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任務型教學活動之評估 

第五章  任務型教學活動之討論 

本章以研究者自身進行第三、四節所描述的任務型教學活動的觀察與發

現為主要的評估點，再以教師訪談與學習者訪談進行佐證，評估「任務型教

學活動」在華語教學上的實際實施成效。 

第一節先介紹訪談者資料，再將訪談結果中得到的建議，分為教學設計

部分、教師態度與執行過程、學習者態度與難以控制的因素四方面，整理如

後。  

 

第一節  訪談對象與結果 
訪談對象為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其他使用任務型教學活動

班級之五位教師及十位學生。 

 

1.1 受訪教師資料 

受訪教師資料見【表五-1】： 

 

表 五-1 受訪教師資料 

教師代號 性別 
最高學歷

專業 
資歷 專長 

海外教學

經驗 

Z 老師 女 華語文教學 八年 
初級語法 
閱讀 

美國 
兩年 

C 老師 女 華語文教學 二十四年 聽力 
美國 
一年 

X 老師 女 華語文教學 三年 定式教學 
美國 
一年 

P 老師 女 中國文學 八年 聽力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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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刊 

F 老師 女 華語文教學 二十年 
寫作 
閱讀 

美國 
兩年 

 

五位受訪教師都是女性，教學經驗都很豐富，雖然專程各異，但課室

中都會搭配使用任務型教學活動，對本研究主題並不陌生。訪談都順利進

行，也讓研究者得到很多珍貴的心得。 

 

1.2 受訪學習者資料 

受訪學習者資料見【表五-2】： 

 

表 五-2 受訪學生資料 

學生代號 性別 國籍 年齡範圍 學過的外語 學習中文

經驗 
目前使用

教材 
S1 男 捷克 26-30 中文、英文、

德文 
四年 遠東生活

華語三 
S2 男 美國 21-25 中文、日文、

法文 
半年 實用視聽

華語二上 
S3 男 哥斯大

黎加 
20 以下 中文、英文 一年 遠東生活

華語三 
S4 女 韓國 31-35 中文、英文、

法文 
一年 實用視聽

華語二上 
S5 男 加拿大 26-30 中文、法文 兩年 迷你廣播

劇 
S6 男 泰國 21-25 中文、英文 一年 遠東生活

華語三 
S7 女 日本 21-25 中文、英文 一年 遠東生活

華語三 
S8 男 瑞士 26-30 中文、希臘

文、義大利

文、法文、德

文 

一年 實用視聽

華語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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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9 女 日本 21-25 中文、英文 一年半 遠東生活

華語三 
S10 男 日本 26-30 中文、俄文、

英文 
一年 遠東生活

華語三 

 

學習者訪談對象共十人：女生三位、男生七位。研究者發現，在研究

者說明研究主題後，男性學習者比較願意接受訪談，訪談時間也比較容易敲

定。相較之下，女性學習者需要較長時間考慮，也較常更動已經約好的訪談

時間。本研究原本的構想是能訪談十位不同國籍的學習者，容易看出不同國

籍、不同文化的學習者對任務型教學活動的接受度、看法與成果。但是適合

的受試者（實際進行參與過任務型教學活動者）本就不太多，再加上有些學

生並不願意接受訪談，所以有三位學習者同為日本人，國籍分配方面差強人

意。十位學習者都正在使用實用視聽華語二、遠東生活華語三或迷你廣播

劇，屬中級程度，中文的流利度、表達自己意見的能力都沒有問題，訪談都

能順利進行。 

 

1.3 訪談重點 

至於訪談的內容要點，教師的部分為實行任務型教學活動時的教學流

程、教學心得、學習者特別的反應、是否達到預設的目標等等。學習者的訪

談要點則請受訪者陳述進行任務型教學活動時的學習經驗、學習成就等等。

最後將訪談和教學實施的成果互相對照，評估任務型教學活動在華語教學上

的實施成效。 

 

1.4 訪談結果 

教師都肯定任務型教學活動的學習成效，認為學習者在自然的環境中

使用語言溝通，對他們來說是很好的經驗。特別是經由教師設計的任務，比

較不會出錯，和同學分組活動也降低陌生環境的焦慮感。學習者多能適度發

揮語言能力，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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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也都肯定任務型教學活動的學習效果，有的學習者會說老實說

有一點麻煩，但最後都覺得從任務中學到了不少東西，也覺得任務型教學活

動對提高學習興趣有很大的幫助。並且覺得教師設計過的任務都適合他們的

程度，不會太難，有的學習者覺得任務難一點也好，他才知道原來他可以克

服。 

除了這些一致的意見，研究者將實際觀察中與訪談過程中觀察到的特

點，分為教學設計方面、教師態度與執行過程、學習者態度、難以控制的因

素，分於下列幾節說明。 

 

第二節 教學設計方面 
就任務實際進行過程中觀察到的特點，經過訪談內容印證後，將教學

方面的特點整理如下。 

 

2.1 活動設計進行的方式 

教師們的活動設計方式都差不多，先對學習者最近學到的詞彙、語法、

主題加以統整，設計出相關的任務活動。活動前先給學習者心理建設，告訴

他們這是對他們有益的活動，讓學習者不要抗拒任務活動。 

 

『任務的目的就是要讓學生能跟台灣人接觸，但是又要讓他們有機會說

話，然後他們說的話台灣人能聽得懂，就是你要考慮很多方面，就是第

一個他們能說到話，第二個是他們能把所學的說出來，第三個你要逼他

們去用他們學過的語法，要不然他們會說得破破的、爛爛的，所以最好

的辦法就是說用跟視華一課文很像的情境。』（Z老師訪談內容） 

 

『先稍微提一下，讓他們知道我們會做這個事情。其實那是一種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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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講出去的時候，看看他們對這種活動的反應怎麼樣，那萬一有人非常

地反對，或者是一臉很不屑或是很無聊的樣子，你可能就要小心，想想

看你的方法是不是要修改。所以剛開始，做個風向球投出去，看看大家

如果沒什麼特別的反應，大概能接受，就開始做了。』（F老師訪談內容） 

 

2.2 難易適中的任務 

教師應按照學習者程度來設計活動。不要讓學習者一開始就覺得太難

進行、太麻煩，造成學習者想放棄的消極心態。 

 

『就是整合學生所有學過的詞彙、語法，然後你看他的語法適合做什麼

樣的任務，比方說像我那個初級班的學生，就是很初級啊，因為太初級，

所以不能出去跟別人溝通，也不能交流，還不如跟同 level 的學生做互動，

所以我們就設計一個任務，剛好他們學的都是剛開始怎麼認識別人，所

以我們就設計那樣的任務。』（X 老師訪談內容） 

 

有的受訪教師還提出了特別的看法，他認為應該設計稍微高於學習者

程度的活動，（當然得先衡量學習者的能力與學習態度）： 

 

『你沒有讓他做，你怎麼知道他看不懂那些比較難的東西，你讓他做了

以後才發現原來他有比較高的能力去閱讀，去寫去整理出來一個東西。

他可以找到一個比較難的點。像那個做台灣人對婚姻的看法的，他還去

找美國跟香港的研究報告，然後綜合起來，報告的時候拿出來講。這個

都是我們沒想到，他自己找的。』（F老師訪談內容） 

 

『我覺得有些事情看來不可行的，到最後如果你把它弄得很周延的話，

其實是可行的。』（Z 老師訪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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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篇文章很鼓勵我，因為那個時候我覺得我的程度不夠，不夠看

這麼複雜的資料，我以為一定看不懂，可是可以，自己還不錯。』（S1

學習者訪談內容） 

 

2.3 學習者有興趣的任務 

就研究者本身的經驗，任務設計一定要讓學習者感興趣才行。如果時

間或主題允許，設計多個任務或讓學習者自由選擇任務主題，任務活動進行

上會順利很多。教師不用多施加壓力，學習者自然會認真進行任務，獲取他

本身也很想知道的知識。 

 

『我覺得學生如果喜歡他的任務，真的會提升他的學習興趣。所以應該

要挑他喜歡的題目，如果不挑他喜歡的題目，他就不願意做。像我最喜

歡的這個班的期末報告，有人就寫喝咖啡，星巴客的咖啡，台灣人為什

麼喜歡喝咖啡。這樣子做的話，也讓活動的面向多元一點。每個人的主

題不同，反而更有趣。』（F老師訪談內容） 

 

『我覺得很有意思，因為跟中國的文化有關係，我覺得大部分的人如果

想學中文，尤其是西方人，他們對中國的文化有興趣，大概是，可能如

果以前沒有寫過比較長的文章，那就會覺得有點麻煩，因為要去自己查

資料，上網查資料不容易，因為我們的中文程度還不夠好，我們還沒有

那麼厲害。』（S1學習者訪談內容） 

 

2.4 學習者抗拒的任務 

就像第四章期中任務研究者本身學生的抱怨，學習者覺得花時間可

以，但不要太花錢。但是設計任務時，有時候教師自掏腰包，有時非花錢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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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就容易造成學習者的反彈。 

 

『我們想去 KTV 唱歌，剛好期中活動。我就說可以啊，找個時間我們就

去吧。他們有人去打聽了之後，發現價錢不便宜。如果我們帶出去辦活

動，場租不便宜，要一、兩千塊，那麼貴怎麼辦？ 我如果要求學生花那

麼多錢去做一個活動，我覺得有一點點……我怕學生反彈。』（F老師訪

談內容） 

 

還有就是學習者也會抗拒太無聊、太麻煩、學不到東西的任務。這時

候教師一定要詳細說明任務的設計目標，讓他們知道從這次任務中他們可以

用到哪些語言能力，鼓勵他們。 

 

『如果這個任務可以讓他們得到想得到的訊息的話，他們就願意做。可

是如果說任務會增加他們的負擔的話，比方說我要他們去訪問台灣人，

如果他沒有台灣朋友或語言交換的話，他就會覺得有困難。』（P老師訪

談內容） 

 

『我沒有時間，千鶴子也是，我大概知道，所以沒有當面商量的時間，

比較麻煩。』（S10 學習者訪談內容） 

 

『對我來說我不太喜歡，因為有一點麻煩，我還要準備什麼東西很多。

要是有老師準備的題目了，比如說去超級市場找東西這樣的，我不用想

那麼多，這個我可以接受。那要是好像要表演的話，我覺得有一點麻煩，

因為我還要準備很多，我還要想，還要討論，用很多時間，我不要。』

（S6 學習者訪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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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任務活動單越詳細越好 

學習者都存有能偷懶就偷懶的心態，教師在設計任務活動時就必須將

每個環節或要求清楚地列在學習單上。 

 

『任務前就發任務單，而且任務的指示要非常的清楚，指示給得越清楚，

會做得越好，如果只是「請…」，讓他們自行發展，任務通常都會很失敗。

可是你給得越仔細，比方文法、詞彙，你規定他一定要用哪些文法、詞

彙，他反而受到控制，會做得好一點。』（X老師訪談內容） 

 

『當然我們之前那個單子要設計得非常好，每一個步驟要替他想好，而

且要幫他想可行性有多少，要幫他想到，他去做的時候，是不是能用到

各種聽說讀寫的技巧之類的。所以我整個活動裡面，你要幫他想到，之

前能不能聽，能不能說？後面能不能讀，能不能寫？大概都要做到，這

是比較理想的，畢竟我們還是語言教學嘛，所以設計的活動裡面要包括

這些，然後又要跟他所學能夠結合。』（F老師訪談內容） 

 

2.6 任務的新鮮感 

大部分的教師反應，初級學習者像小孩子一樣，對什麼都感到很新鮮，

對進行活動的接受度也很高，雖然會的不多，但都會努力運用所學去溝通。

反之程度越高的學習者，常會覺得任務無聊或沒有新鮮感，配合度低。比方

說一位老師說他為中高級程度的學習者設計了一個淡水巡禮的活動，學習者

立刻抱怨已經去了很多次了，不想再去。 

 

『反應兩極，零程度的學生對於要活用一個語言，他們會很興奮，但到

了中級，就會覺得很懶，就沒有新鮮感。所以我覺得初級的任務、中級

的任務有不同的難點，初級就是所知很有限，所以你設計任務要很小心，

那中級他們已經沒有新鮮感了，所以你要設計一個有挑戰性的、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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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X老師訪談內容） 

 

『任務設計要有挑戰性，比方說尋寶，我覺得要大費周章，如果你只是

給他很一般性的東西，效果不是很好。如果裡面有很多的 trick，他們

會覺得很有意思。』（X老師訪談內容） 

 

2.7 任務的預演 

有的教師認為，既然任務活動是真實世界溝通活動的預演，那任務活

動本身也可進行預演。 

 

『我要他們先訪問我，怕他們出紕漏，他們就開始設計問題了，他們去

採訪的時候就利用他們上課演練的那些問題，這樣我覺得他們比較不會

聽到他們聽不懂的，鴨子聽雷這樣子，成效還不錯。』（Z老師訪談內容） 

 

第三節 教師態度與執行過程 
就任務實際進行過程中觀察到的特點，經過訪談內容印證後，將教師

態度與執行過程的特點整理如下。 

 

3.1 教師的重視與適度的壓力 

在任務過程中，教師一定要表示對任務活動的重視，或在開始時就告

知學習者此次任務的分數比重。其實教師一直把這件事掛在嘴邊，學習者就

會知道這是一件不能馬虎的事。學習者也必須按照任務時程表繳交該交的部

分，教師也應催收，不要讓學習者有得過且過的心態。任務過程中，教師要

不時詢問學生進度或是否碰到困難，這些動作都會給學習者無形的壓力，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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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正視這個任務活動的重要性。 

 

『先給他們大綱，很清楚跟學生說，你的草稿、修正稿什麼時候給我，

有的時候討論一下，就是上課的時候，有空閒的時候，讓他們談談任務，

因為你談得越多，學生會越投入活動當中，你可以問問他們要做什麼？

他們可以說說他們要做什麼？就是用這樣的方法，他其實自己會更投入

在裡面，他也覺得老師好像很重視這個活動。我會看學生，如果學生很

怠惰，不太重視，我會跟學生說這個佔學期分數很重，否則一般我不會，

要看班級的氣氛。』（X老師訪談內容） 

 

『告訴他們時間到了，可能他們該交什麼可是還沒有交什麼，所以我們

幫他把草稿、一稿、二稿都設計好。那你發下去以後，中間就要不斷地

盯，＂今天幾號了，你們該交東西啦＂，或者說＂你們做到什麼地步啦？

怎麼樣啊？＂這樣子。那我也會問＂你們是不是約好要一起去超級市場

啊？＂學生會因為一些外務，就沒有那麼自動，你稍微盯一下、提醒他

們一下，讓他們知道必須正視這一件事情。你如果丟出去以後都不管，

他一定會到最後一天才理你，他根本就不會主動。所以不斷地去盯，他

們才知道你在乎。你在乎，他們才會在乎。』（F老師訪談內容） 

 

3.2 勸說不配合學習者的方法 

進行任務時，每班多少都會一、兩個不配合的學生，這種學生常常讓

教師沒辦法，訪談中不少教師提出建議。 

 

『大部分人是正面的態度，那全部的人都會正面，一部分比較強勢的

人，他在班上居於領導地位的，比方說大家都喜歡他，當他表現出來是比較

負面的，那整個班就會變得負面。你可以先跟他聊一聊，或者你給他一個重

要的任務，比方說你們是一組，你是組長，你要做什麼。就是給那個可以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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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班上氣氛的人一個重要的角色，讓他去發揮重要的效果。所以就看他的個

性，給他不同的角色、不一樣的活動。』（X老師訪談內容） 

 

『告訴他我要他們做這個任務的用意，然後他們聽了以後，大部分的人

都會很甘願吧，就是我會去說服他們，我會讓他們知道說，你考試對你沒什

麼用處，你考是就是在那邊筆試，那你做這個表演，你可以說話，然後你好

不容易有一個機會可以說這麼多，然後老師可以改你的句子，然後你又可以

說你自己想說的話，而且這是有情境的，反正我就是想辦法洗腦就對了。』

（Z 老師訪談內容） 

 

3.3 注意學習者心理層面，建立學習者自信心 

學習者的心理有時候是很脆弱的。也許一次的失敗會造成他長久的陰

影。如果發現此現象時，教師的介入鼓勵是很重要的。 

 

『比方說，有些學生覺得對方不喜歡他，有些學生太緊張所以說不出完

整的句子，或是有些時候學生發現他說出來的句子，對方會笑。自尊心

較強的學生會覺得對方在嘲笑他，心思比較細膩的學生會覺得是不是他

說出來的句子有言外之意。』（P 老師訪談內容） 

 

『一之軒很忙碌，他們沒有很多時間跟學生進行溝通，學生很可能不能

達成這個任務，那我自己的看法是我覺得我們做任務活動，尤其是在初

級學生讓他們完成任務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中間的過程，遭遇到的困難

我覺得老師要適時地給予協助，而不是要訓練他，他一定要用這個語言，

而老師一點幫助也沒有。我覺得我比較不贊成這樣的方式，挫折感太大

了』（C老師訪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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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提供適時適當的幫助 

對學習者來說，進行任務時一定會碰到問題，這時教師適時適當的幫助

就很重要。 

 

『他提供很多資料，還有他不會讓你，給別人太多功課，如果我們沒有

辦法去查資料，他就不會給我們每天那麼多功課。』（S1 學習者訪談內

容） 

 

『我覺得他先給我們一個表，一個單子，有一些像 tips，不是 tips，他

說你要先寫題目，你要問的問題，你要訪問對象，然後這樣你可先把你

的想法先寫出來，他說：「喔！這個可以做。」那你做。所以我覺得那個

第一個部分，那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要不然我們會選很難的。』（S3

學習者訪談內容） 

 

第四節 學習者態度 
就研究者收集到的資料與觀察到的反應，學習者大多喜歡這些任務活

動，他們覺得可以實際運用語言溝通是很重要的，透過這些任務，學習者也

可以發現他所欠缺的語言部分。學習者認為任務讓他們學到很多課本沒學到

的東西。就學習者態度這一項，發現了下列幾項： 

 

4.1 學習者程度影響態度 

大部分的教師反應，初級學習者像小孩子一樣，對什麼都感到很新鮮，

對進行活動的接受度也很高，雖然會的不多，但都會努力運用所學去溝通。

反之程度越高的學習者，常會覺得任務無聊或沒有新鮮感，配合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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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任務本身設計得怎麼樣，要花很多心思設計，尤其是中級、高級更

難。』（X老師訪談內容） 

 

『反應兩極，零程度的學生對於要活用一個語言，他們會很興奮，但到

了中級，就會覺得很懶，就沒有新鮮感。所以我覺得初級的任務、中級

的任務有不同的難點，初級就是所知很有限，所以你設計任務要很小心，

那中級他們已經沒有新鮮感了，所以你要設計一個有挑戰性的、有意思

的。』（X老師訪談內容） 

 

4.2 國籍與個性影響態度 

東西方學習者對進行任務的態度也有所不同。西方學習者比較外放，

要他們去路上和不認識的人交談也沒問題，但東方人就不適合這樣子的活

動。害羞、不喜歡與人交際的學生也多半不會熱中於任務活動。 

 

『期末報告還是要讓他們演戲。我發現西方學生的反應會明顯的表示願

意，亞洲學生就比較低落』（Z老師訪談內容） 

 

4.3 年齡影響態度 

理所當然的，年齡也影響到學習者對任務的態度。從學生訪談中發現，

年齡較大的學生會覺得任務活動是浪費時間，他們寧可在教室學習。 

 

『我不太喜歡採訪跟表演，因為採訪跟表演的時候跟朋友一起去，所以

時間比較浪費，要用很多時間，對時間比，我自己學得比較少。』（S3

學習者訪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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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語言能力的發揮 

教師給的限制越多，有時候學生的語言表現越好。如果都不加限制，

學生容易偷懶用簡單的語法或詞彙帶過，反正達到溝通的目的就好。 

 

『任務的準備越多，學生會發揮得越好，可是你準備得很少，他就會發

揮得不好，所以就是像很多語法條列出來，給他例句，老師辛苦，學生

就會做得好，老師很輕鬆，學生就會做得不太好，就是看你那個任務的

指示，你的任務單做得怎麼樣。有自動自發的學生，你給的指示不多，

但是做得我很滿意，但是這樣的學生不多。大部分的學生都很被動，你

就要規定他用幾各句型、幾個慣用語，自動自發的學生有，然後願意把

任務作得很好的學生也有，還是看個人的學習態度。』（X老師訪談內容） 

 

『我覺得寫出來的時候，為什麼我的中文不會表達我的意思，太難了，

因為要寫報告的時候，要用到很多書面的，所以如果你沒有這種字，會

覺得很困難，在寫出來的時候，可能會像說話的時候，可是一個報告像

這樣很不正式。』（S3 學習者訪談內容） 

 

4.5 超過本身程度的表現 

像第四章中研究者的學生 Q，他常喜歡用超過本身程度的詞彙或語法，

對教師來說有時要多花很多心力與時間在解釋他的句子或詞彙上。 

 

『我覺得那是因為日本學生的關係，他對那個詞彙的瞭解，他覺得他可

以寫這樣的句子，可是該會的、基本的，課本上的詞彙他用得不好，反

而用一些還沒學過的，也用得不好，就變得真的很爛。』（X老師訪談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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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上次我們班的日本學生寫日本人過年的活動，去廟裡敲鐘，要敲 108

下，108 下是怎麼一回事？是喜怒哀樂，又分過去現在跟未來，跟佛教

裡的貪嗔痴有關。我說這東西同學真的聽不懂，你只要說＂我們要敲 108

下，為什麼要敲 108 下呢？簡單地說，這 108 就代表什麼，不要用那麼

難的詞＂。你的同學會聽不懂，那你要想辦法讓人家聽懂，可能就是打

在 powerpoint 上，做成投影片。那還是會聽不懂，所以報告完了以後，

就會讓其他人問問題。像我以前有一個日本學生，他就有一點眼高手低。

他要做問卷，我叫他先拿來給我看，可是最後沒有給我看，就發給他的

朋友寫了。問卷題目很多，又給很多人寫。我跟他說他這樣做的報告太

大，他覺得他有工作經驗什麼的，不會有問題。』（F老師訪談內容） 

 

4.6 低於本身程度的表現 

和 4.5 相反的，因為緊張或一時想不到，有的學習者的表現會比平時課

室表現差。 

 

『因為他沒想到，是第一直覺上要達到他的目的，習慣上會用最簡單的

辭彙。還有他可能會考慮到如果是同學的話，考慮到對方是不是能聽得

懂。』（P老師訪談內容） 

 

『我覺得用中文來發表的時候，最好是不用難的中文發表。因為發表是

給大家聽的，所以我總是寫簡單的中文。』（S7 學習者訪談內容） 

 

4.7 遭遇到的困難 

在進行任務活動時，學習者在語言上可能遭遇到聽、說、讀、寫四項困

難，還有技術上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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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沒有學過，自己寫電子報告，就是用電腦寫文章不容易，這

是最難的部分，要自己打字，這是最困難的部分。』（S1 學習者訪談內

容） 

第五節 難以控制的因素 
就任務實際進行過程中觀察到的特點，經過訪談內容印證後，整理出

一些難以控制影響任務進行的因素如下。 

 

5.1 分組因素 

有時候任務的分組是一個影響任務最終成功與否的關鍵。如果兩個互

相討厭的人同一組進行活動，任務肯定不會太成功，可是自由分組有時候又

有人落單。有時候是同組的學習者程度落差太大，變成是程度較高的學習者

主導任務的進行，程度較差的學習者就淪到只能配合。若是同國籍的學習者

在同一組，不管教師三令五申禁止使用母語，他們也都會偷偷地使用母語，

任務的成效就大打折扣。但是教師硬性分組有時又會造成學習者的反彈，所

以在進行活動時，分組也是一門高深的學問。 

 

『有的時候兩個說法文的人就剛好讓他抽到了同一組…因為能力好的對

上能力差的，就會發生問題。』（X老師訪談內容） 

 

5.2 人的因素 

讓學生在「真實世界」進行的活動，有時候人的因素常常導致任務失敗。

比方說這個台灣人會說英語，他一看到西方人自然就說起英語來。讓學習者

去商店的任務，常常因為店家太忙而無暇協助學生進行活動。有時候對方說

的中文不符合學生的程度，學生聽得一頭霧水。這些都讓任務沒辦法達到教

師預設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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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觀光景點的服務人員）聽不懂學生說的話，有時候就給他一份簡

介，自己看，不跟學生交流，你也沒辦法。還有太親切，碰到日本人硬

要跟學生說日語。』（X老師訪談內容） 

 

『如果是台灣人的話，因為講話比較快，用的辭彙也比較活，所以在討

論電影的時候，學生就覺得奇怪，有點聽不懂，雖然已經學過這個主題，

他們就比較知道自己學過的辭彙跟文法的限制在哪裡。』（P老師訪談內

容） 

 

『我碰到一個老人，我問他問題的時候，有的時候他聽不懂我的意思，

因為我的發音不太清楚，所以我花了很多時間，問他很少，少少的問題。

可是我覺得很好玩，因為我們一直笑一直笑。可能我是第一次外國人跟

他用中文說話，所以我們，這是一個情況，我很難忘記的，所以我覺得

這個很好玩，很特別。』（S8 學習者訪談內容） 

 

5.3 環境因素 

研究者本身有過一次經驗，讓學生去校外進行活動，但天氣太熱，學習

者都意態闌珊。有的女性學習者看來身體柔弱，說實在的也很怕她中暑。除

了天氣以外，還有學習者迷路或任務地點突發的狀況，都是難控制的環境因

素。 

 

『之前有一個任務蠻失敗的，我設計了一個活動，就是去找他們的東西，

我請他們給我一個很不重要的東西，然後我把它放在校園的某一個地

方，讓他們去找。我給他們一張小紙條，那張小紙條會告訴他們，他們

東西放在哪裡，他們要去找出來，但是他們還要去問別人那個地方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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裡，就是讓他們有機會去跟別人詢問：「啊！我的東西被偷了，你知道那

個地方在哪裡嗎？」結果很好笑的狀況就是我把一個東西放在一個鋼琴

室，結果我沒想到這個校區和那個校區都有鋼琴室，結果把東西放在這

個校區鋼琴室，別人一聽到鋼琴室「喔！就在那邊！」，所以他們一直找

來找去，都找不到。好慘！』（Z老師訪談內容） 

 

『這也是我在考慮的一個（因素），當我們在做這個任務的時候，在外界

當中遭到干擾的因素要不要排除，還是怎麼克服。那我所謂排除的意思

就是說我先跟老闆商量說說我們會有一些人來，請你給一點耐心，但是

哪有那麼好的老闆，就是這些外界干擾的因素要不要排除？能不能克

服？如果可以克服的話，這也可以作為下一次任務設計的一個考慮，還

是要呈現一個比較真實的情境？因為他們平時遭遇困難的時候也是一

樣，都是一定也是很忙碌。』（C老師訪談內容） 

 

第六節 小結 
根據研究者本身在任務進行過程與任務後，非正式訪談學習者之後，發

現學習者雖然嘴上喜歡抱怨，但跟一般課室教學比起來，他們還是較喜歡這

些任務活動。學習者可以在這些任務活動中實際運用語言能力，了解自己所

語言能力中所欠缺的部分，自我評估，達到語言學習的功效。 

教師與學習者訪談的結果則和研究者觀察到的結果大同小異，教師訪談

中進行任務的過程也和研究者在第四章的活動設計與進行步驟相差無幾，故

在本章不再贅述。將觀察到的特點分為細項一一討論，作為日後教師任務活

動設計時參考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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