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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任務與第二語言習得 

一、活動與語言教學 

Crookall & Oxford（1990）認為，將活動使用於語言教學，最常被提

及的四個原因是： 

一、活動可刺激學習動機並且有樂趣 

二、在學習的過程中，做活動比看粉筆字、抄黑板更為適合 

三、活動比傳統式教學更貼近真實生活 

四、活動給語言學習帶來正面的效果。 

Willis（1996）也指出大多數的研究學者都同意有效的語言學習必須具備四

個條件（參圖 1-1），其中包括三個基本條件（essential condition）：接觸

（exposure）、運用（use）和動機（motivation）；再加上一個有利條件

（desirable condition），教學（instruction），而活動為語言提供了自由

且有意義地使用的機會，這正好符合了有效學習的四個條件之一。事實上，

利用活動來進行語言教學，不僅符合四分之一的條件，甚至可以完全符合這

四個條件。 

美國二十世紀著名的哲學家和教育家，且有「經驗主義之父」之稱的杜

威提倡“從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他認為學習不應該是由教師

來主導，也不贊成知識是藉教條和背誦被傳授；而強調順應學習者的興趣，

在遊戲和思考中實驗知識的真假。興趣與動機是緊密相關聯的，Keller

（1984）認為興趣是動機的主要因素，它能激發和保持學習者的好奇心。

Arnold（1999）也提到，Chomsky 曾指出 99%的教學工作就在於使學生對學

習材料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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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之語言學習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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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切地說是「教學活動1」。教學活動是為了某一特定學習目標而設計的，並

且要求學習者在限定的時間內完成，它包含了角色扮演（role-play）、練習

（exercise）、遊戲（game）、戲劇表演（drama）等等。而教學活動中，學

習者為了達到交際溝通的目的而使用語言，以實現某種成果的活動稱為「任

務（task）」（Willis,1996,p.23）。 

在教育方面，將任務的使用作為一個單元，並納入課程計畫始於五零年

代的職業訓練，從七零年代早期開始，「學術性任務」（academic tasks）成

為普通教育的焦點。Doyle（1983,p.161）在提到小學教育時就指出「學術

性任務是一種貫通為學生而制定之課程的技巧。」而任務和語言教學產生聯

繫，跟第二語言習得研究的發展有緊密的關係。 

六零年代晚期及七零年代，第二語言習得研究的目標是放在調查學習者

如何自然地習得第二語言，最主要的資料來自於學習者用第二語言對話時的

語料，然而這樣的語料並不容易蒐集，而且也不一定能提供研究者想檢驗的

特定語言特徵，因此研究者藉由要求學習者完成多種不同的任務，取得他們

交際溝通的實例，以分析學習者在特定語言特徵使用上之變化，於是任務便

成了研究第二語言習得的一個重要工具2。 

八零年代中期以後，就如第二語言習得的研究學者一樣，語言教師、教

材編寫者和課程設計者很快地意識到任務的價值，有的方法學者只是單純地

將任務與傳統式教學結合在一起教學，有的方法學者則將任務視為一個自成

一格的教學單元，並以它為中心來設計全部的課程3，後來這兩者就各自發

展為「任務輔助教學」（task-supported language teaching）與「任務導

向教學」（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 

 

                                                 
1 一般教師的行為例如：向學生道早安、與學生目光接觸、或是在黑板上寫字等等都不算

教學活動。 
2 根據Crookes（1986）的定義：「『任務』是一個通常帶有特定目的的行為抑或活動，它可

以是課程或工作的一部分，或是用來得到研究的資料。」 
3 Long and Crookes（1992）指出「『任務』是一個可以拿來當作設計語言課程之基礎的教學

單元（pedagogical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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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語言習得理論 

八零年代，就在針對學習者的語言創造調查同時，第二語言習得研究的

另一分支將重心置於學習者接觸的語言輸入（input）與他們所參與的互動

上。Krashen（1981,1985,1994）和 Long（1981,1983a,1996）在這方面的

研究具有特別深遠的意義，他們的理論引導了第二語言習得研究，利用任務

來檢驗，哪一種語言輸入能對於理解和語言習得起最大的效用。 

 

語言輸入假設說 

第二語言習得只有在學習者接觸第二語言輸入時才會發生，這是不證自

明的。語言輸入的型態可能是自然而然的（naturalistic）或是正式的，也

可能是口語的或是書面的。早期的第二語言習得理論，十分強調語言輸入的

重要性。然而，單純地接觸語言輸入是不夠的，學習者需要的是「可理解的

輸入」（comprehensible input）。Krashen（1981,1982）主張語言學習是語

言輸入取向的（input-driven），在他所提出的「語言輸入假設說」（Input 

Hypothesis）中認為「使語言習得得以發生的一項重要條件，是當學習者透

過聽覺或閱讀，能夠理解輸入的語言，而且其內容包含比現有之語言能力稍

難的結構…如果學習者的程度是 i，則其所能理解的訊息應當為 i＋1，這裡

的〝理解〞指的是學習者聚焦於訊息的意義，並非形式結構。」

（Krashen,1982,p.21）換句話說，學習者在能夠理解他們所接觸的語言輸

入時，下意識地學會第二語言。 

 

語言輸出假設說 

Krashen（1982）堅稱語言輸出在語言教室中太少，對語言發展並無任

何影響，因此否定了語言產出（production）在第二語言習得中有任何功用

的可能性。Swain（1985）針對這點提出反駁，她認為雖然語言輸入是必要

的，但是對於語言習得來說，仍嫌不足，除了語言輸入之外，學習者需要機

會來產出標的語。Swain（1995）指出學習者可以假裝理解，但是他們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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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裝產出語言。這是因為對於可理解的輸入，學習者可能只運用「語意處理

過程」（semantic processing），而不注意語言形式。相反地，語言產生必

須經由「句法處理過程」（syntactic processing），也就是要求學習者注意

語句構造，尤其是當學習者被迫產出簡明和得體的訊息的時候。 

Hatch（1978）最早點出語言輸出之重要性時就已經說明，一個人學會

如何對話，另一個人學會如何與之進行口頭互動，句法結構就由此發展。因

此，Swain 所提出的「語言輸出假設說」認為語言產生讓學習者由經歷句法

處理過程而促進學習。除此之外，Swain 也對於語言輸出的重要性提出以下

幾點看法： 

一、 當溝通出現停頓或破裂時，為了正確地、清楚地和恰當地傳達訊息，

學習者可能被推動使用替代的方式。 

二、 使用語言可能強迫學習者從代表語言習得之早期階段的語意處理過

程，轉移到句法處理過程（也就是說，理解可能單純地藉由注意內容

詞彙的意義就發生，但是語言的產生可能引起對形式結構的專注）。 

三、 學習者有機會檢驗第二語言的假設。 

Lee & VanPatten（1995）區分了第二語言發展中語言輸入和語言輸出

的角色。他們認為語言輸入是學習者所接觸到的，它是幫助學習者建構第二

語言系統的資源；語言輸出是學習者所產生的，它扮演著推動學習者發展溝

通能力的角色，少了語言的產生，學習者發展不了溝通能力。這個語言溝通

能力的概念，引起了大家對協商（negotiation）的重視。 

 

互動假設說 

Long（1981,1983）提出「互動假設說」（Interaction Hypothesis），

對語言輸入的角色做了類似的強調，他認為，當語言能力較低的說話者提供

理解不足的反饋時所形成的可理解輸入能夠促進語言習得。（見圖 2-4）Long

還主張對語言習得而言，最好的語言輸入就是學習者在溝通發生問題時所產

生的意義協商（negotiation of meaning）。因此「互動假設說」認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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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涉的機會越多，越有可能習得語言。Pica（1992,1994）將交涉定義為「是

一種互動，發生於當傾聽者向說話者發出信號，表示說話者的訊息不夠清楚

時，傾聽者和說話者會互相修補（modify）彼此的言詞以打破僵局。」 

 

讓語言能力較低之說

話者提供反饋的機會
會話之交涉性修補 

可理解的輸入 語言習得 

 
涉及雙向資訊交換

之口語溝通任務 

 

 

圖 2-2 Long 對話型任務與語言習得關係之模式 

(譯自 Ellis, 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985:158) 
 

Pica 並提出意義的交涉可以從以下三方面協助語言學習者： 

一、 幫助學習者獲得可理解的輸入。 

二、 提供學習者自己使用第二語言時的反饋。 

三、 刺激學習者去調節、運用和修補自己的語言輸出。 

Lightbown and Spada（1993）也同樣認為，語言環境（指學習者接觸

到的語言）對語言發展很重要，特別是經過修補以後，與學習者能力相稱的

語言或輸入，更是語言習得過程中一個決定性的要素。因此他們總結許多互

動學說者的理論（Long,1985;Crookes & Cass,1993a,1993b），說明「互動

修補（interactional modification），也就是意義的交涉，可使語言輸入

被理解，而可理解的語言輸入有利於語言習得，因此交互修補有利於語言習

得。簡而言之，語言習得過程和交互修補之間存在著的是一種邏輯關係。」

（Lightbown and Spada,1993,p.30） 

 

小結 

簡而言之，任務藉由互動替語言輸入和輸出提供了充分的機會，而且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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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了語言交涉、修補、改換表述和體驗的過程，就如 Long and 

Crookes(1991,p.43)對於為何使用任務，提出之敘述： 

任務提供給學習者一個呈現恰當的標的語樣本－也就是必然要藉著運用整體

認知處理能力重新改造過的語言輸入，理解的傳遞和交涉難點產生機會的媒介。 

 

第二節 溝通式教學與任務導向教學 

一、溝通式教學 

「溝通式教學」又稱「概念–功能教學」（Notional-Functional 

Appoach）或「功能教學」（Functional Approach），它採納了Halliday的語

言功能模式4（functional model）與Hymes的溝通能力論5（communicative 

competence），對語言的觀點有： 

一、 語言是表達意義的工具。 

二、 語言的主要功能是互動與溝通。 

三、 語言的結構反映出它的功能性和交際性。 

四、 語言的基本組成不只是文法和結構，還有對話中的功能與交際意義。 

Brown（2003,p.350）將繁雜的溝通式教學定義歸納統整為四項特性： 

一、 教室教學目標著重在構成溝通能力的所有要素上（文法、對話、功能、

社會語言以及策略能力等），因此教學目標必須結合語言的組織性與

功能性。 

二、 語言教學技巧的設計是為了能讓學習者能夠透過語言使用和純正語

                                                 
4 Halliday（1970, p.145）指出「語言學是關於談話行為和內容的描述，只有藉由語言使用

的研究，才能了解語言的功能和意義的組成。」 
5 Hymes（1972, p.281）的理論中對溝通能力的定義是「一個說話者為了能在談話環境中暢

所欲言而必須具備的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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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功能應用而達到有意義的目的。語言的形式結構並不是主要的教學

重點，只是為了幫助學習者完成溝通目標的工具。 

三、 流暢性與正確性是相輔相成的，可是有時為了讓學習者能夠持續使用

語言進行溝通，流暢性會比正確性來得重要。 

四、 溝通式教學的課堂活動設計，是為了讓學習者能夠在不同的現實情境

中，將語言應用自如。 

 

二、溝通式教學的兩種版本 

Littlewood（1981）、Howatt（1984）與 Nunan（1988）皆認為溝通式

教學分為兩種版本，一為「弱式版本」（weak version），一為「強式版本」

（strong version）。Littlewood（1981）指出強式版本避開把焦點集中於

形式結構，然而弱式版本卻認為有這個必要。Howatt（1984,p.279）也提出

這樣的看法： 

 

過去十年來已經或多或少成為標準教學的弱式溝通式教學，強調提供給學習者為了溝通

而使用英語之機會的重要性，並且特別試圖將這樣的活動與更廣大的語言課程結合在一

起。另一方面，強式溝通式教學主張語言是藉由溝通而習得，因此它不單是一個活化存

在但無活動力的語言知識的問題，而是一個刺激語言系統自我發展的問題。如果前者可

以被形容為〝學習使用英語〞，後者就是〝使用英語來學習英語〞。 

 

總而言之，弱式溝通式教學認為，溝通能力是可以經由系統化的教授而

習得，學習者先把語言當作有架構的系統一般來學習，然後才學習如何使用

這套系統來溝通。所以，此版本於課堂教學時會把真實的語料和情境跟具有

結構性與功能性的練習搭配在一起。相反的，強式溝通式教學主張語言是藉

由溝通而習得，學習者在學習如何溝通的過程當中自己發現這套系統，也就

是說，強式版本給學習者機會去體驗語言在溝通上是如何被運用的。因此，

強式溝通式教學認為課堂教學應該將時間花在學習者不但在課堂上做，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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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堂外做的活動上，而不是花在學習如何溝通的制式操練（drill）或是

控制練習（controlled practice）上。然而，弱式溝通式教學是現在語言

教學的主流。 

 

三、任務輔助教學 

Littlewood（1981,p.1）是弱式溝通式教學的支持者，他指出「溝通式

教學一個最獨特的特點就是它注意到了語言的功能面和結構面。」還說「語

言的結構觀點並未完全被功能觀點取代。」採用弱式溝通式教學觀發展出來

的教學法為「任務輔助教學」，它是一種以傳統式教學，也就是 PPP 模式（如

圖示 2-2）為主體，加上任務（task）作為輔助的語言教學。首先，教師透

過適當的講解或示範來呈現欲學習之語言項目，然後讓學習者在受控制的模

式下進行操練，掌握所學內容並形成習慣和技能，最後給學習者機會自由地

使用語言去表達創造，而任務就在此時派上用場。 

 

敘述式知識的呈現        控制下的練習        溝通式語言使用   

圖 2-3 任務輔助教學步驟 

 

任務輔助教學的確成功地結合了傳統式教學和溝通式教學的原則，不過

是否仍具交際性，值得商榷。雖然我們將任務置於 PPP 教學步驟最後這個能

夠自由表達的階段，意圖讓學習者進行交際，可是顯然地，此時利用任務的

目的是為了引導學習者使用剛學習過的目標結構，Loschky & Bley-Vroman

（1993）將這種集中型任務（focused task）稱為「語法任務」（grammatical 

task），文法任務因讓學習者過於專注形式結構，反而失去了任務的功能，

轉變成一種情境式文法練習。因此，在任務輔助教學中，任務僅是提供給以

傳統方式教授之語言項目做溝通式練習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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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任務導向教學 

Skehan（1996b,p.20）提到「任務是一種以意義為主要焦點的活動。任

務的成功與否取決於結果的成就，而且任務通常和日常生活之語言應用有某

種程度的相似。因此任務導向教學採納了一個相當強式的溝通式教學觀。」

採用強式溝通式教學觀發展而出的教學法為「任務導向教學」，它是一種以

深層策略步驟，也就是 PPP 顛倒模式（如圖示 2-3）為教學流程的語言教學，

教師先讓學習者使用自己的語言資源來完成任務，而在任務實施當中引進即

將學習之語言項目，學習者回報任務結果以後，教師呈現表達時出現之語言

難點，最後就此進行分析與練習。由此可見，任務導向教學將任務視為一種

使學習者藉由體驗語言如何運用於溝通而習得語言之工具。 

 

溝通式語言使用        語言難點的呈現        分析與練習     

圖 2-4 任務導向教學步驟 

 

小結 

這一節之前曾提及 Howatt（1984）指出弱式溝通式教學已多少變成一

種標準教學，而 Brown（2003）也認為大多數的教師對於溝通式教學，傾向

採用弱式版本，因此一般所謂的「溝通式教學法」應該可以算是「任務輔助

教學」。任務輔助教學和任務導向教學，兩者都承襲了溝通式教學觀，雖然

也同樣使用任務，但仍有許多相異之處，如表 2-1 所示。 

 

表 2-1 任務輔助教學與任務導向教學之比較 

項 目 任 務 輔 助 教 學 任 務 導 向 教 學 

教學觀 技能學習（skill-learning） 互動觀（interactive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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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傳統式（PPP） 深層策略（PPP upside down） 

任務的功能 練習語言 習得語言 

教師角色 

1. 溝通助學者（Facilitator） 

2. 需求分析者（Needs analyst）
3. 諮商者（Counselor） 

4. 過程管理者（Manager） 

1. 助學者 

2. 任務選擇者（Selector） 

3. 任務設定者（Sequencer） 

4. 監督者（Monitor） 

5. 語言指導者（Adviser） 

學習者角色 交涉者（Negotiator） 

1. 小組參與者（Participant） 

2. 監督者 

3. 冒險者（Risk-taker） 

4. 革新者（Innovator） 

 

第三節 任務導向教學 

一、任務導向教學之定義 

「任務導向教學」指的是一種以任務作為課程設計與教學之核心的語言

教學法，學習者在透過完成任務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學習並運用語言。Feez

（1998,p.17）認為「當學習者在進行活動和任務的時候，他們藉由交際性

地和有目的性地互動而習得語言」。Foster（1999）也歸納諸多學者對任務

導向教學所下的註解，指出給學習者任務去執行（transact），比給他們東

西去學習，提供了一個更能促進自然的語言學習過程之環境。 

在香港教育部所頒布的英語課程教學原則中，給任務導向教學下了一個

非常好的註解： 

任務導向教學的目標在於提供學習者機會，讓他們藉著學習活動去體驗和探究說與寫的

語言。而這些活動設計的意圖是為了使學習者基於有意義的目的來從事真實的

（authentic）、實用的（practical）且功能性的（functional）語言使用。在完成任務的過程

中，學習者被鼓勵去活化與使用他們既有的語言。不論是文法，還是其他的語言特徵和

能力，任務的使用都給了一個清楚且意義重大的教學與學習背景…總而言之，任務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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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6
扮演的角色是要激起學習者藉由挑戰自我，完成有意義的任務，以促進本身語言能

力的自然慾望。（CDC 1999:41） 

 

上述之註解可用 Nunan（1991,p.279）針對任務導向教學所提出的五點

簡潔有力之特徵作為代表： 

一、 強調透過用標的語互動來學會溝通。 

二、 將真實的語言材料引入學習的環境。 

三、 供給學習者不但關注語言，也關注學習過程本身的機會。 

四、 強化學習者個人經驗以當作對課堂學習的重要貢獻。 

五、 試圖連結課堂語言學習與課外語言活用 

 

二、任務之定義 

關於「任務」，許多支持任務導向教學的學者們都對此下了定義，最早

為 Long（1985,p.89）所提出的，他認為： 

 

「任務」是指不求回報地，或是為求回饋地為了自己抑或他人而從事的一件工作。因此，

「任務」可以是漆籬笆、幫孩子穿衣服、填表格、買一雙鞋、訂機位、去圖書館借書，

考駕照，用電腦打一封信、幫病人量體重、把信件分類、訂旅館、開支票、在街上尋找

目的地、幫助別人過馬路。換句話說，「任務」意指人們每天日常生活中做的事，不論

是工作或是玩樂。 

 

Nunan（1988）將任務分為兩種，一為教學任務（pedagogical task），

另一為目標任務（target task）。教學任務指的是在課堂裡發生的活動；目

                                                 
6
 由於在「任務導向教學」中，學習者透過完成任務來學習語言，因此這個教學法又稱作

「任務導向學習」（Task-based Learning，簡稱T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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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任務則是教學任務的延伸，指的是於課堂外，也就是在現實世界中語言的

使用。而本研究指的「任務」當然是教學任務。在 Long 的定義當中所舉出

「任務」的例子多半屬於目標任務，而且有些甚至未涉及語言的使用，因此

Richards,Platt and Weber（1985,p.289）便從教學的角度來看，他們認為： 

「任務」是指一個活動或是動作，它實現了處理抑或了解語言的結果，例如聽錄音帶畫

地圖、聽指令做動作。「任務」可能涉及或不涉及語言的產生。「任務」通常要求教師們

明確說明什麼樣的結果才能被視為是「任務」成功圓滿的體現。在語言教學上，人們認

為運用各種不同的課堂任務是為了使教學更具溝通性和交際性…因為它提供了一個超

越為了練習語言而練習的目的。 

 

無論是 Long 還是 Richards,Platt and Weber，他們都強調了任務有一個非

語言的結果（non-linguistic outcome）。Breen（1987,p.23）也同樣對教

學任務提出了定義： 

「教學任務」是一個為了促進語言全方位學習而用心架構出來的學習計畫，此計畫有特

殊的目標、適當的內容、明確的作業程序和結果。它可以是一個簡短的練習，也可以是

一個較長且複雜的活動，如小組的解決問題（problem-solving）、情境模擬（simulation）

和決策（decision-making）。 

 

Breen 提出的定義很廣泛，他將練習（exercise）也納入其中，然而練習和

任務兩者並不相同。「練習」是主要以形式結構為中心（form-focused）的

活動，要求參與的人成為學習者，學習是刻意（intentional）的；「任務」

則是主要以意義為中心（meaning-focused）的活動，要求參與的人藉由從

事涉及現實生活的溝通過程成為語言使用者（language user），學習是伴隨

發生的（incidental）。因此 Breen 的說法也不完全適用。除此之外，其他

學者提出的定義有： 

 Crookes（1986,p.1）提出「『任務』是一個通常帶有特定目的的行為抑

或活動，它可以是課程或工作的一部分，或是用來得到研究的資料。」 

 Prabhu（1987,p.24）認為「任務是一種活動，它要求學習者從被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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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訊中，歷經由教師控制或規範的思考過程來達到結果。」 

 Nunan（1989,p.10）在對教學任務下的定義中認為「任務是一個課堂活

動，它涉及了當學習者把注意力聚集在為了表達意義而啟動語法知識，

而目的在傳達意義多於運用形式時，讓他們用目的語來理解、運用、創

造或是互動。」 

 Long and Crookes（1991,p.43）指出「『任務』是一個可以拿來當作設

計語言課程之基礎的教學單元（pedagogical unit）。」 

 Ur（1996,pp.123-124）指出「任務基本上是目標導向的，它要求小組

或雙人組達成一個可明顯地表現結果的目標，例如寫短箋或清單、混亂

物件的重組、圖畫、口頭摘要。這種結果只能從參與者的互動中獲得。

所以在任務中時常可在對學習者的指令中看見〝達成共識〞或〝調查每

個人的意見〞這樣的字眼。」 

 Skehan（1998,p.98）綜合多人的意見，提出這樣的概念：「任務是一種

活動，而在這活動當中：意義是主要的；跟現實世界有一點關係；以完

成任務為優先；任務的評量以結果為依據。」 

 Lee（2000,p.32）認為「任務就是（1）一種課室活動或練習，它包含

（a）藉由參與者之間的互動才能達成的目標、（b）結構性和順序性的

機制、（c）有意義交流的重點；任務也是一種要求學習者在執行某種作

業計畫時，能夠理解、運用和創造目標語的語言學習。」 

 Bygate, Skehan and Swain（2001,p.5）提出「任務就是要求學習者在

使用語言的時候著重語意，然後達到目的的一個活動。」 

 Ellis（2003,p.16）說「任務是一個作業計畫，要求學習者實際有效地

處理語言，而目的是為了達到一個結果，結果從主題內容是否被傳達這

方面來評估。為此目的，任務需要學習者把注意力集中在意義上，並使

用他們自己的語言資源，即使任務的設計可能已經預先安排他們選擇特

定的形式結構。任務意圖促成與現實世界語用有直接或間接相似度的語

言使用。就像其他的語言活動，任務能夠結合創造的或是接收的，口語

的或是書寫的能力，及各種不同的認知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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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綜合以上所有陳述，可以歸納出四點共通處： 

一、 任務有明確的目的。 

二、 任務與日常生活的語言活動相似。 

三、 學習者使用所學語言在課堂裡進行溝通。 

四、 任務有一個成果。 

因此筆者也給任務下一個定義，所謂的任務就是「一種課堂活動，目的在於

讓學習者運用目標語來進行意義的交流，於互動中模擬日常生活的語言應

用，其成效從結果來評估。」 

 

三、中心概念 

Nunan（2004）認為「體驗式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是任務

導向教學一個重要的概念基礎，它將學習者的個人直接經驗當成學習經驗的

出發點。在 Brundage & MacKeracher（1980）所發現的成人學習規則中，

有幾項提到： 

 成人當中，那些將自己的經驗視為是進一步學習的資源的，或是自己的

經驗被他人重視的，都是比較好的學習者。 

 學習者對自己感受到的經驗有反應，對教師描述的經驗沒有反應。 

 當學習內容與個人過去的經驗抑或目前關心的事相關，或是學習過程和

現實生活經驗相關的時候，學習者學得最好。 

Brundage & MacKeracher 的理論研究還指出，成人學習者的學習，深

深受到過去的學習經驗、當下的考量和未來的盼望影響。他們對為了學習而

學習沒有興趣，他們關心的是達到某種立即的或是近程的目標，如果將之轉

換到語言教學的領域來說，就是「以學習者為中心」（learner-cen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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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學與成人學習的規則是一致的。在 Brindley（1984,p.111）對成人語

言學習者的研究中就指出： 

存在於永久教育之概念中的一個基礎原則是，教育應該在每個個體能夠控制他們自己的

命運之下發展，因此，學習者應當被視為教育過程的中心。對於教學機構和教師來說，

這個意思是指教學課程理應以學習者的需要為中心，而且學習者自己必須擔起選擇學習

目標、內容、方法的責任，和決定用來評估成果的方法。 

 

Kohonen（1992,p.37）的一段話，突顯了體驗式學習與以學習者為中心

之間相符合的關係： 

體驗式學習理論為「學習是個人成長的一部分」提供了基礎的哲學觀點，它的目標是使

學習者能夠在學習方面漸漸地自我引導並且對自己的學習負責；它的過程代表著主動權

逐漸向學習者轉移，鼓勵他們帶入個人的貢獻和經驗。教師所設定的任務和成果的最低

標準，不再是操縱學習的因素，取而代之的，是學習者逐漸掌控自己的學習。 

 

對於體驗式學習於語言教學之應用， Kohonen 從他的研究中導出下列

這些清楚有力的行為規則，從很多觀點來看，他的模式可以被視為是任務導

向教學的理論藍圖： 

 鼓勵學習者之間彼此轉換知識，而非教師向學習者傳授知識。 

 鼓勵學習者積極地參與小型的合作小組。 

 對於題材抱著全面性的態度。 

 強調過程重於結果，學習如何學習、自我檢討（self-inquiry）、社交

和溝通技巧。 

 鼓勵自我引導（self-directed）學習而非教師引導學習。 

 促進內在動機而非外在動機。 

當學習者從事和思考一連串的任務時，知識隨之增長，因此，學習者積

極的參與是經體驗式學習的核心，而最能夠抓住這種積極的體驗式學習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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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精髓的字眼就是「從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 

 

四、任務導向教學之原則 

Willis（1996）對於任務導向教學的實行，可歸納出五項原則： 

一、 應該有值得的和真實的語言接觸。 

二、 應該有語言的使用。 

三、 任務應該激發學習者去從事語言使用。 

四、 在任務過程當中應該有關注某些語言點的時候。 

五、 應該在不同的時間點突顯語言焦點。 

根據以上原則，我們知道 Willis 認為語言輸入應先被當作是啟動語言

變換的力量，然後成為將語言輸入引導至形式結構這樣有效處理過程的基

礎。接下來兩個原則，則是關於語言是如何真正被使用的，還有動機原則建

議任務必須符合值得實行的標準。最後兩個原則談到將焦點帶到形式結構的

方法，並建議教師教學的介入應該經過巧妙的設計。 

然而，Krashen（1998,p.128）卻認為 Willis 的原則有三個缺點，第一，

其與第二語言習得的推理並無明顯的關聯；第二，在教學上所作的抉擇是否

是從研究結果發展而來的並不清楚；第三，她並未闡明是如何集中焦點於成

果之特定面向的。因此 Krashen 提出了立基於理論與研究的原則，這些原則

提供了系統化地發展潛在國際語言和有效溝通成果的前瞻性： 

 選擇多種標的結構，也就是確保語言發展的系統性不會死板地遵循結構

式教學大綱。 

 選擇符合實用準則的任務，也就是有效地讓學習者運用標的結構

（target structure）。 

 選擇和排列任務以達到平衡發展的目標，也就是在不同的時間點考量流

 25



任務導向教學法與傳統式教學法之比較研究－以初級華語教學為例 

暢性、正確性和複雜性的優先順序。 

 增加藉由專心操作而關注形式結構的機會到最大值。 

 運用個人責任性（accountability），也就是動員學習者的後設認知資

源來記錄已學。 

Nunan（2004）也從教學程序（instructional sequence）的角度，提

出了七項不同的看法： 

一、 鷹架7作用：課程和教材應該在學習發生的時候提供支撐的架構。 

二、 任務漸進性：後一個任務應該衍生、建立於前面已實行的任務。 

三、 再度循環：再利用語言將學習和活化有機學習原則的機會增到最大。 

四、 主動學習：學習者藉由主動使用學習的語言達到學習最高效果。 

五、 整合：應該教導學習者弄清語言形式結構、溝通功能和語義的關係。 

六、 從複製到創造：積極鼓勵學習者，從複製語言轉而創造語言。 

七、 反省：給學習者機會，去反省所學的和所做的。 

Willis 所提出的原則與任務導向課程的設計有關，Krashen 設定的原則

偏向方法論，而 Nunan 主張的原則則以教學為出發點。Ellis(2003)認為任

務導向教學的整體目標應該是要製造讓學習者藉由合作建立知識而學習語

言和發展技能的機會，原則的意義在於告知課程計畫和教學的指南，因此他

                                                 
7 所謂「鷹架」（scaffolding）是指「提供符合學習者認知層次的支持、導引和協助，以幫

助學習者由需要協助而逐漸能夠獨立完成某一任務，進而使其由低階的能力水準發展到

高階的能力水準。」鷹架的觀念源自Vygotsky的潛在發展區域( 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或ZPD) 概念，他認為孩童的能力有實際能力和潛在能力兩種，「實際能力」

是指孩童能夠獨力解決問題的能力水準；「潛在能力」是指孩童在成人的指導協助，或在

與能力較佳的同儕合作下，得以解決問題之可能到達的能力水準。每一個孩子在實際能

力和潛在能力之間存在有一段待發展的距離，即「潛在發展區域」。如果教學能夠接近孩

童的潛在發展區域，則能有效的幫助孩童從原有的發展水平提昇到更高的發展水平。後

來Wood, Bruner & Ross,（1976）就以「鷹架」作為譬喻，說明引導學習者認知學習之適當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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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更全面的說法： 

 確認任務有適當的難度。 

 為每一個任務導向課程建立清楚的目標。 

 為執行任務的學習者發展適合的方針 

 確保學習者在任務導向課程中採取主動的態度。 

 鼓勵學習者冒險。 

 確認學習者在執行任務時主要以意義為焦點。 

 提供關注形式結構的機會。 

 要求學習者評估自己的成果和過程。 

 

小結 

任務導向教學是一個強調內容如何教學的方法，基本上它以交際為導向

進行課堂教學，同時也有明確的語法講解，這比只注重語法教學或迴避語法

講解的沉浸式教學都好。語言知識加上交際的機會更能提高學習者使用語言

的流暢性與語法的準確性，當學習者積極地用標的語進行交際時，語言也被

掌握了。 

 

第四節 任務導向教學之方法 

一、教學流程 

Willis（1996）提出任務導向教學的流程可分為三個階段（見圖 2-5）：

前任務階段（the pre-task phase）、任務循環（task cycle），也稱任務中

階段（the during-task phase）和語言聚焦（language focus）階段，也

稱後任務階段（the post-task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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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務階段 

Willis 認為前任務階段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學習者，以能夠提升語言習

得的方式準備執行任務，Skehan（1998,pp.137-8）也提出補充，他認為使

用任務前活動的原因是： 

 介紹新語言：前任務階段能夠成為一個引介新元素（element）至內在

語言（interlanguage）系統的有效工具。 

 增加潛在語言系統重組的機會：當學習的時候，並無法全然學會語言的

複雜性，可能只學習了一部分，因此新語言輸入在引介新元素方面的功

能，不如觸發已存在結構之重組的功能來得大。任務前活動是達成此類

重組的一個途徑。 

 啟動語言：延續上一個要點，任務前活動的部分功能在於讓學習者使用

已儲存但尚未活用的資料。 

 再循環利用語言：重點與上述兩個要點相似，就是要學習者意識到長久

未使用，並需要重新活化的語言。只是相異之處在於再循環利用語言，

比創造讓學習者能夠啟動相關語言的條件，有更為明確的方向。 

 減輕任務循環過程的負擔：任務前活動的目標主要與語言有關，不過前

任務階段的某些部分與任務的內容有所連結，因此利用前任務階段來釐

清任務的概念，和減輕任務進行時所造成的負擔是很重要的。 

 促使學習者以較高明的方式詮釋任務：任務前活動可引導學習者嘗試他

們尚未有效控制但值得體驗的語言新形式。 

在此階段的活動，以引起學習者動機的方式來呈現任務是很重要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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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幫助學習者執行一個和課堂任務相似的任務。 

二、 提供一個示範，請學習者觀察任務是如何執行的。 

三、 讓學習者從事幫助他們準備執行任務的非任務式活動，如腦力激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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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給學習者時間計畫執行任務的策略。 

 

任務中階段 

在任務執行階段時，值得思考的項目有： 

 該不該有時間壓力：Lee（2000）強烈建議教師應該設定時間限制，然

而這應該看教師的強調重點是什麼。如果教師想在任務過程中強調正確

性，就不必限定時間；如果想強調流暢性，就反而行之。 

 該不該使用語言輸入資料：Skehan & Foster（1997）認為在執行任務

過程中使用資料可以讓學習者在形式結構上少犯錯，然而這樣一來也減

少學習者的注意力，因此不會將新資訊記在腦海裡。 

 任務該不該含有令人驚奇的元素：例如學習者在執行一個討論式的任務

後，教師所公佈的結果是出乎學習者意料之外的。研究指出這樣的〝驚

奇〞是無助於學習者語言的流暢性、正確性或複雜性。然而，它的功能

在於讓學習者從事大量的言語互動，並可能強化學習者的內在動機。 

 

後任務階段 

此階段有三個教學目標： 

 提供重複任務結果的機會。 

 鼓勵反思任務是如何執行的。 

 鼓勵注意形式結構，尤其是那些當學習者在執行任務時出現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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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務 前 

介紹主題與任務 

教師和全班一起探討主題，突顯有用的字彙和 

詞組，幫助學生了解任務的進行說明和準備。 

 

 

任 務 循 環 

任 務              計 畫 準 備            報 告 

學生執行任務，兩人    學生準備口頭或是用     有些組別向全班呈   

配對或是分為小組。    書面向全班報告自己     現自己的報告，或 

教師從遠處監督。      如何執行任務及他們     是交換書面報告並 

                        的決定或發現。         比較結果。 

 

語 言 聚 焦 

分 析                  練 習 

學生檢視和討論文本中     教師帶領練習資料中的     

特定點或是聽寫錄音     新詞、詞組和句式，  

        內容。               與分析一起或在之 

                             後進行皆可。 

圖 2-5 任務導向教學流程圖 

(譯自 Willis, A Framework for Task-based Learning , 1996:38) 

 

二、小組作業 

基本上，在任務導向教學中參與任務的方式是小組作業（group／pair 

work）。Dewey（1916）在許多年前就提出「除非受到與他人交互往來的刺激，

否則個人的某些能力是無法帶出的。」Anderson & Lynch（1988,p.59）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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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第二語言習得的研究，強調語言學習中小組作業的重要性，他們指出： 

我們希望使用小組作業的方式是基於一些普遍的教育學理，例如：小組作業會提升學生

之間合作與團結的重要性。還有其他研究者如 Pica & Doughty（1985）也提出證據，說

明小組作業在促進第二語言習得方面扮演著正面的角色。 

 

Willis（1996,p.35）從學習者的觀點出發，提出下列以小組作業進行

任務的優點： 

 小組作業讓學習者有信心嘗試他們所知的各種語言，因為在不受打擾的

小組當中，不會害怕犯錯或當眾被糾正。 

 小組作業讓學習者體驗自然的互動。 

 小組作業讓學習者有從注意他人如何表達類似意義而受益的機會。 

 小組作業讓所有的學習者都有機會從練習交涉轉為說話、發問和回答問

題、對他人的貢獻作出回應。 

 小組作業讓學習者藉由參與完整的互動習得會話技巧。 

 小組作業給學習者更多機會嘗試溝通策略，如確認理解內容、用迂迴的

方式解釋一個不知其意的新詞、重新敘述他人的想法等等。 

 小組作業幫助學習者在發現自己可以依靠與同儕合作，使用標的語達到

任務目標之後，漸漸獲得自信。 

此外，Jacob（1998）也根據 Long & Porter（1985）所說明的小組作

業於語言教學之優點，與教師主導之教學時小組作業的特徵作比較，提出十

項潛在優點，見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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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Ellis, Task-base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2003:267） 

表 2-2  Jacob 所提出之語言教學中小組活動十項潛在優點 

優     點 註            解 

1. 學習者說話的份量會

增加 

在教師主導的課堂裡，教師說話的時間典型地會佔

80%，而在小組作業中更多學生說話的時間多了。 

2. 談話行為的多樣性會

增加 

在教師主導的課堂裡，學生是應答的角色，可是在小

組作業中，他們可以扮演差異很大的角色，包括參與

意義的交涉。 

3. 教學的適獨性會增多 

在教師主導的課堂裡，教學是為了符合一般學生的需

求而設計，可是在小組作業中，各個學生的需求都能

被照料到。 

4. 焦慮感會減少 
學生在同儕面前說第二語言比在全班面前說不覺得

緊張。 

5. 動機會增加 
當學生參與小組作業時，會互相鼓勵，比較不會彼此

競爭。 

6. 樂趣會增加 

學生是〝社交動物〞，所以他們享受以小組的方式與

他人互動，在教師主導的課堂裡，學生和學生的互動

通常都被剝奪了。 

7. 獨立自主性會增加 小組活動幫助學生成為獨立自主的學習者。 

8. 交際整合度會增加 小組活動讓學生認識彼此。 

9. 學習者能夠學習如何

與他人合作 

在典型的教師主導的課堂裡，學生不太彼此幫助，小

組作業幫助學生學習合作技巧。 

10. 學習會增加 
學習藉由小組作業強化，因為學生願意去冒險並且搭

建支撐（scaffold）每個人的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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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任務的主題內容 

設計任務的一個關鍵要點就是主題內容的選擇，也就是學習者要溝通些

什麼。在 Estaire and Zanon（1994,p.21）發展任務導向單元教學的架構

中認為起始點應該選擇「主題或是有興趣的領域」，他們提出一個「主題產

生器」（theme generator）的概念，如圖 2-6。這個主題產生器是以貼近或

遠離學習者為考量組織而成的，因此可以看出主題領域之間清楚的關係。主

題內容的選擇依照教學目的而不同，基本指導原則是（一）話題熟悉性（二）

本身的興趣和（三）話題關聯性。當然，還需顧慮學習者的語言熟練度，例

如近身的主題較適合初級學習者，而疏遠的主題較適合高級學習者。 

 

 

 

 
 
 
 
 
 
 
 
 
 
 
 
 
 
 
 

圖 2-6 主題產生器 

(譯自 Estaire & Zanon, Planning Classwork: A Task Based Approach, 199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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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任務的類別 

將任務分類是很重要的，因為： 

 設計課程大綱的人可以參照分類，以確保他們將許多不同種類的任務納

入課程中。 

 任務分類可以用來識別符合某些特定學習者需要或是偏好的任務類型。 

 任務分類提供教師一個在課堂中體驗任務的架構，也可藉此發現哪些任

務是對學習者有效益的。 

然而，任務的分類種類繁多，最早將任務使用於教學的 Prabhu

（1987,p.46-7）將任務分為三類： 

一、 訊息差活動（information-gap activities）：就是將某種資訊從一

個人移轉給另一個人；或是從某種形式到另一種形式；甚至是從某地

到另一地。這種過程通常需要將訊息解碼為語言，例如利用文本的資

訊來完成一張圖表。 

二、 推理差活動（reasoning-gap activities）：就是從被給予的資訊中，

藉由推理演繹過程，或是對彼此關係或句式的洞察而引出新訊息。這

種活動也涉及分享資訊，例如要求學習者從一疊課程表中，算出教師

的教課時數。 

三、 意見差活動（opinion-gap activities）：確認與清楚地表達個人回

應某種情況時的喜好、感覺或是態度，例如完成一個故事並參與討論。 

Prabhu 的分類方式是從認知的角度出發的，而 Willis（1996,p.26-7）則以

分析教材中常見的任務為基礎，提出教學型的分類，這種分類反應出學習者

操作任務的手法： 

一、 列表：也就是說完成的結果會是一張清單或表格。 

二、 排序或分類 

三、 比較：也就是找出相同或相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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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找答案：也就是需要用腦力的益智遊戲或邏輯問題。 

五、 分享個人經驗：也就是讓學習者自由地談到自已或分享經驗。 

六、 創造性任務：也就是企劃，需要去連結上述幾種任務，在經過幾個階

段以後才能完成研究結果。 

Willis 知道這樣的分類並不完善，但卻有助於引導種種的實際任務。 

還有，Pica,Kanagy and Falodun（1993）則受到互動假設說的影響，

站在心理語言學的觀點作出分類，如表 2-3。 

 

（譯自Ellis, Task-base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2003:215） 

表 2-3  Pica,Kanagy and Falodun 心理語言學之任務類型論 

任務類型 互動關係 互動需求 目標趨向 結果選項 

拼圖遊戲 
（Jigsaw） 

雙向 需要 集中 封閉式 

資訊差 
（Information gap） 

單向或雙向 需要 集中 封閉式 

找答案 
（Problem solving） 

單向或雙向 隨意 集中 封閉式 

決策 
（Decision making） 

單向或雙向 隨意 集中 開放式 

意見交換 
（Opinion exchange） 

單向或雙向 隨意 分散 開放式 

 

Nunan（2004）認為以上這些分類都是立基於溝通式語言的分析上，他

提供了另一種分類方法，就是根據蘊含於任務之內的策略，將任務分為五

類，分別是認知、人際互動、語言學、情感和創造，見表 2-4。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單一讓每個人都接受的任務分類，因此，

Ellis（2003）就概括教學、認知和心理語言三方面提出一個整體性的架構，

見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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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自Nunan, 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 2004:59） 

表 2-4 任務分類表 

認知策略 

歸類 將相似的項目放在一起 
預測 預測在學習過程中會出現什麼 
歸納 尋找模式和規則 
做筆記 用自己的話寫下重要的資訊 
概念描繪 以圖像表現文本中的主要概念 
推理 用自己所知的去學習新的 
辨識  辨別主要概念與支持性資訊 
圖解  利用文本中的資訊作圖解 

人際互動策略 

合作 分享想法並與其他人一起學習 
角色扮演  假扮他人並配合情境來使用語言 

語言學 

會話模式 使用適當的措辭去開始對話並使之繼續 
練習 做控制下的練習以增進知識和技能 
運用文章脈絡  利用上下文來猜測生詞、新詞組的意義或是概念 
摘要  以摘要的形式選出和表達文本中的要點 
選擇式傾聽  只聽取關鍵資訊，不嘗試去了解每一個字 
略讀  快速地閱讀以獲得文本的概念 

情感策略 

個人化  學習者分享自己對主題的意見、感覺和想法 

自我評量  思考自己做學習任務的成果，並且將自己分級 

反省  思考自己讓學得最好的方式 

創造策略 

腦力激盪  盡自己所能地想出許多新詞與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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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自Ellis, Task-base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2003:217） 

表 2-5 整體性任務分類架構 

設 計 面 向  關 鍵 特 點 

語言輸入： 

在任務中是如何提供語言輸入 

1. 媒介 

a. 圖像 

b. 口語 

c. 書面 

2. 組織 

a. 緊密結構 

b. 鬆散結構 

狀態： 

資訊呈現給學習者和被使用的方

式 

1. 訊息配置 

a. 切割 

b. 分享 

2. 互動關係 

a. 單向 

b. 雙向 

3. 互動需求 

a. 必須 

b. 非必須 

4. 趨向 

a. 集中 

b. 分散  

處理過程： 

認知上的運作與任務要求的言談

1. 認知 

a. 交換資訊 

b. 交換意見 

c. 解釋／推理 

2. 對話模式 

a. 獨白 

b. 對話 

成果： 

實行任務後產生的結果 

1. 媒介 

a. 圖像 

b. 口語 

c. 書面 

2. 言談類別，例如敘述、辯論、食譜、政治

演說 

3. 廣度 

a. 封閉 

b. 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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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任務如何分類，在選擇或是設計時，還是必須掌握 Nunan（1998）

所主張的任務設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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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學習者明確、真實的語言訊息，語言情境和語言形式要符合交際的功

能和規律，使學習者在一種自然、真實或是模擬真實的情境中體會、掌

握語言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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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形式和語言功能的結合，使學習者掌握語言形式的同時，培養其自

我把握語言功能的能力，每一階段的任務都有導入性，學習者在學習語

言形式的基礎上，透過系列任務的訓練，能夠自己進行推理和演繹，從

而理解語言的功能，並在交際中進行真實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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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繁，由易到難，層層深入，並形成由初級任務到高級任務，再由高級

任務涵蓋初級任務的循環。在語言技能方面，遵循先聽、讀，後說、寫

的設計順序，使教學階梯式地層層遞進。 

 從做中學原則（Learning by doing）：自始至終引導學習者透過完成具

體的任務活動來學習語言，讓學習者為了特定的學習目的去實施特定的

語言行動，再透過完成特定的交際任務來獲得與累積相應的學習經驗。 

 

小結 

使用任務導向教學最大的挑戰就在於採用深層步驟策略，因為大部分的

教師都已習慣了傳統式教學，現在一下子就將程序顛倒過來，必須先完成任

務，而不做語言點的解釋，怕學習者難以接受，然而事實上，任務的難易性

是教師可以自由選擇的，重要的是教師必須適時地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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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傳統式教學與任務導向教學之比較 

一、傳統式教學的問題 

典型傳統式教學的進行，如圖 2-7 所示。傳統式教學一開始就呈現和練

習小的語言樣本，焦點集中於特定的形式結構，語言嚴格地被控管，而且重

點在使新的形式不出錯。當教師問問題時，回答必須遵照標的格式，最後給

學習者機會在自由的情況下創造表達新的句型。這樣的流程聽起來十分合

理，然而有幾個問題： 

 有時候學習者在創造表達的時候根本沒有使用標的結構，這可能是因為

他們的語言發展系統還未準備好，或是因為他們不需要新的句式來表達

意義。畢竟，在自由階段，學習者可以使用任何他們想使用的語言。 

 有時候學習者傾向過度使用標的結構，形成造作的、不自然的對話。會

有如此行為的學習者可能還處於練習模式（practice mode）中，他們

嘗試著展現對新形式結構的控制，並非表達自己的意義，也就是說他們

不是真的在溝通。 

 PPP 教學模式製造了一個熟練的假象，就是學習者總是能夠在課堂上創

造出要求的形式結構，可是一旦到了課堂外，或是進行到下一課時，他

們不是完全不使用就是使用錯誤。 

 更諷刺的是，在最後自由表達創造階段的目標通常不會達成，因為學習

者被要求創造出預先設定的句式，這樣一來毫無自由可言，於是表達創

造反而淪為一種練習。 

儘管傳統式教學被溝通式語言教師（如 Brumfit and Johnson,1979）

和語言習得理論學者（如 Long and Crookes,1991）認為是落伍的方法，不

但遭受批評與懷疑，也有許多問題存在，可是卻仍然是世界上到目前為止最

常用的教學方式，Skehan（1998,p.94）對於傳統式教學的耐久性

（durability）提出看法，他說「由於 PPP 教學模式的程序容易掌握，並且

以教師為中心，因此教師能夠全然地掌控教室裡的所有情況和學習者，而這

樣的技巧是很好訓練的。」換句話說，傳統式教學長久以來一直在傳達同一

個觀點，就是「語言應該怎麼教」和「教師應該是什麼樣子」，因此被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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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教師訓練和教師的專業形象。 

 

 

 

 

 

 

 

 

 

 

 

 

 

 

 

 

呈現階段 

教師從呈現一個內容中，或是幫助釐清意義之情況中的語言項目開始。 
「呈現」可能由教師給予的格式句（pattern sentences），或是教師所演示，說

明標的語言項目之簡短對話、閱讀課本或是聽錄音帶所構成。 

練習階段 

學習者複述標的語言項目，並練習句子與對話，通常是一齊或是成對練習，

直到他們能說得正確無誤為止。 
活動包括句式操練、句子配對、完成句子或對話和用預先指定的形式結構做

問答。 

創造表達階段 

學習者被期待在自由的情況下，結合以前學過的語言，創造表達剛學習的語

言項目。 
這個自由的情況可以是角色扮演、模擬活動或是溝通式任務。 

圖 2-7 PPP 教學流程圖 

(譯自 Willis, A Framework for Task-Based Learning, 1996:134) 

 

二、傳統式教學與任務導向教學之比較 

傳統式教學的循環過程是從行為主義（Behaviourism）對學習的觀點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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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來，也就是「練習造成完美」（practice makes perfect），McLaughlin 

and Heredia（1996,p.216）指出「從實際的觀點來看，必要的要素就是過

度學習。一項技能必須不斷地練習、練習再練習，直到不需經過思考就能表

現它。」然而，第二語言習得研究顯示學習者並不一定以此形式習得語言，

就如同 Lightbown（1985,p.179）所說「練習並不造成完美。」 

還有，雖然教學（instruction）的確幫助了學習，可是並無法給予保

證，因為不論在哪一個階段，學習者會學到什麼是無法決定和預測的，所以

豐富且多樣的語言接觸，才能幫助語言逐漸地和有機地發展。可惜的是，傳

統式教學因專注於個別語言項目而限制了學習者對語言的體驗。然而，任務

導向教學卻提供了一個全面性的語言體驗，因為當學習者在實行溝通式任務

時，他們會使用之前學過的或是從其他資源得來的語言，只有在任務循環過

後，學習者的注意力才會被導向特定的語言形式結構。因此 Willis（1996）

認為任務導向教學的架構不單純只是傳統式教學的顛倒模式（PPP upside 

down），它比傳統式教學多了更多自由運用語言的機會（見圖 2-8），她解釋

如下： 

 任務供給使用語言溝通的需要。 

 在任務循環的三個階段（任務、計畫準備和報告）當中，語言完全不受

限，學習者依賴自己的語言資源。 

 計畫準備階段鼓勵學習者思考語言形式結構的合適性與正確性。 

 語言是為了真正的目的而使用－為了達到任務的成果，還有在計畫準備

階段時起草、排演和練習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學習者校正將在報告階段

使用的語言。 

 報告階段讓學習者自由交換意見，並總結他們的成果。 

 在報告階段，學習者會為了準備站在大眾面前而在正確性與流暢性上面

下工夫。 

此外，傳統式教學和任務導向架構還呈現下列不同的特點： 

 在 PPP 循環過程中，因為先呈現標的語，所以必須構岀使用標的語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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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在任務導向架構裡，標的語使用的前後脈絡已經被設定在任務

中，所以當學習者到了語言關注階段的時候，已經對語言很熟悉了。 

 使用於任務導向架構中語言聚焦階段活動的意識喚醒過程，鼓勵學習者

思考和分析，不只是重複，操作和應用。 

 任務導向架構中的傾聽和閱讀，比 PPP 循環過程中編造來說明個別語言

項目的例子提供了更多樣的自然語言接觸。 

 任務導向架構中的語言接觸除了預選的語言形式結構之外，還包括所有

範圍的詞彙、組合搭配、片語詞組和句式。學習者會了解到語言中有比

動詞和生詞更多的東西。 

 在 PPP 循環過程中，教師預先選擇語言來教學，而在任務導向架構的分

析階段，學習者可以針對任何他們注意到的語言點自由發問。 

由此可見，在傳統式教學下發生的課堂行為，顯示出語言被視為是一個目

標，而學生被要求當一個學習者；相反地，在任務導向教學中，語言被視為

是用來溝通的工具，而學生被要求當一個語言使用者（見表 2-3）。 

因此 Willis（1996,p.147）提出以下幾項採用任務導向教學的主要優

點： 

 任務導向架構（task-based framework）旨在刺激語言使用和供給各種

程度與能力的學習者廣大的學習機會。 

 任務的角色在於鼓勵學習者活化和使用他們已具備的語言知識。 

 任務提供豐富的口頭或書面語言接觸，有助於自然習得。 

 任務過程階段是為了激起學習者增進語言能力的自然慾望。 

 在任務循環階段使用的體裁為文法和其他語言面向提供一個清楚和熟

悉的文章脈絡。 

 語言聚焦階段讓學習者檢視語言接觸，並將他們對語言結構的知識系統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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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L 
前任務 

主題和任務的介紹 

 
任務循環 
任務 

計畫準備 

報告 

（學習者聽取任務錄音帶或閱讀課文） 

 
語言聚焦 

分析與練習 

（回顧並重複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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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階段 

個別新語言項目 

 
練習階段 

新語言項目之 

制式操練、練習 

對話練習 

 
表達創造階段 

活動、角色扮演 

鼓勵語言自由使用的任務 

 

 

語言接觸（受限的） 

 

 

 

語言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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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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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語言使用

（受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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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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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語言使用

教學

語言使用

教學

語言使用

（受限的）

語言使用

 

語言接觸 

 

 

語言接觸 

語言接觸 

語言接觸 

語言接觸 

 

 

語言接觸 

語言接觸 

 

圖 2-8 TBL 與 PPP 學習要件比較圖 

(譯自 Willis, A Framework for Task-Based Learning, 1996: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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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自Ellis, Task-base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2003:253） 

表 2-6  PPP 教學模式與 TBL 架構下課堂行為之較 

傳 統 式 教 學 任 務 導 向 學 習 

由交互的「開始–回應–反饋」（IRF, 

initiate-respond-feedback）所構成的死板談

話結構 

與相鄰之人配對所構成的不受拘束的談

話結構 

教師控制主題的發展 學生能夠控制主題的發展 

由教師控制輪流的時機 
和平日對話的規則一樣，說話者可以自

己選擇輪流的時機 

顯示性問題（display question），也就是

提問者已知道答案的問題 

指示問題（referential question）的使用，

也就是提問者不知道答案的問題 

學生被安排為回應的角色，因此只展現

出少部分範圍的語言功能 

學生擔任傳授與回應的角色，因此展現

出大範圍的語言功能，例如詢問或給予

資訊、同意與不同意、命令 

有很少的需要和機會去交涉意義 當溝通產生問題時就是交涉意義的機會

鷹架作用主要針對讓學生能產生正確的

句子 

鷹架作用主要針對讓學生說他們想說的

話 

聚焦於形式結構的反饋，也就是教師含

蓄地或是明白地回應學習者言談中的正

確處 

聚焦於內容的反饋，也就是教師回應學

生言談中的訊息內容 

回響（echoing），也就是教師為了全班 的

利益著想而重複一個學生說的話 

重複，也就是學生選擇重複另一個學生

說的，或是教師說的某件事作為私我的

語言（private speech），或是建立交互主

體性（inter-subj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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