在識字、會讀、會說。不過,G 老師有自編寫字練習簿,她班上有寫字。 

問:中學正式中文課程是哪一年開始的? 

答:公元 2000 年開始,當時只有一位教師(宣教士),從高中一年級開課。 

問:中文聖經課是哪一年停開的?為什麼? 

答:公元 2007 年因為中文老師師資不足,加上新來的中文教師不善於說泰 

語,無法用泰語對學生解釋聖經,所以停掉中文聖經課。中文只在正式 

課程中教學。 

問:正式中文課程開始之時,中文教師是否具有教師證書? 

答:能請到來自台灣或是中國的老師就很不錯了,有沒有教師證書當時泰 

   國政府沒有要求,所以學校也不要求。』 

 

《訪談四》前任中文老師-C 老師( 2007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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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請問你是怎麼到本中學教中文的? 

答:我本身是宣教士,要到泰國宣教必須要有宣教許可證。那時泰國政府只給

基督教宣教師五個名額,當時沒有缺額。恰好中學正向台灣教會請求中文

教師,我就請學校給我聘書,以教師的名義進入泰國宣教。 

問:你以前有教書經驗嗎?       答:沒有。 

問:當時你會漢語拼音嗎?       答:不會。 

問:你如何教中文?             答:以ㄅㄆㄇㄈ教。 

問:當時你會說泰語嗎? 

答:不會。我的泰語都是在上課中跟學生互動學習的。 

問:你在中學教幾年中文?       答:五年。 

問:你教簡體字還是正體字?     答:正體字。 

問:你對師資的看法如何? 

答:在泰國,只要是來自中文母語國家的人,就可以教了。當然,如果有正式 

的老師是最好,可是很難。何況基督徒本來就很少,找老師就更難了。 

學校堅持只聘用基督徒老師,所以啊,就卡在這個觀點。』 

    

《訪談五》: SCA 現任教師—L 老師(台灣; 2008 年 2 月 20 日)) 

『問:L 老師來中學幾年了?    答: 三年。 

問:中學中文老師以台灣老師為主嗎? 

答:大部分是台灣老師。中國大陸老師也有幾位。 

問:學校要聘請基督徒中文教師,都是經由哪些途徑? 

答:都是經由教會推薦的。但是因為基督徒老師不多,所以在聘請老師方面有

一些難處。但這董事會的堅持也是本校的特色。 

問:不知你對 TSC 中文教材有何看法? 

答:教材是最大的問題,到現在我們還在調整教材。最好是正體簡體並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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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都是同時教兩種字體。 

問:如果採用台灣師大編的教材如何呢? 

答:看了師大編的教材我非常喜歡,各方面都俱全,是很理想的教材。』 

 

《訪談六》:TSC 現任教師—Z 老師(中國大陸;2008 年 2 月 20 日) 

『問:Z 老師來中學幾年了?        答: 三年。 

問:過去有教學經驗嗎?          答: 有。 

問:初來之時你會漢語拼音嗎?    答: 不會。 

問:那怎麼進行教學呢? 

答:現學現賣,盡心盡力就好。 

問:當時你會說泰語嗎?          答:不會。 

問:不會說泰語如何跟學生溝通? 

答:是很辛苦,但是用簡單英語還是可以的。 

問:學生常規怎樣約束? 

答:這也是一個大問題,泰國的學生不認真學習,喜歡玩,必須要有耐心和 

   愛心。』 

 

《訪談七》:英語教師 Sa(菲律賓;2008 年 1 月 17 日) 

『問: Sa 老師你好,上課時你班上的學生喜不喜歡互相聊天或是走動? 

答:是阿!非常喜歡。這些學生用泰語形容就是:BA!  叮咚! 

問:你怎麼處理? 

答:乖乖學習的發糖果,不乖的不給。 

問:有用嗎? 

答:他們喜歡吃糖,有用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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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應:我有同感。』 

 

《訪談八》:英語教師 A(美國;2008 年 9 月 11 日,坐在校車內準備赴移民局) 

『問:哈囉!A 老師你好!今天課上得怎麼樣啊?學生有沒有乖乖上課? 

答:我今天很失望!為學生預備了圖片、字卡、玩偶等教具,從頭到尾只有一

位學生的眼睛看著我,真的只有一位! 

問:是哪個年級? 

答:M4c 的學生。 

問:其他的學生在做什麼? 

答:玩、鬧、說話、走動、睡覺。 

問:你如何處理? 

答:罰他也不聽,照樣玩鬧,真讓我難過!你看(伸手指著),車窗外走向辦公室

的那位男學生,就是今天我班上表現最差的一位,真是壞透了。』 

 

三、《日誌實例一》 

 (2008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二 ) 

    用完晚餐正準備去放置餐具時,看見 X 老師一人坐在前端的桌子正要用

餐,心想,我正打算再訪問她一次關於學生上課秩序的各項問題,趁這機會來

與她談一下吧! 

放好餐具,走近她身邊,徵求同意之後便開始對話。 

問:B 班生上課走動,聊天,做自己的事,而且是整班的現象,不知您如何處

置? 

答: 馬上糾正他,若是不聽,可以請他罰站。 

問: 問題是,他們根本不在乎罰站,而且還嘻皮笑臉地與座上同學做鬼臉,打

手勢,晃動身子,並大聲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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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那就叫他出去罰站在走廊。 

問:出去罰站在走廊,同樣的舉動還是在進行著,又增多了敲玻璃的噪音。 

答: 就將他們的名字送到行政辦公室了,由校方處理。 

問: 這些過程我都處理過,但是,每天都有不同的學生在進行著同樣的舉動,

而且時好時壞,教起學來倍覺艱辛,都快沒有耐心了。是否泰國的學生就

是這種德行呢? 

(這時候,Z 老師來加入對話。) 

Z:X 老師請問過去本校的學生是不是都這個樣子呢? 

答: 不是的,最近幾年才變成這個樣子。 

我問: Z 老師你來本校三年多了,剛來的時候,學生就這是這種情況嗎? 

答:是啊,就是這個情況,很難進行教學,這幾年來一直是這情形。這學期我

教的 M1 學生,情況更是糟糕,上課時簡直就是『滿地開花』似的全班吵個

不停。聊天,走動,玩鬧…等等,而且,我發覺泰國的學生很沒有正義感,有

同學在吵鬧,他們不是幫老師勸阻,反而是加入吵鬧的行列,全班大家一

起來鬧鬧鬧,真不知他們是來學校做什麼的。 

X: 我認為這是學校行政單位失職才變成這樣的。這幾年來沒有嚴格執行處

罰方式,學生在寬鬆的訓導制度下,養大了放肆的野心,大家有樣學樣,

情況是越來越糟糕了! 

Z: 是啊,我也是覺得學校沒有一個處理學生的規則,學生越來越壞,教學是

更加困難了。去年我提出意見給 L 校長,結果還是沒有用,現在他離職了,

新來的校長似乎還沒有真正了解我們學生的問題,在這情況下,學生依然

天天上演『滿地開花』的教室活動。 

我:是啊!B 班學生是這樣,A 班的情形雖較好一些,也難免有一、二位製造混

亂的學生。 

(附記: X 老師的先生是 L 校長之前的校長,已經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