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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籍學習者的華語學習 

焦慮研究 
中文摘要 

關鍵字：學習焦慮、外語焦慮、華語課堂焦慮、華語文教學、日籍學習者 

 

    學習焦慮在外語學習領域是一個廣為討論的議題，Krashen（1982）認

為焦慮可能開啟學習者的情感過濾器，使其無法達到好的學習成效。外語學

習焦慮研究也普遍認為焦慮有礙學習。然而目前針對華語學習焦慮的研究卻

仍寥寥無幾。根據黃儀瑄（2007）的研究結果顯示，日籍華語學習者相較於

其他外籍華語學習者，焦慮程度偏高，因此本研究針對日本東京學藝大學修

習中文課的日籍學習者，採用問卷調查法配合質化訪談，調查日籍學生在學

習過程中最容易感到焦慮的因素、並探討不同個體因素與焦慮因素之間的關

聯，最後提出針對日籍學習者的華語教學建議。 

  研究結果顯示：一、「對公開發言的恐懼」是令日籍華語學習者感到最

焦慮的因素。二、除了「對公開發言的恐懼」以外，內在因素（如：對中文

能力的自信、對不確定事物的焦慮和對中文課的態度）引起的華語學習焦慮

高於外在因素（如：媒介、對他人評價的看法和教師教學時所採取的方法和

措施）。三、在個體因素差異上，整體而言男性學習者較女性學習者更容易

感到焦慮；隨著學習時間越長，學習者的自我期待提高，在對中文課的態度、

他人評價、公開發言和自信方面的焦慮程度亦隨之增高；若有目標語國家經

驗，即曾經到過中國或台灣的學習者，其華語學習焦慮程度一致較低；不曾

與外國人士接觸的日籍學習者在華語學習焦慮反應較明顯。最後，也發現日

籍學習者在華語學習過程中的口說焦慮，與其民族文化中的「恥感文化」和

「團體意識」有極大關連。  

為了減低日籍學習者在華語學習過程中的焦慮，本研究也在第六章針對

學習者性別、中文程度以及其相關經驗等個體差異、課堂互動方式、教學方

法和內容，以及幫助學習者自我調整等面向提出教學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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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Japanese Students’ 

Anxiety in Learning Chinese  

Abstract 

Keywords： Learning anxiety, Second language anxiety, Chinese classroom 

anxiety,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Japanese learners 

 

    Language learning anxiety is a widely-discussed topic. Many studies have 

identified anxiety as a main factor that induces an affective filter that blocks 

input the learner would otherwise use to continually attain greater language 

proficiency. However, few studies regarding learning anxiety have focused o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he present study was therefore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the factors related to language learning anxiet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factors and learner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s well as 

suggestions for instructors to lessen Japanese students’ anxiety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classroom. 209 students enrolled in Tokyo Gakugei University’s 

Chinese class in Japan were surveyed and 18 were interviewed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anxiety involved in learning Chinese.   

    This study identifies “the fear of speaking in public” as the factor that 

makes Japanese learners most anxious. Aside from “the fear of speaking in 

public,” internal factors, such as “confidence in one’s Chinese ability,” 

“tolerance for ambiguity” and “one’s attitude toward Chinese classes” are all 

sources of Chinese learning anxiety. These are relatively stronger influences 

when compared with external factors, which include “the learning medium,” 

“peer-evaluation anxiety,” or “the teacher’s instruction.” In terms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male students experience greater stress than female students when 

learning Chinese. Individuals who have spent more hours learning Chinese are 

more likely to experience higher levels of anxiousness toward Chinese classes, 

peer-evaluation, fear of speaking in public and confidence in one’s Chinese 

ability. Those who have either traveled or lived in Chinese-speaking countries 

have shown a lower degree of anxiety. And learners who have never experienced 

cross-language or cultural interaction with foreigners have greater anxiety. Last 

but not least, Japanese learners’ speaking anxiet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hame 

culture” and “group orientation” in Japanese culture.     

    In order to reduce Japanese students’ anxiety over learning Chinese, this 

research provides several concrete suggestions regarding students’ indivi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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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s, including gender, language levels and related experiences, classroom 

interaction, teaching approaches and content, and helping learners self-adj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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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学習者の中国語学

習不安に関する研究 
論文概要 

キーワード：学習不安、外国語不安、中国語授業不安、中国語教育、日本

人学習者 

 

学習不安は外国語学習の分野で広く議論されているテーマである。

Krashen(1982)は学習不安とは学習者の情感濾過器を開き、学習効果の上

昇を妨げる可能性があるとしている。外国語学習不安の研究においても不

安が学習を妨げると認めてはいるものの、依然中国語学習不安に関する研

究は数えるほどしかない。黃儀瑄（2007）の研究結果によると、日本人学

習者と他の外国人学習者を比較してみると、日本人学習者の方がかなり学

習不安を感じ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った。本論文は日本東京学芸大学で中国語

授業を履修している日本人学生を対象として、中国語授業において感じた

不安や緊張感について研究調査したものである。まずは日本人学習者が学

習中に一番不安を感じる要因、学習者自身と不安要因との関係を探り、最

後に日本人学習者に対する中国語教学上のアドバイスを提示した。この論

文では量的なアンケート形式と質的な面談形式による二つの研究方法か

ら考察している。 

調査の結果、一.「公開発言の恐怖」は日本人学習者が一番不安に感じ

る要因で、二．「公開発言の恐怖」以外に、内在要因（例えば、中国語を

使う時の自信、不明確な事物に対する不安、中国語授業に対する態度）の

学習不安は外在要因（媒介、他人の評価、教師の授業中の態度）より高い

ことが分かった。三．個体要因について、全体的に男性学習者は女性学習

者より緊張しやすく、また学習時間が長いほど、学習者は中国語授業に対

する態度や他人の評価、自信に関する不安や緊張感も高くなる傾向がある。

また、中国語を公用語とする国（台湾や中国など）に行ったことがあ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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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は中国語を学ぶ時に感じる不安の程度はより低く、外国人（国籍問わ

ず）と接したことがない学習者は逆に緊張しやすい。最後に、日本人学習

者が中国語を勉強する時に感じるスピーキングの不安は日本文化に存在

する「恥文化」と「団体意識」に関係し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った。 

日本人学習者が中国語を勉強する時の不安や緊張感を軽減するために、

本論文の第６章では学習者の性別や中国語能力、経験などの個体要因に対

する授業進行時のインタラクション、教授方法やその内容を紹介し、また

学習者自身が行う自己調整を促す要点や具体的な教授アドバイスも提言

している。この論文が将来日本人学習者の中国語学習に役立てば幸いであ

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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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近代眾多學習理論當中，人本主義學者羅傑斯（Carl Ransom Rogers）

認為學習是學習者內在潛能的發揮，而教學的任務則是為學習者創造一種

有利於學習者發揮潛能的環境，因此教學應以學生為中心，教師應該幫助

學習者調適對環境以及自我的理解、尊重學生的個人經驗，重視他們的感

情和意見，並且深入理解學生的內心世界，設身處地地為學生著想。而在

外語教學環境中，教師則需了解各種可能影響學習者學習的因素，其中包

含生理因素、認知因素以及情感因素。 

  人類的情感因素(Affective factors)是影響學習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據社

會語言學家的說法，人類的情感因素實質上是內在的個人心理因素與外在

的社會環境相互作用所產生的結果（林悅美，1990）。而 Krashen(1982)也

曾提出「情感過濾假說」(The 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說明在第二語言

習得過程中，學習者的情感因素，如：動機、自信及焦慮等都可能成為影

響學習是否能達到最佳效果的因素。根據情感過濾假說，學習者的負面情

緒會使情感過濾器開啟，即學習者無法有效吸收所獲得的可理解性輸入。

換言之，擁有高動機、高自信以及低焦慮的學習者的學習表現較好，因此

教學者應設法營造出低焦慮的課室環境及教學活動，如此才能達到良好的

教學效果。 

  學習焦慮在外語學習領域上是個廣為討論的議題，由於形成學習焦慮

的因素不同，對學習者所產生的影響和教學者在教學時所應採取的因應方

式也就有所差異，其中學習者的國籍便是一大變項。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

華語學習者在華語學習過程中所產生的學習焦慮的狀況是不可同一而論的。

單以國籍作為分析的標準來看，日本學生的焦慮平均值高於韓國與英美學

生；而令日本學生真正感到焦慮的是課堂口語表達（黃儀瑄，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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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日本文部科學省 2008 年的統計，赴中文為母語的國家（包含中國

和臺灣）留學的人數為日本海外留學人數中的第二多數，共 18915 人，見

圖一-1。然而針對日籍學習者外語學習焦慮的研究多以英語為主（Osoboe, 

Fujimura & Hirchel, 2007； K. E. Williams & M. R. Andrade, 2008），在臺灣

地區與中國大陸也有同樣情況，多側重在小、中、大學生在英語課堂上的

學習焦慮。而臺灣地區雖有少數關於外籍華語學習者學習焦慮或社會心理

因素對華語學習者之影響的相關研究，但並非單一針對日本學習者。 

圖一- 1 日籍人士海外留學地與留學人數的統計表 

(資料來源：日本文部科學省，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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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由於研究者本身曾有日語學習經驗，也曾於 2010 年至日本東京

學藝大學交換學生一個學期。交換學生期間，筆者曾修習一般日本大學生

的課程、專為留學生而開的課程以及一半為日本學生、一半為留學生的綜

合課程，發現日本學生相對較為害羞謹慎。教授日籍、外籍學生各半課程

的任課教授也曾在課堂中提出，日本學生主動發言的頻率不如留學生，因

此鼓勵日本學生多主動參與課堂發表活動。除此之外，筆者在多次與日籍

友人談天時，日籍友人也不經意地流露對於外語課程中，特別是口說活動

的焦慮。 

  綜合以上所述，考慮到日本獨特的文化特性以及華語學習者人數眾多，

再加上筆者自身的經驗，故將研究對象鎖定為日籍學習者，並探討日籍學

習者在華語學習過程中所產生的學習焦慮之來源。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日籍華語學習者在華語學習過程中的焦慮情況，

了解造成日籍學習者焦慮的種種因素以及學習者的個體因素差異與焦慮情

形之間的關聯。針對這些因素，教學者可以調整其教學心態和模式，並且

採取更具針對性的方式幫助日籍學習者減低焦慮感，營造一個具支持性、

焦慮適中、積極和諧的課室環境，如此一來將能避免學習者的負面情緒造

成情感過濾器的開啟以致無法達到好的學習成效。而本研究具體的研究問

題包含如下： 

1. 在學習中文聽、說、讀、寫四項技能當中，最讓日籍學習者感到焦慮的

為何？ 

2. 外語學習焦慮因素受到哪些情境特質影響？其中，在中文學習課堂中最

令日即學習者感到焦慮的因素為何？ 

3. 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與中文學習焦慮的互動關係為何？ 

4. 學習者的個體因素差異，如：性別、學習時間、目標語國家經驗和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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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接觸經驗等，與中文學習焦慮是否有所關聯？又其關聯為何？ 

5. 針對日籍學習者所感到焦慮的因素以及因學習者個體因素差異引起的焦

慮情況，教學者在教學上能做哪些調整？ 

 

第三節 名詞釋義 

  本研究為探討影響日籍學習者在中文學習過程中的焦慮情況、形成焦

慮的內、外在因素、以及個體因素差異所帶來的影響，同時也向教學者提

出幫助學習者減低焦慮的建議。由於本研究涉及到第二語言習得理論、學

習焦慮相關理論以及外語課堂焦慮相關研究等，以下將列舉出本研究相關

的名詞釋義：  

1. 學習焦慮： 

  焦慮指因外在或內在因素所構成的挫折，使人在情緒上產生不愉快甚

至痛苦的感受，終而形成一種由緊張、不安、憂慮、恐懼等感受交織而成

的複雜情緒狀態（張春興，1976）。在日常生活中暫時性的焦慮並非心理異

常，與泛焦慮症（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有所不同，泛焦慮症的情況

亦不在本研究的研究範圍之內。而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凡有緊張、不安、

憂慮、恐懼等不愉快的情緒，皆可視為學習焦慮。 

2. 口說焦慮： 

  個體因在眾人面前說話而感到緊張、不安、憂慮、恐懼等負面情緒。 

3. 華語： 

  即臺灣的「國語」、中國大陸的「普通話」或「漢語」、香港的「普通

話」、新加坡的「華文」。以中文為第二語言教學時，稱為「華語」。日本將

之統稱為「中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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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內在因素／外在因素1： 

內在因素即焦慮發生的原因歸為個體內在的特質、狀態或感受等因素；

外在因素即來自將焦慮發生的原因歸為外在的情境或環境因素。

                                                      
1
 參考於社會心理學「歸因論」中內在歸因與外在歸因的定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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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分別從影響第二語言習得及學習焦慮的內、外因素和外語課堂學

習焦慮之相關研究進行探討，並以此為本研究的理論架構基礎。本章分為三

大部分，第一節將討論影響第二語言習得的內、外在因素；第二節則是討論

影響學習焦慮的內、外在因素;第三節將以外語課堂學習焦慮為中心，介紹

相關研究及學者針對外語學習焦慮因素的分類。  

第一節 影響第二語言習得的內、外在因素 

    學習者在第二語言習得過程中會同時受到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影響，

學習者的情感因素同樣也會受到內、外在因素等影響。以下將討論影響第二

語言習得的內在因素，如：學習者的個別差異（individual differences），包

含學習者本身對目標語的興趣、態度和動機，以及非語言形式的習得結果

（non-linguistic outcomes）。而外在因素則包含：輸入的訊息（input）、外在

影響（external influences）、語言習得情境（language acquisition contexts）及

語言形式的習得結果（linguistic outcomes）。 

一、第二語言習得與內在因素 

Krashen（1981) 在情感過濾假設理論中（The 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

提到動機、自信心和焦慮皆為影響語言訊息輸入的情感變項。如果學習者因

為缺乏動機、積極性、處於非常焦慮的狀態，或者生理、心理狀況不佳時，

都會啟動情感過濾機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阻止學習者完全吸

收所獲得的可理解訊息；反之，若學習者在語言學習過程中能作好自我調適，

用積極的態度面對可能遭遇的學習挫折，使情感過濾機制處於關閉的狀態，

那麼便能充分吸收所接收到的語言訊息，達到習得的效果。 

  Gardner 於 1985 年首次提出的社會教育模式（socio-educational model）

也提到學習者在二語習得過程中會受到，如：學習者個別差異（indivi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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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s）及非語言形式的習得結果（non-linguistic outcomes）等內在因

素影響。學習者個別差異包含學習者對目的語社群的興趣（integrativeness）

及對學習情境的態度（attitudes toward the learning situation）（如：教師、課

程、同學、學習材料…等），以及動機（motivation）等要素；其中前兩項要

素對學習者的動機有直接的影響。而動機又會關聯到學習者花多少時間學習、

對自己的語言能力的期待為何，以及他們對於語言學習的情緒反應。 

  不論學習者在什麼樣的語言學習環境中學習，都會得到語言形式

（linguistic）以及非語言形式（non-linguistic）的學習結果。語言形式的學

習結果即各方面的語言能力，如：單字、文法、聽力理解及口語表達等；而

非語言形式的學習結果則是其他任何語言學習之後的結果，如：語言焦慮、

態度、動機和使用目的語言的意願等。故非語言形式的習得結果也被歸為影

響第二語言習得的內在因素之一。 

二、第二語言習得與外在因素 

Krashen（1981)提出的輸入假設理論（The Input Hypothesis）中指出，

人類只能通過吸收可理解的訊息輸入來獲取語言知識，如果這些輸入的語言

訊息過難、對學習者而言沒有意義、或者因為某些因素使學習者產生心理障

礙，那麼學習者將無法理解這些訊息，自然也就無法達到任何語言習得的效

果。因此，如果老師在課堂上過度使用不符合學習者程度的目的語為教學媒

介語，那麼對學習者而言，只會造成負面的學習焦慮，失去其教學價值。 

    除此以外， Gardner（1985, 2001）也認為外在影響（external influences）、

語言習得情境（language acquisition contexts）等因素皆會影響學習者的第二

語言習得情況。其中「外在影響」包含任何會影響語言學習的因素，如：歷

史（history）和激發動機者（motivator）。歷史即學習者的社會文化環境、

個人家庭背景或是先前的學習經驗。在社會教育模式中，Gardner 認為學習

者的文化背景及其先前的相關經驗對於第二語言習得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因

此來自不同國籍或不同文化的學習者，即便學習同樣的目標語，也會因為其

各自社會文化背景的差異而產生不同的效果；有時就算是在同樣的社會文化

背景之下，學習者的家庭背景或個人經驗也會成為影響學習的重要變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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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這些影響第二語言習得的外在因素分項討論。 

1. 民族文化性格 

根據 Gardner（1985）所提出的關於社會文化環境對第二語言習得具有重

要影響這一觀點，可推論日籍學生在學習華語時也受到日本民族文化性格極

大的影響。美國著名的人類學學者 Ruth Benedict（1948）提出「恥感文化2」

為日本民族性格的一大特色，即一個人由於被公然嘲笑或自以為受到嘲笑而

感到羞恥。就如同「罪感文化3」在許多西方國家得到體現一樣，「恥感文化」

在日本人的觀念意識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日本人非常介意自己的言行會

引起他人的反應、或者對自己的看法，因此他們通常較謹慎含蓄，在外語學

習課堂上，因為羞於啟齒、害怕說錯的心理，讓他們較不願主動開口練習、

對於個人的公開發言活動也較為抗拒。然而，不愛開口練習是學習外語的一

大問題，也正是日籍學生的弱點之一。儘管日本也屬漢字圈國家，學習者在

讀寫能力上較歐美學生略占優勢，但性格上的弱點減少了他們口語表達練習

的機會，在相當程度上也就制約了他們口語能力的提升（喬紅偉，2011）。 

    蕭曦清（2005）和早坂隆（2007）指出因為日本的地理條件及其早期屬

於「農耕文化」的生活方式，日本人有強韌的「團體意識」，即個體必須遵

守團體內的潛在規則。當個體有不同的價值觀念時，必須刻意壓抑、不特立

獨行才能配合群體，繼續被團體所接受。這樣的情況常令一向注重「個體」

的西方人感到不可思議，而在外語學習的情境中，許多學生即便聽不懂老師

的上課內容，為了避免影響他人上課情緒及進度，也不願主動提問，或者在

課堂中必須與老師互動時，傾向被動的一方，這些學習特點也都與日籍學生

在課堂中的團體意識有所關聯。 

  除此之外，日本人與他人打交道時，常站在他人立場思考問題，他們習

慣於觀察和考慮對方的立場、意見和情緒；在表達自己的立場、態度時，總

是委婉含蓄、儘量採用拐彎抹角的方式，避免令對方尷尬或為難，同時也避

免造成自己和他人的對立或不同。從教學情境來看，當老師詢問學習者是否

                                                      
2
 「恥感文化」原文為 shame culture。 

3
 「罪感文化」原文為 guilt culture，若一個社會的道德絕對標準仰賴良心的啟發，則稱之為「罪

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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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或對課程有任何問題，許多日籍學習者常常默默地點頭說沒有問題，但

實際上並非如此。因此，教師若不了解日籍學習者的學習特性，可能就無法

為學習者提供有效的協助。 

2. 教師 

  另一項外在因素「激發動機者」在學習情境中指的是教師，教師可以藉

由激發學習者的動機來幫助他們的語言學習；Dornyei（2001）指出教師在

激發動機的過程中有四大原則：1.創造基本具激發性的條件或環境 2.引起學

習者動機 3.保持學習者動機 4.鼓勵學習者作積極的自我評價。因此在教學

過程中，教師的態度以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對學習者而言也極具重要性。 

然而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由於教師和學生之間存在著相對權勢

（relative power）與社會地位（social status）的差別，因此當師生之間有語

言互動時，上述兩者將成為影響互動情況的重要考量。Brown & Levinson

（1987）將權力定義為「某人可強加計畫或評論在他人上4」。謝上連（2010）

也指出在一般課室中，由於教師擁有較高的相對權勢和社會地位，使得教師

在課堂口語互動過程中處於主動地位，總是能夠控制談話內容和進度；反之，

學生則是處於被動、從屬的弱勢地位，聽從教師指令、以回答提問為主，出

於禮貌或礙於教師的權威，也很少主動發揮自己的話語權力。 

3. 語言習得情境 

  「語言習得情境」（language acquisition contexts）分為正式（formal）語

言學習環境和非正式（informal）語言學習環境。正式語言學習環境即有語

言教學指示的情況，如：一般教學課室或語言實驗室等，因此語言能力或動

機強弱都會影響學習者在正式語言環境中的學習成功與否；而非正式語言學

習環境則是包含任何能讓學習者學習到目標語言的情境，如：電視、廣播、

多媒體、語言社團，甚至是目標語國家的生活環境等，而在這樣的情況下，

學習者的動機因素比語言能力來得更重要，因為學習者的動機必須夠強，才

會主動進入非正式的語言學習環境。 

                                                      
4
 原文為：”P(H,S) is the degree to which H can impose his own plans and his own self-evaluation (face) 

at the expense of S’s plans and self-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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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本節主要探討影響第二語言習得的內、外在因素。學習者在第二語言習

得的過程中可能受到各式各樣內、外在因素的影響，其中內在因素如：學習

者對目的語或其社群的興趣、對學習情境中各種事物（如：教師、教材、同

學…等）的態度，而這些因素同時也會影響另一項內在因素，即學習者的學

習動機，除此之外，學習者非語言形式的學習結果，如：焦慮、態度和使用

該目的語言的意願等也都包含於內在因素當中。外在因素則包含學習者的社

會文化環境或其母國的民族文化性格、與學習者學習直接相關的教學者，以

及學習者的目的語接觸經驗、習得情境等因素。以上這些因素，既能影響第

二語言習得，在學習者語言學習焦慮情況中必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二節 影響學習焦慮的內、外在因素 

一、學習焦慮與內在因素 

    Spielberger（1972）指出人的性格特質（personality trait）是個體對世界

的感知有其獨特的傾向或行為反應，為具一致性的個體差異；而特質焦慮則

是個體知覺外在環境是否具有危險性或威脅性的一種反應傾向，屬於個人在

焦慮情緒上較為穩定的傾向。相對低特質焦慮者，高特質焦慮者通常較常感

知到具危險性或威脅性的情況，對於這些情況的反應也較為明顯和強烈。 

  Daly & Stafford（1984）認為，任何可能受到社會互動影響的性格特質

都和焦慮相關。Brown（2001)則指出，其中與口語焦慮有最顯著關聯的因

素就是自信，或稱為自尊原則（self-esteem principle）。自信就是學習者認為，

他們的確具備完成一項學習任務的能力，這種信念，對於最終是否能夠完成

學習任務而言，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任何成功的認知或情意活動，都必

須在具有某種程度的自尊、自信、自我認識及自我效能的條件下進行。 

Daly & Stafford（1984）更進一步指出，高度焦慮者在相較之下自信心

較低，他們較不願自我表現、不願成為團體中的領導者、較少參與社交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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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同樣的他人回饋較容易產生負面態度、說話時較容易感到不自在、對自

我在團體和課業上的表現較不滿意，而當高度焦慮者進入到溝通情境中，他

們會感到較為緊張、焦慮。除了自信以外，Lashbrook et al.也發現焦慮和個

人對模糊事物的忍耐度有負相關，即當個人對於不確定事物的容忍度越低，

其焦慮程度會越高。 

二、學習焦慮與外在因素 

  除了個人的性格特質及自信等內在因素以外，外在因素如：特殊情境也

是造成焦慮的另一大因素。情境焦慮指的是暫時性的情緒狀態，在不同的壓

力情境中或不同的時間點上會有不同強度的感受，它包含個體主觀知覺到的

緊張、不安、擔心等情緒，以及自主神經系統受到激發的生理反應等。

（Spielberger, 1972）許多學者（Daly & Buss，1984；Richmond & McCroskey，

1988）已經找出會引起焦慮的情境特質，並將其分類： 

1. 新情境(Novelty) 

    當個體進入一個全新的情境會使他的焦慮程度增高，因為他並不知道自

己在這情境中應該如何表現，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個體通常會先保持沉默，

採取觀望姿態；反之，若個體處於熟悉的情境當中，他會感到舒服自在，焦

慮感也會降低。對大部分的人而言，演講正是新情境最好的例子，因為並不

是每個人都有經常公開發言的經驗，當個體進入到演講的情境中，對於這種

情境的陌生感會讓個體的焦慮大幅上升。而新情境對許多很有經驗的演講者

而言同樣是一大挑戰，一但改變了這些有經驗的講者所扮演的發言角色，如：

擔任主持人、用其不熟悉的方式發表等，都會讓這些講者因為情境的改變而

感到不自在。在語言研究上，學者也發現許多外語學習者的焦慮其實來自他

們所學習的外語本身是一個全新陌生的語言，而他們對目的語背後的社會、

文化也一無所知，因而產生學習焦慮。 

2. 模糊性／不確定性(Ambiguity) 

    和個人進入新情境時的反應相似，當事物的模糊性越高，引起個體的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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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程度就越高。當個體不知道周圍發生什麼事情、自己為什麼被評價、當下

應該做什麼時，焦慮感會明顯上升。而在第二語言學習過程中，學習者必須

面對新的生詞、文法結構、文化，甚至社會規範；在課堂裡，如果他們不理

解教科書的指示、老師的說明和要求，或者不清楚各項考試評量的基準，這

些情況都會造成學習者的學習焦慮。 

3. 注目(Conspicuousness) 

    一般來說，人們通常不喜歡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特別是在他們認為自

己能力不足的場合，因此當個體受到眾人注目時，焦慮會明顯提高，而公開

演講、在會議或課堂上公開發言等則都是最容易受到萬眾矚目的情況。在外

語學習過程中，幾乎所有學習者都曾因為必須在眾人面前用自己所不擅長的

語言說話，而感到焦慮。而當他們意識到自己正在犯錯（如：發音、文法、

生詞等）時，因眾人的注目而感到焦慮的情況會變得更加嚴重。 

4. 熟悉度(Familiarity)  

    通常人們在與自己熟悉的朋友談話時，會比與不認識的對象來得更自在，

同樣的道理應用在事物上也有同樣的結果。在學習過程中，當學習者對教學

方式、活動、教材、同儕及教師等因素產生一定的熟悉度，便會感到較能掌

握一切，態度較初接觸時更為自在，學習焦慮也會隨之下降。 

5. 相似度(Similarity) 

  與上述的「熟悉度」一樣，比起和自己大相逕庭的對象，人們在與和自

己背景相仿的對象談話時會感覺容易許多，焦慮感也相對較低，因此在語言

學習情境中，按照學習者語言程度或學習時間分班，也是為降低學習者之間

的差異性。但同時也有人持相反態度，認為和他們背景相似的對象談話更加

不自在，原因是他們更在意來自這些與他們相似的對象的評價。 

6. 先前經驗(Prior experience) 

    個體針對某一情境的焦慮感與其先前的經驗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如果個

體在先前某一情境中曾發生令他緊張或不安的事件的話，再一次經歷類似的

情境，焦慮感也會隨之產生；反之，若先前經驗是積極正面的，那麼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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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同樣情境，個體可能產生的焦慮便較低。因此在外語課堂中，有正面積

極的學習經驗的學習者相較學習經驗較為負面消極的學習者，更能用穩定並

且低焦慮的情緒去面對課堂上的學習過程。 

7. 評價(Evaluation) 

    當個人意識到自己處於被評價的情境，焦慮感就會隨之提升。平時在正

常社交情況下與人交談時，我們通常不會感到特別有障礙；然而，當個體發

現在談話同時對方也在評估自己的能力，焦慮感會立刻增加，工作面試就是

最好的例子。而在語言學習焦慮中，當學習者在課堂上感受到來自老師或同

儕的評價眼光時，學習焦慮可能因此產生，從而影響到他們的學習表現。 

  總體而言，在教室情境中，學生可能會因為準備不足、缺乏興趣、不願

參與、遭到孤立、對他們本身能力缺乏自信或害怕與人溝通而不願意開口說

話（McCroskey, 1987）。和高焦慮的學習者相較之下，低焦慮的學習者比較

能得到老師的青睞（McCrosky & Daly, 1976），除此之外，學習者的焦慮程

度也會反應在他們所選的座位上，低焦慮學習者通常會選擇教室前面的位置，

因為課堂上的高互動區通常落在前幾排，這些學生在課堂上會與老師有較多

的語言互動；反之，高焦慮學習者會選擇坐在邊緣座位或後面，如此一來，

便能減少他們與老師的語言互動（Richmond, 1984）。同時他們的老師和同

學也認為相對高焦慮的學習者，低焦慮的學習者更為友善和聰明（McCrosky, 

1977a；Richmond, 1984；Richmond & McCrosky, 1988）。  

三、小結 

本節涵蓋的範圍主要為影響學習焦慮的內、外在因素。個體的性格特質

是影響學習焦慮的最主要因素，而包含在性格特質當中的還有個人的自信以

及對不確定事物的容忍度等。而外在因素的部分，由於因素眾多、範圍廣泛，

學者將其歸類為：新情境、模糊性、注目、熟悉度、相似度、先前經驗以及

評價等七項。雖然這些因素看似獨立，但當學習者在課室環境中遇到焦慮情

況，這些因素往往交互作用，彼此之間的影響難以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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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外語課堂學習焦慮 

  本節將以外語課堂學習焦慮為中心，探討並歸納先前研究的成果及發現。

首先將從造成外語學習焦慮的相關因素分類開始，接著探討外語學習焦慮本

身的分類方式；在統整介紹完較具全面性的外語學習焦慮相關研究之後，考

慮到個體因素也是影響學習焦慮的一大變因，再針對個體因素與學習焦慮之

間的關聯進行討論。最後說明外語學習焦慮與學習成效的關係，同時再次確

立本研究的價值及重要性。 

一、外語學習焦慮因素 

    引起外語學習焦慮的因素有許多，這些因素之間往往有著相互影響、錯

縱複雜的關係，但若能將這些因素指出並分類，教學者和學習者就能夠較清

楚地看出影響學習成效的問題癥結，並進而針對各項因素找到克服其學習焦

慮的具體方法。以下將介紹學者對於外語學習焦慮因素所作的分類，並加以

整合。 

1. Young (1993) 

    Young 根據前人研究發現引起焦慮的因素可能與學習者本身、教學者、

和課堂方式等相關，因此 Young 將焦慮因素分為六大類：個人與人際之間

的焦慮、學習者對語言學習的信念、教學者對語言教學的信念、學習者與教

學者之間的互動、課程活動形式及語言考試。 

(1) 個人與人際之間的焦慮（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anxieties） 

    個人與人際之間的焦慮是最廣為人討論的語言學習焦慮因素之一，它和

學習者本身的低自尊（low self-esteem）和競爭（competitiveness）有極為密

切的關係。當學習者將自己的表現與他人表現或理想的自我形象作比較時，

便會產生焦慮。在語言學習的環境中，學習者難免比較自己和同儕的表現，

當學習者發現自己的表現不如其他同學時，焦慮自然油然而生；同樣地，若

學習者在學習的過程中為自己訂定了理想的學習目標，但是對照自己的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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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卻不如預期時，學習者也會感到失落，進而產生焦慮。 

  競爭的情況確實與學習焦慮有所關聯，但學者也指出這樣的關聯性並非

發生在所有學習者身上，關於競爭是否會造成學習者的負面情緒，還得看學

習者的學習方式偏好、競爭的情境等因素（Oxford，1999）。學習者的自尊

程度同樣直接影響著學習焦慮，個體的自尊程度越低，越容易覺得自己程度

不如其他同儕、表現不如預期，甚至還會產生自己被人瞧不起的負面情緒。

然而，若同是高焦慮者，自尊越高的學習者越能面對自己的焦慮情緒，最後

的表現也會比低自尊的學習者優秀。（Oxford，1999） 

(2) 學習者對語言學習的信念（learners’ beliefs about language learning） 

  每個人對語言學習的信念不同，有人認為發音最重要，因此每次開口便

非常在意自己發音的正確性，然而對於初學者而言，很難能夠在開始的階段

便擁有母語者般的語音；有人認為語言學習就是直接從自己的母語翻譯而來，

但是語言之間可能因為社會文化、背景、習慣的差異，無法使用直接翻譯法

學習；還有人覺得只要花上兩年時間便能學好某一外語，然而當兩年一到，

學習者發現自己的程度不如預期……諸如此類對於學習者而言，可能是不切

實際的信念在事實的驗證之後，與學習者的信念不符，都將引起他們挫折

感。 

(3) 教學者對語言教學的信念（instructors beliefs about language teaching） 

  許多教師在語言教學的觀念和做法上與學習者的期待有所落差，而教學

者所作下的這些決定，也是造成學習者焦慮的因素之一。許多教師認為在語

言教學時，教師應該扮演具權威、主導課堂以及主要發言的角色、在師生互

動時也應避免太過友善或不夠具權威的情況發生、當學生犯錯，教師應該立

即直接糾錯、避免分組練習以免課堂活動失控…等。而這些教學者信念與大

多數學習者所期待的輕鬆自在、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語言課程形式大相逕庭，

學習者的焦慮自然油然而生。 

(4) 學習者與教學者之間的互動（instructor-learner interactions） 

  在師生互動中最常見的活動便是糾錯，許多研究者發現，教師嚴厲的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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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態度是一大學習焦慮的導火線。當學生犯錯，教師給予糾正時，學習者除

了接受來自教師的評價，同時還得面對同儕之間的眼光，因此若教學者不能

適時調整自己的糾錯態度和方式，因嚴肅過頭或用了錯誤的方式而傷害學習

者的自尊心，那麼即便是立意良善仍可能因求好心切而對學習者造成負面影

響。 

(5) 課堂流程（classroom procedures） 

  許多研究顯示，絕大多數的學習者認為用目標語言當眾發表，如：演講、

口頭發表、口語問答或上課時被點名回答問題時，會讓他們感到十分焦慮不

安。因此，針對學習者的目標語口語能力，教師可以先嘗試應用其他可減弱

焦慮感但仍能達到語言訓練目的的方式，如：以小組而非以個人為單位的活

動方式進行訓練。若教師在一開始便以個人公開發言或問答的方式訓練學生

口說能力，未採取循序漸進的課堂流程，可能會造成學習者嚴重的焦慮感，

無法達到良好的訓練效果。 

(6) 語言測試（language testing） 

  在語言教學過程中，考試是被用來考察學習者學習成效的一種常見的方

式，但若教師對試題或考試進行方式設計不良，如：考題超出學習者的能力

範圍、與課堂教授內容落差太大，或者試題呈現方式為學習者完全不熟悉

的……等，如此一來，對學習者而言，涉及過高的不熟悉性、模糊性以及評

價性的考試，不但測不出學習者真正的語言程度，反而徒增其焦慮。 

2. Oxford (1999) 

  Oxford 針對外語學習焦慮歸納出 10 項相關因素：自尊（self-esteem）、

對模糊性的容忍度（tolerance of ambiguity）、冒險精神（risk-taking）、競爭

（competitiveness ）、社交焦慮（social anxiety）、考試焦慮（test anxiety）、

認同感和文化差異（identity and cultural shock）、信念（beliefs）、課程活動

與方法（classroom activities and methods）、師生互動（instructor-learner 

interactions） 等。但因其中「自尊」與「競爭」與 Young（1993）的「個

人與人際之間的焦慮」 相仿；「考試焦慮」即 Young（1993）的「語言測試」；

「信念」包含「學習者對語言學習的信念」及「教學者對語言教學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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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活動與方法」與「師生互動」則是等同「課程活動形式」和「學習者

與教學者之間的互動」。因此，以下僅列出與 Young（1993）不重複的四點： 

(1) 對模糊性的容忍度 

    語言是非常複雜的現象，語言內部具有許多矛盾和模糊不清的現象，令

學習者難以掌握，除此之外，語言中還存在著文化間的差異，因此對語言學

習者而言，他們必須具有對模糊性的高接受度及容忍度，才能使訊息更容易

地進入大腦（黃儀瑄，2007）。而外語學習所需面對的模糊性包含：字詞的

發音、詞彙的指稱、意義、目的語與母語之間的語意及語用不對應等，能夠

接受、容忍這些模糊現象的學習者較能夠持續地學習外語。 

(2) 冒險精神 

  對語言模糊性容忍度較低的學習者，在語言學習過程中的冒險精神也會

較為低落。對外語學習者而言，願意嘗試對語言的直覺，不懼出錯勇於猜測

或發言，才有助於語言水平的提升。反之，若是處處畏縮、怕出糗、怕他人

或自我批評而不敢挑戰、把握練習的機會，那麼最終語言的學習只會停滯不

前。然而，若是學習者過於大膽，大肆地胡亂猜測，成為課堂進行的問題來

源，那麼老師便需要略加「馴服」（Brown, 2000）。 

(3) 社交焦慮 

  Oxford（1999）所歸類的社交焦慮包含演講焦慮、交際畏懼、害羞、怯

場等情況。社交焦慮伴隨著人與人之間的評價而來，因此自尊程度不穩定或

容易受到外界評價影響的學習者比較容易主動避開那些可能會給自己帶來

負面評價的人際互動場合；在社交場合中，也會盡量避免主動與人互動；語

言學習課堂中，他們較為安靜、消極、不是必要情況不主動開口、不論對同

儕或老師互動機會都少。 

 

(4) 認同感與文化差異 

  學習者對於其學習的目標語族群或文化若沒有認同感，如：對目標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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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認識不深、不認同其文化背景，並持以負面態度，則學習焦慮將會增高，

有時還有可能造成文化衝突。然而，另一種文化衝突也可能因為學習者對目

標語文化的認同感過高，進而減弱或失去了對自己母語文化的認同的情況而

引起。當這樣的情況發生時，學習者的內心將會產生一連串包含焦慮的心理

變化。文化認同若能拿捏得當，將能幫助學習者加強文化意識、自我意識以

及自我人格的整合，過與不及皆無助益。 

  整合 Young（1993）和 Oxford（1999）所提出的外語學習焦慮相關因素

的對應關係，並根據本文內、外在因素的分類方式，整理出下表： 

表二- 1 外語學習焦慮相關因素對應表 

內、外在因

素分類 
Young(1993) Oxford(1999) 

內在 

個人的焦慮 自尊 

學習者對語言學習的信念 
信念 

教學者對語言教學的信念 

ｘ 對模糊性的容忍度 

ｘ 冒險精神 

ｘ 認同感和文化差異 

外在 

人際之間的焦慮 競爭 

學習者與教學者之間的互動 師生互動 

課堂流程 課程活動與方法 

ｘ 社交焦慮 

語言考試 考試焦慮 

二、外語學習焦慮分類 

 1. Horwitz et al. (1986) 

Horwitz et al. 將外語學習焦慮分為主要三類，介紹如下： 

(1)交際畏懼（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交際畏懼是由害怕或擔憂與他人溝通而產生的羞澀感；而交際畏懼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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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三種類型：口語交際焦慮（oral communication anxiety）、舞台焦慮（stage 

anxiety）以及訊息接收焦慮（receiver anxiety）。在外語學習課堂中，學習者

常常必須用自己不熟悉的外語在眾人面前表達，其表現還得受到來自老師和

其它同學的觀察評價；除此之外，有些學習者也會因為接收到的訊息內容而

感到緊張，故有交際畏懼的學習者在外語學習情境中會倍感壓力，也因此交

際畏懼在外語學習焦慮上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 

(2)考試焦慮（test anxiety） 

    考試焦慮是一種源於害怕失敗的焦慮感，因為考試對個人來說是一種攸

關面子的情況（Gordon & Sarason, 1995; Sarason, 1980）。有考試焦慮的學習

者會對自己要求過高，並認為只要表現得不如自己預期的完美就是失敗。而

口語考試可同時引起考試焦慮以及交際焦慮的特性，所以對許多學習者來說，

口語考試是極大的焦慮源。 

  然而 Aida（1994）認為考試焦慮是一個普遍的問題，並非僅發生於外

語學習環境，而考試焦慮也只是對學術性評價感到不安的一種暫時性狀態，

不需要將此一因素列為外語學習焦慮的一項。此一說法也推翻了 Horwitz 的

部份主張。 

(3)負評價恐懼（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負評價恐懼是個人對他人評價的恐懼、避免任何受到評價的情況或者擔

心他人會對自己做出負面評價的預期心理。負評價焦慮和考試焦慮相似，但

涉及的範圍較寬，可能發生負評價焦慮的情況還包含任何社交場合、如工作

面試等需受到評價的情況，甚至是在外語課上發言。而外語學習的負評價焦

慮最為獨特的一項特質是，學習者的任何表現都會受到課堂中唯一母語者—

教師的關注與評估，除此之外，學習者也可能敏感地感受到來自同儕的評價，

而這些外來的負評價都可能造成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的焦慮。 

    Horwitz et al.（1986）利用外語課堂焦慮量表（Foreign Language Class 

Anxiety Scale, FLCAS）發現高學習焦慮的學生覺得在他人面前說外語是非

常彆扭的；他們也認為要理解目的語訊息，他們必須了解每一個字句的意思；

除此之外，他們也害怕自己能力不及同儕或者自己的表現同時也受到同儕的

負面評價；最後，在外語學習過程中，犯錯令他們焦慮，而老師每一次的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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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對他們而言都是自己的失敗。 

2. Spielberger（1972） 

  Spielberger 將焦慮分為情境型焦慮（State Anxiety）和特質型焦慮（Trait 

Anxiety）兩類，並為測量此兩類焦慮設計出「情境－特質焦慮量表」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情境型焦慮為短暫且容易變動的情緒狀態，

是個體主觀感知到緊張或畏懼，或是自主神經受到刺激而引起的反應，會隨

著個體在不同的時間或情境下有不同強度的感受。情境型焦慮在沒有壓力或

個體未感知到危機的情境之下是非常低的。 

  特質型焦慮指的則是個體在焦慮傾向上的差異，是相對穩定的情緒狀態，

同時也是個體處於危險或受威脅情況下的反應傾向，另外，特質性焦慮反應

的不僅是個體當下的焦慮傾向，也反應出個體在過去和未來的焦慮傾向。相

對低特質焦慮者，高特質焦慮者所感知到的危險或受威脅情境較多。特質型

焦慮在某些特殊情境中(如：面對失敗風險或學術成就受到評價)，焦慮程度

相異的個體會有極為不同的反應，一般來說高特質型焦慮的個體所感受到的

威脅感會較低特質型焦慮者強。 

  陳劼（1997）對焦慮作了與 Spielberger 類似的分類，同樣分成兩類：

性格型焦慮（trait anxiety）和環境型焦慮（environmental anxiety），其定義

也與 Spielberger 大致相似。性格型焦慮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屬於性格特

徵的一種；環境型焦慮則是一種較為短期且容易改變的狀態，而陳劼研究發

現，性格型焦慮和環境型焦慮和學習者的口語水平皆有密切的負相關，即兩

種焦慮皆會造成負面的學習效果，然而環境型焦慮與學生的口語水平相關性

更高，因此陳劼認為環境型焦慮對學生有更重要的影響，也更具意義。除此

之外，環境型焦慮受到教師影響居多，也更容易調整控制。趙國梅（2001）、

王平和楊雪梅（2011）採用陳劼的分類，也得到同樣的研究結果。趙國梅（2001）

也指出環境型焦慮和性格型焦慮具有相互放大和衰減的作用，若教學者能降

低學習者的環境型焦慮，其性格型焦慮也才能被盡量弱化。 

3. MacIntyre & Gardner（1991） 

  MacIntyre & Gardner 將會引起外語學習焦慮的焦慮分為一般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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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Anxiety）和交際焦慮（Communicative Anxiety）。一般焦慮大致上

以性格焦慮和情境焦慮為主，而研究也發現外語學習表現和一般焦慮並沒有

太大的關聯，反之，外語學習與交際焦慮有較大的相關性。在 MacIntyre 的

研究中，交際焦慮主要根據語言課堂的焦慮(French class anxiety, English 

class anxiety)、語言使用的焦慮（French use anxiety），以及對觀眾的敏感度

（audience sensitivity），其中前兩項皆與語言有直接關係，而「對觀眾的敏

感度」則是反映了語言所具有的溝通特性。 

  MacIntyre 也針對 Horwitz et al.（1986）所指出的三大焦慮分類：交際

焦慮、考試焦慮及負評價恐懼提出了不同意見。MacIntyre 認為負評價恐懼

確實與交際焦慮緊密相關，因為兩者都關係到社交情境以及個人在該情境下

的自我觀感，然而考試焦慮應該歸類到一般焦慮，而非交際焦慮，這說明了

考試焦慮並不是只針對語言學習課堂，與語言學習焦慮沒有直接的對應關

係。 

三、外語課堂學習焦慮相關研究 

  許多學者利用Horwitz et al.在 1986年製作的外語課堂焦慮量表（Foreign 

Language Class Anxiety Scale，FLCAS）問卷，針對不同對象做了相關研究，

也得到了不同的研究結果。 

  Aida（1994）利用 FLCAS 問卷，研究語言學習焦慮對學習日語的美國

大學生所產生的影響。Aida將問卷主要研究問題分為四大類：口說焦慮及

對負評價的恐懼、害怕課程不及格、和母語人士溝通是否自在、對日語課程

的負面態度，其中針對第一類的問題數最多。 

  根據調查結果，Aida發現學習者的焦慮程度和學習表現、選課動機、

目的語國家經驗、對學期成績的滿意度等因素有顯著的相關性。焦慮程度高

的學習者的學習表現相對較差；為滿足外語選課要求（即非自願性選課）的

學習者焦慮相對出於自身興趣（即自願性選課）的學習者高；有目的語國家

經驗（赴日經驗）的學習者焦慮較低；對學期成績感到滿意的學習者，學習

焦慮較低。 



日籍學習者的華語學習焦慮研究 

22 
 

    錢旭菁（1999）針對在北京學習漢語的外國學生，研究其外語課堂學習

焦慮。量表內容主要分為六大類：口語焦慮、對和本族人交往的焦慮、對第

二語言教學課堂的焦慮、聽力焦慮、對負面評價的焦慮和考試焦慮，其中前

四項皆屬 Horwitz et al.（1986）所提出的交際畏懼。 

  錢旭菁（1999）發現雖然女性的焦慮平均值高於男性，但因為兩者之間

並不構成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故認定性別差異與焦慮無顯著相關。在國別

差異上，日籍學生的焦慮平均值高於其他國家（包含美國、加拿大、澳洲），

因此認定不同國家的學習者性格有所差異，而其差異與外語學習焦慮有關。

學習時間長短不同的學習者，其焦慮平均值並沒有顯著差異。錢旭菁認為學

習外語時，學習者的中介語系統都只能和目的語系統無限接近，不可能和目

的語系統完全相同，因此不論學習者學習時間多長、漢語水平高低，焦慮感

不會有顯著的差別。在學習者的自我評價方面，錢的調查結果顯示自我評價

越高，焦慮感就越弱；反之，自我評價越低，焦慮感越強。最後，在聽、說、

讀、寫四項技能的焦慮感調查中，「口說」是學習漢語的外國留學生認為最

為焦慮的項目。 

    Onwuegbuzie（1999）針對學習法、德、西、日文等四種外語，且來自

不同程度班級的美國學生，利用 FLCAS 和其他相關的學習情況問卷找出與

外語學習焦慮相關的各種因素。 

  Onwuegbuzie（1999）的研究指出，可預測學習者外語學習焦慮的因素

共有七項，分別為年齡、學業成績、海外經驗、先前外語學習經驗、對外語

課整體成就的期望、自我認定的學術能力以及學習者的自我價值5。

Onwuegbuzie 發現年紀較長的學習者因為各項生理和心理因素，其所感受到

學習焦慮程度較年紀輕的學習者高；而有海外經驗的學習者的外語學習焦慮

相較沒有海外經驗的學習者來得低；有先前（高中時期）修習外語課程經驗

的學習者，其外語學習焦慮程度較低；而外語學習焦慮和三項自我觀感因素

（對外語課整體成就的期望、自我學術能力和自我價值）皆呈現負相關，而

這樣的研究結果也支持了其他學者所提出的「語言學習是焦慮的來源」一

                                                      
5
 原文為 Age, academic achievement, prior history of visiting foreign countries, prior high school experience 

with foreign languages, expected overall achievement for current language course, perceived scholastic 

competence, and perceived self-w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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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黃儀瑄（2007）將 FLCAS 中的 Foreign 一詞置換成 Mandarin，使之成

為「華語課堂焦慮量表」，即 MLCAS，並利用此量表調查在台灣學習中文

不同程度的外籍華語學習者。黃將華語課堂焦慮量表分為七大類：課堂口語

表達焦慮、與母語者交往時的焦慮、課堂師生交流時的焦慮、考試焦慮、負

評價焦慮、對上華語課的態度和其他一般華語學習焦慮等。 

  在個體因素與華語學習焦慮之間的關聯上，黃探討了包含性別、年齡、

國籍、學習時間和個人期望等五項。從研究結果發現，女性受測者的焦慮平

均明顯高於男性，因此性別對學生焦慮有一定影響；年齡部分則是因為其中

高齡組的樣本數採樣不足，所以無法確知年齡和焦慮之間是否呈現正相關；

黃在國籍的採樣上分為日本、韓國、英美和中南美等四組，單以國籍作為分

析的標準的話，日本學習者的焦慮值確實高於其他組別，但是各個國籍的學

習者在各種焦慮類型下，焦慮的情況也有所差異，如：中南美洲的學生在交

際畏懼和考試焦慮上焦慮得分最高，而英美學生則是負評價恐懼和一般焦慮

上得分最高。至於學習時間長短，黃發現初到台灣學習中文的學習者感受到

的焦慮不一定與學習直接相關，而可能與環境適應方面問題較為相關；「焦

慮會隨著學習時間的增加而減少」的作用範圍僅在 1～2 年間，超過 2 年的

學習者可能會因為華語水平未明顯提升，而產生焦急心理，故隨著學習時間

的增長，華語學習者的學習焦慮呈現先降後升的走向。最後，適度的焦慮雖

然能夠產生正向的影響力使學習者為提升其中文能力而努力，然而隨著能力

和個人期望值的差距拉大，學習者要突破現狀並不容易，焦慮又可能轉為妨

礙型焦慮影響學習。 

四、個體因素與外語學習焦慮的關係 

  學者發現外語學習焦慮與許多個體因素和情意因素有緊密關聯，以下

將針對學習者性別、學習時間長短、有無目標語國家經驗等個體因素，進行

相關研究的整合討論。 

1. 性別對於外語學習焦慮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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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數的研究傾向認定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感到焦慮，Chaplin, Gillham & 

Seligman（2009）指出，相較於男性，女性更看重自己的人際關係（包含對

新的社交情境的畏懼和焦慮），因此在社交關係上的焦慮程度較男性高，同

時，女性在童年時期形成的羞怯性格比較容易發展成青春期時的社交焦慮。

由於女性對於社交關係的擔心與不安遠高於男性，導致她們為此而感到沮喪

或憂鬱的情形也會較男性嚴重。 

  然而針對外語學習進行調查的研究者卻有不同說法，在不同的研究背景、

針對不同的研究對象，學者們得到不同的結果。黃儀瑄（2007）的研究發現，

女性外籍學習者在學習中文時，其焦慮平均分高於男性（女＝96.24，男＝

91.85），因此認定性別對學生焦慮程度有一定的影響。Wu（2010）同樣認

為當女性學習者在課堂上被點名回答問題或必須當眾發表時，她們的焦慮程

度高過男性學習者，但若是以小組為單位發言，她們較不感覺那麼緊張。然

而，在錢旭菁（1999）與 Zhao & Whitchurch（2011）針對外籍漢語學習者

焦慮的研究中，雖然兩者皆得到女性學習者的焦慮得分高於男性學習者的結

果，但因為在統計上並未得到顯著差異，因此認定性別在學習焦慮上沒有顯

著差異。 

  另外也有其他學者的研究結果為男性學習者的焦慮程度高於女性學習

者。Campbell（1999）的研究顯示，不論在課程前或課程後，男性學習者的

外語焦慮程度都高於女性學習者，女性學習者在為期兩週的課程之後，焦慮

程度略為下降，相對男性學習者在課程之後，其焦慮程度不降反升。除此之

外，在課程結束之後，男性學習者在「害怕課程失敗
6
」一項的焦慮指數也

上升了 16%，相對於女生的 4%；在「害怕期末成績低分7」一項，男生指數

上升了 15%，而女生則是下降了 8%，因此無論在哪一項的表現，男生的學

習焦慮情況都較女生嚴重。最後 Campbell 的結論是男性學習者的學習焦慮

與（a）學習者必須在課堂上使用目標語言以進行聽、說、讀、寫的教學活

動和（b）對學業表現失敗的恐懼，有直接的關聯。 

  而造成其焦慮程度大幅提升的原因，研究者表示可能是許多不同變項互

                                                      
6
 原文為 feared failing the course 

7
 Feared receiving a low final grade in th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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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影響的結果，如：教學方法、語言測驗方式、學習者的個體差異以及教師

的個體差異等，而要清楚地找出眾多因素和學習焦慮的互動情況則需要更深

入的研究調查。而 Aida（1994）同樣得到男性學習者的焦慮平均得分高於

女性，但因統計上不形成顯著，故推論沒有直接關聯。 

  從以上研究結果可發現，雖然同是針對性別與學習焦慮所作的調查，但

是結果相當分歧，很難僅以性別差異為基準，切分學習者的焦慮程度。正如

同 Campbell（1999）所表示的，可能影響男女學習者焦慮程度的還有許多

因素，可能是學習者的社會文化背景、課堂教學方式、甚至是教師因素的差

異，而這些因素之間會再產生互動，形成更錯縱複雜的關係。另外，男性學

習者和女性學習者對不同情境或不同的焦慮成因可能有不同的反應，因此不

論男女，教師在課堂上一但發現學習者有挫折感或焦慮感過高的情形，應該

適時調整教學活動或緩和課室氣氛，不可放任不理以至於對學習者造成心理

上的傷害。 

2. 學習時間長短對於外語學習焦慮的影響 

    學者在學習時間長短對於學習焦慮影響的看法上不盡相同，MacIntyre 

& Gardner（1991）認為隨著學習時間和語言水平的增加，學習者心裡會逐

漸形成一種對於新語言學習的想法和態度，因此學習焦慮會日漸減少。然而，

Llinas & Garau（2009）針對西班牙文學習者的研究卻顯示，隨著學習時間

的拉長、學習者程度的提升，對於學習該外語的態度會越來越認真；許多初

級學習者，可能只是為了滿足畢業學分而修課，不像高級學習者，對自我表

現要求更高，也會盡力學習目標語文化並和母語者互動，因此高級學習者所

感受到的焦慮較高，此一說也符合 Ewald （2007）同樣針對西班牙文學習

者所做的學習焦慮研究結果。 

    另外，Saito & Samimy（1996）主要探討學習焦慮和三組不同程度的美

國日語學習者的語言表現的關係。從研究結果發現，選修初級課程的學生中，

高年級學生表現比低年級的學生好。推測原因可能是，低年級學生因為剛進

大學，沒有有效的語言學習策略，因此表現不如高年級學生。然而在焦慮量

表的得分上，高級學生得分最高，其次為初級，最後才是中級學生。而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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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與MacIntyre and Gardner（1991）提出的說法：焦慮會隨著語言水平和

經驗的增加而降低，有所牴觸。Saito & Samimy（1996）推論此現象與各個

程度的課程設計有密切關係。由於初、中級課程內容與課程進行模式相差不

大，中級學生在經過初級課程的訓練之後已相當熟悉，故焦慮程度最低；而

高級課程由於教學重點的轉變，課程也有大幅度的調整，再加上課堂上聽說

訓練的減少，才會造成高級學習者焦慮最高的情況。 

  黃儀瑄（2007）針對在台外籍華語學習者的研究則是發現語言環境的適

應和語言能力的增加有助於減緩初步階段的華語學習焦慮，但當所學內容由

易入難，被和緩下來的學習焦慮會再被激起。對於學習 1～2 年的學習者而

言，他們已經累積一定的詞彙和語法，學習上遭遇到的困難也能用較成熟的

態度去對待，因此這個階段的學習者焦慮程度是最低的。學習 2年以上時間

的學習者，雖擁有較高的語言水平，但因擔心語言水平未能有明顯提升，焦

慮程度再次攀升，甚至高於初學者的焦慮程度。 

3. 目標語國家經驗對於外語學習焦慮的影響 

  在目標語國家經驗方面，絕大多數的研究者有同樣的結論：有目標語國

家經驗的學習者，其外語學習焦慮程度較低。Aida（1994）和 Onwuegbuzie

（1999）皆發現曾到過目標語國家的學習者，其學習焦慮程度低於從未有任

何目標語國家經驗的人。若外語學習者直接進入到目的語環境、接觸到母語

人士，學習者可以利用所學與當地環境或人、事互動，而他們也能從中獲得

外語學習的成就感及與人交流的樂趣，同時也可以幫助學習者更深刻地體會

到語言學習的重要性，對學習產生積極正面的影響，學習焦慮也就能夠隨之

降低。 

  Zhao & Whitchurch（2011）也提到，外籍中文學習者指出曾經到過中國

的經驗讓他們更希望能把中文學好。一般來說，那些在中文為母語的國家頻

繁使用中文、也常與中文母語者互動的學習者，其聽、說能力都會有大幅度

的進步，也正因為這些明顯的程度提升，讓他們在學習中文時更有信心、也

更願意用中文與母語者交流，並且能夠輕鬆地完成一些日常任務。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7 
 

五、外語學習焦慮與學習成效 

    Albert & Haber（1960）和 Scovel（1978）將學習焦慮區分為有益的促

進性焦慮和有害的妨害性焦慮，這樣的觀點以及依照焦慮與學習成效之間的

關係劃分焦慮種類，也引起後代學者廣泛的研究討論。 

1. 促進性焦慮(facilitative anxiety) 

  雖然人本主義提倡低焦慮學習，但是如此一來，學習者可能因為感覺不

到自己正在和別人競爭，而過於鬆懈，導致不良的學習成效。反之某種程度

的擔憂和緊張對於順利達成任務是一項正面因素，比如：對於有經驗的演說

者而言，在公開演說之前的緊張感就是一種督促他完成工作的壓力，也就是

所謂的促進性焦慮（Brown, 2001）。 

  Chastain（1975）指出，西班牙文課和德文課的學習者，其焦慮程度與

期末成績為正相關，即學習者的焦慮程度越高，期末成績越高。呈現的焦慮

屬於促進性焦慮；而 Kleinmann（1977）針對阿拉伯籍學習者學習英文的研

究也發現，當學習者的焦慮程度越高，他們越會主動使用一些較難的語言結

構。因此學者相信，在外語學習過程中，焦慮是有助於學習的。然而，Gardner 

and MacIntyre（1991）指出發現促進性焦慮的這些研究，其測量焦慮的方式

並未排除學習者的一般焦慮因素，因此無法證明外語學習焦慮對於學習能有

所幫助，若要準確地測出外語學習焦慮，那麼應該利用更針對外語學習焦慮

所設計的量表，而非連同一般焦慮也考慮進去。 

2. 妨害性焦慮（debilitative anxiety） 

  在外語學習焦慮與一般焦慮劃分開來，研究者也開始使用針對外語學習

焦慮的量表工具之後，發現外語學習焦慮多是妨害性的，即外語學習焦慮與

學習者的表現呈現負相關(如：Aida, 1994; Phillips, 1992; Zhao & Whitchurch, 

2011)。 

    Aida（1994）發現高焦慮學習者的學期成績明顯低於低焦慮學習者的學

期成績。Phillips（1992）則是表示高焦慮程度的學習者相較於低焦慮程度

的學習者，其所說話溝通的內容較簡短也較少，他們使用從屬子句和新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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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率也較低。Zhao & Whitchurch（2011)的研究同樣支持外語學習焦慮與

學習成效為負相關一說。 

  許多針對日籍學習者學習英語的研究同樣也因為認為外語學習焦慮對

學習者的學習成效無益(Goshi, 2005; Osobe, Fujimura & Hirschel, 2007; 

Cutrone, 2009; Yamashiro & McLaughlin, 2001)，而提出一些因應方式等的相

關研究。由此可知，日籍學習者的外語學習焦慮不可忽視，然而因為針對日

籍學習者的華語學習焦慮研究仍處於起步階段，這部分值得更多研究者的發

掘和探討。 

三、小結 

本章探討的範圍包含造成外語學習焦慮的相關因素分類、不同學者對於

學習焦慮本身的種類劃分、學習者個體因素與學習焦慮之間的關聯性，以及

最後說明外語學習焦慮對學習成效造成的影響等。不同的學者對於外語學習

焦慮因素的分類有所不同，但是從Young（1993）以及Oxford（1999）兩位

學者的分類方式來看，有幾項因素是相重疊的，如：個人與人際間的焦慮、

學習者／教學者對語言學習／教學的理念、師生互動、課堂活動與方法、考

試焦慮等；另外由Oxford（1999）所提出的對模糊性的容忍度、冒險精神以

及認同感與文化差異，雖不在Young的分類之中，但在本研究的討論中提供

了相當大的參考價值。 

此外，從不同的面向看外語學習焦慮可得到不同的分類結果，如：

Horwitz et al.（1986）主張的交際畏懼、考試焦慮和負評價恐懼；Spielberger 

（1972）提出的情境型焦慮和特質型焦慮；MacIntyre & Gardner（1991）的

一般焦慮和交際焦慮等。若從學習者個體因素來看，性別、學習時間長短，

以及目標語國家經驗有無等因素皆可能影響學習者的焦慮情況，而這些因素

同時也是本研究的研究範圍之內，將作後續討論。最後，雖然關於外語學習

焦慮和學習成效的關係各家說法不盡相同，但是過度的學習焦慮對於學習無

益卻是肯定的，因此針對外籍學生的華語學習焦慮研究是值得更多學者的研

究及討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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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討論本論文所採取的研究方法、研究發展過程、研究過程中所使用

的研究工具、研究對象以及資料蒐集步驟和分析方法。 

第一節  研究方法設定 

  本研究主要採調查研究法，其中包含「問卷調查法」和「個別訪談」。

問卷和訪談都是溝通的過程（process of communication），具有溝通的目標

（objectives）、環境（context）與管道（channel）；也都是客觀、有系統的

科學方法，以蒐集到研究所需的實徵資料（吳明清，2004）。 

  問卷設計參考前人學者的文獻資料、研究成果以及相關問卷製作方式，

加入本研究的研究主題，修改制定而成。至於個別訪談則是採半結構式訪問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即訪問者先準備好訪談主題，但為了更深入完

整地了解受訪者的想法，訪談過程中的內容和細節由訪談者視當時情況作彈

性調整。使用半結構式訪問的目的在於更全方面地了解日籍學習者對於華語

學習焦慮的看法，並彌補問卷調查所作不到的，如：深入探討細節及允許受

訪者充分發揮己見等。同時也期望質化的訪談內容能對量化問卷統計結果發

揮檢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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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發展過程 

 

 

 

 

 

 

 

 

 

 

圖三- 1 研究發展過程 

第三節 研究工具 

一、問卷  

1. 基本資料  

    此部分填寫內容包含：性別、選修課程（同時也可得知學習者在東京學

藝大學修習中文課程的時間）、學習者在大學階段以前是否有學習中文的經

驗、中文聽、說、讀、寫四項能力當中最容易造成學習者焦慮的項目為何。 

針對研究主題蒐集、閱讀並整理相關文獻 

問卷發放及學習者個別訪談 

統計並分析問卷結果和整理訪談內容 

形成結論，並提出教學建議 

確定研究主題及方向 

問卷及個別訪談內容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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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質焦慮」量表（STAI; State Trait Anxiety Inventory） 

    此量表主要目的是測量與外在因素無關的受試者個人的焦慮特質傾向。

原量表「情境－特質焦慮量表」（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是由 Charles 

D. Spielberger 以「特質－情境焦慮」理論（Trait-State Anxiety Theory）為基

礎，在 1970 年所編製而成的。填答內容分為兩部分，各由 20道題目所組成；

一部分為「情境焦慮」量表，Spielberger（1972）認為「情境焦慮」是暫時

性的情緒狀態，在不同的壓力情境中或不同的時間點上會有不同強度的感受，

它包含個體主觀知覺到的緊張、不安、擔心等情緒，以及自主神經系統受到

激發的生理反應等。而「特質焦慮」則是個體是否常常知覺外在環境是有危

險性或威脅性的一種反應傾向，相對於情境焦慮，特質焦慮屬於較穩定的個

人焦慮傾向，高特質焦慮的個體在焦慮情境中會比低特質焦慮的個體更容易

知覺到威脅的存在且有較強烈的反應（Spielberger et al, 1999，轉引自梁記

雯，2005）。由於筆者利用此焦慮量表的目的為了解受試者個人的焦慮特質，

而非其他會與外在因素產生互動的情境焦慮，故只採用「特質焦慮」量表。 

  本研究所採用的「特質焦慮」量表為一自填式量表，適用對象從青少年

到成人皆可，記分方式依 Likert 四點記分原則設計。其中消極性敘述題（題

2、4、7、8、10、11、14、16、17、19）勾選非常符合者得 4 分，勾選完全

不符合者得 1分；反之積極性敘述題（題 1、3、5、6、9、12、13、15、18、

20）則是勾選非常符合者得 1 分，勾選完全不符合者得 4 分，總分介於 20

～80之間，分數越高者即特質焦慮程度越高。 

3. 學習焦慮情況調查表：  

    此表主要在測知日籍學習者在課堂中學習焦慮的情況。筆者參考 Elaine 

K. Horwitz, Michael B. Horwitz & Joanne Cope（1986）所編製的外語課堂學

習焦慮量表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Scale，加入其他可能引起

日籍學習者學習焦慮的因素變項，修訂而成。 

許多前人學者利用外語課堂學習焦慮量表（FLCAS）作過相關研究，

然而各家學者對於焦慮原因的分類有所不同，如：Aida(1994)利用此量表調

查了在美國日語學習者的語言學習焦慮，並將量表內容劃分為五大類：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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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和負評價恐懼、害怕課程失敗、和母語人士溝通時的舒適度、對日語課

程的消極態度；錢旭菁（1999）則是利用該量表，對在中國學習漢語的外籍

學生做了調查，錢的分類為：口語表達焦慮、與本族人交往的焦慮、對第二

語言教學課堂的焦慮、聽力焦慮、對負面評價的焦慮及考試焦慮等六項；而

黃儀瑄（2007）調查在台灣學習華語的外籍學生學習焦慮情況，則是將量表

內容分為：交際畏懼、考試畏懼、負評價恐懼和一般焦慮。 

本研究主要針對日籍學習者的口說焦慮情況，將量表內容分為七項，分

別為：對中文課的態度（1～3 題）：調查學習者對於課程本身的態度，如：

是否常有不想上課的情緒或是否能以積極且輕鬆的態度上課等；媒介（4、5、

6、23題）：包含教學語言為學習者的母語或目標語、以目標語與母語人士

溝通時的情況，以及對教室座位的選擇；對不確定事物（ambiguity）的焦

慮（7、8、13 題）：包含語言說明的不理解、無法掌握學習方法和因不知道

是否能順利拿到學分而引起的焦慮；對他人評價的看法（9～12、14 題）：

對同儕及老師評價的看法以及在他人面前犯錯的感受；教師在教學時所採取

的方法和措施（16～18題）：包含教師上課的表情和對學生的態度及要求等；

對公開發言的焦慮（15、19、20、21題）：包含被點名回答、口說考試以及

其他必須在他人面前發言的情況；學習者自我能力（22、24～26題）：對自

我語言能力的信心程度等。以上七項因素的計分方式為將屬於該因素的題目

得分相加之後除以題數，得到各項因素的平均得分，並據此比較各因素對學

習者口說焦慮的影響程度。整理後的各項焦慮因素及其對應題項可見第四章

表四-2。 

此外，在問卷最後也問及關於學習者目標語國家及外國人士的接觸經驗

（27、28題）：是否去過中文為母語的國家或是否有外國朋友（不限國籍）；

若是，是否因為這些經驗而在說中文時較不焦慮，由於這樣的提問內容並非

程度選項題，因此將這兩題與其他題項分開獨立分析。 

二、訪談 

  問卷調查雖能得到相當數量的學習者意見以及學習焦慮的通性，但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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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某些較深入的研究問題或個別現象則需要以與學習者一對一深度訪談的

方式才能得到更充分的解釋。故在此研究中，除了量化的問卷調查以外，也

輔以質化的深度訪談作為相關研究資料，使研究的分析結果更加完整。訪談

進行方式為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即訪談主題事先決定，

但內容細節由訪談者視訪談情況及受訪者的回答作彈性處理。訪談問題大綱

依照問卷研究的七個研究變項所設計，希望得到學習者更深入、直接的回答。

訪談內容包含受訪者的焦慮經驗、學習動機、對中文或中文課的態度、對於

教學語言為母語或目標語的看法以及教學語言是否會引起學習焦慮、對不理

解情況的反應、是否在意他人眼光、對教師態度與學習者焦慮關係的看法、

對公開發言的看法、教室坐位的選擇、以及個人交友和海外經驗……等。 

第四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樣本群體為日本東京學藝大學8修習中國語課程的一、二、三

年級日籍學生，問卷發放人數約有 212 人，扣除 3份無效問卷之後，有效問

卷數為 209 份；個別訪談人數共有 18位。受訪者性別及年級資料請見表三

-1，請見。東京學藝大學的修業辦法規定：「無論科系，每位學生皆得修習

至少二年同一外國語課程（包含中文、韓文、德文、法文、義大利文、西班

牙文、葡萄牙文、俄文等），而語言別可由學生自行擇一。」選修中文課的

學生每週上課一次，一次上課時間 80分鐘。 

在東京學藝大學修習中文的學生不在少數，但大部分選課學生集中在一、

二年級。隨著年級越高，班級數和班級學生數也就越來越少，原因在於許多

學生只是為了滿足修業規定而選課，一但修完學校所規定的外語課程，許多

學生就不再繼續修課，除此之外，隨著課程難度的提高，許多學生也因為無

法兼顧其他課業而選擇放棄中文課程。因此，本次研究的樣本群體雖含括一

至三年級的學生，但三年級學生參與問卷答題的人數僅有 10位，而參與個

                                                      
8日本東京學藝大學為一所位於日本東京小金井市的師範類國立大學，主要分為為培養學

校（幼稚園、小學、初中、高中等）教師的教育系和 1980 年代後半開始設立的教養系。

東京學藝大學培養出許多成就日本國內教育學科的人才，因而受到日本教育界的高度評

價。（引自：http://zh.wikipedia.org/zh-tw/東京學藝大學）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8%88%E8%8C%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5%A4%A7%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5%A4%A7%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A6%E6%A0%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A6%E6%A0%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C%E7%A8%9A%E5%9C%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0%8F%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8%9D%E4%B8%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4%B8%AD
http://zh.wikipedia.org/zh-tw/東京學藝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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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訪談的也只有 2位。 

 

表三- 1 受訪者資料表 

受訪者編號 性別 年級 受訪者編號 性別 年級 

A 男 二 J 男 三 

B 女 二 K 男 二 

C 女 二 L 女 一 

D 女 二 M 女 二 

E 女 二 N 男 二 

F 女 二 O 女 一 

G 女 一 P 女 一 

H 女 一 Q 女 一 

I 女 三 R 女 一 

     

第五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 

一、施測問卷的蒐集與整理 

  問卷發放對象為東京學藝大學一、二、三年級選修中國語課程的日籍學

生。問卷發放前先向上課教師簡單說明問卷研究內容、學生作答方式及相關

注意事項，並求得授課老師同意，利用課堂上約 10至 15 分鐘時間，由研究

者至課堂上向學生說明問卷的目的和作答方式，等學生作答完成之後再以班

級為單位統一回收。正式施測時間為 2011 年 12 月 13 日至 12 月 23 日，共

計 11 天。問卷回收共 212 份，在經過資料輸入和統計之後，刪去 3 份無效

問卷，實際進行分析的有效樣本為 209 份。 

二、訪談過程與整理 

  訪談人數共有 18人，採自願方式徵求受訪者。在發放問卷時，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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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表示需要徵求受訪者，並請有意願接受訪談的學生在問卷上留下姓名、

聯絡方式和可進行訪談的時間，研究者在回收問卷之後以 email 方式約定訪

談時間和地點。因考慮到受訪者的中文程度及降低受訪焦慮，訪談過程為研

究者與受訪者一對一，以全日語進行。每次訪談時間約為二十五分鐘至三十

分鐘，訪談地點為東京學藝大學的研究室或空教室，並在取得受訪者同意之

後全程錄音。訪談結束以後，再由研究者轉譯成文字稿。 

  另外，為了能讓訪談順利進行，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並不會完全 

照著預備好的題綱發問，而是順應受訪者的思維，調整發問順序；偶爾也會

將已問過的問題用其他方式再一次提出，希望得到受訪者更進一步的解釋或

確認。受訪過程中，受訪者也會自己提出新話題，研究者則是順著受訪者思

緒，從中觀察受訪者對於學習焦慮、語言學習的態度等，並適時將話題帶回

訪談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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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華語學習焦慮情況調查結果 

第一節 問卷調查結果 

本次研究中有效問卷共 209 份，本節首先討論，中文聽說讀寫四項技能

最令學習者感到焦慮的為何；接著，將呈現口說焦慮情況調查表的內容分類

及調查結果，並討論各項因素的得分情況和排名。 

一、語言技能焦慮項目調查 

  在聽、說、讀、寫四項語言技能中，讓學習者選擇一項最令他們感到焦

慮的技能，期望能再度應證本研究針對日籍華語學習者「口說焦慮」的重要

性。經過統計，具體數字和比例請見下表。  

表四- 1 焦慮項目調查 

四項技能 人數 百分比 

說 104 49.8 

聽 55 26.3 

寫 40 19.1 

讀 10 4.8 

總和 209 100.0 

  選取說、聽、寫、讀的受試者人數比例依序為49.8%、26.3%、19.1%、

4.8%，有將近一半的受試者認為「口說」是最容易帶來焦慮的語言技能，

與錢旭菁（1999）的調查結果相同，也再一次應證了「口說學習焦慮」確實

為外語學習焦慮中最重要的一項，而本研究也將環繞著口說學習焦慮作更深

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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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口說焦慮情況調查表 

1. 口說焦慮情況調查結果 

    經過統計，各項因素的平均得分及排名如下表所示： 

表四- 2 口說焦慮情況調查表各因素得分及排名結果 

排名 平均得分 口說焦慮調查表內容分類 內／外在 對應題項 

1 3.71 對公開發言的焦慮 外 15, 19, 20, 21 

2 3.47 使用中文時的自信程度  

內 

22,23, 24, 25, 26 

3 3.25 對不確定事物的焦慮 7, 8, 13 

4 3.01 對中文課的態度 1, 2, 3 

5 2.74 媒介（包含使用語言和環境）  

外 

4, 5, 6, 23 

6 2.64 對他人評價的看法 9, 10, 11, 12, 14 

7 2.4 教師教學中採取的方法和措施 16, 17, 18 

    本次口說焦慮情況調查表中，得分最高的因素為「對公開發言的焦慮」，

說明了大部分的日籍學生認為不論是口說考試或被指名回答，在眾人面前用

目標語發言是會造成高程度焦慮感的；其次為「使用中文時的自信程度」，

當學習者對自我語言能力的自信不足，遇到必須開口說話的時候，他們必會

感到十分焦慮，而許多日籍學生認為中文很難、自己對中文掌握不佳，因此

因自信不足而產生的學習焦慮便也層出不窮；第三，「對不確定事物的焦慮」，

當學習者認為他無法掌握中文學習的過程、方法，甚至無法預估學習結果的

好壞時，對不確定事物的焦慮便會出現影響學習。第四，「對中文課的態度」，

探討的是學習者本身對於中文課程的態度積極與否會造成口說學習焦慮，而

其排名在七個因素的正中間。 

  第五為「媒介」，即老師上課使用的教學語言、與母語者溝通所使用的

語言以及教室座位的選擇，相對前四項因素，對學習者而言較沒有那麼大的

影響力。本次受試對象多為初級程度學生，教師所使用的教學語言多半為日

語，中文的使用也控制在學生熟悉或必須操練的難度範圍內，對學習者而言

難度不高，因此焦慮得分便也相對較低。另外，課堂座位由學生自行選擇，

大多數的學生表示，中文課的座位在學期初大家選定之後就大致固定，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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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隨機選擇，有人在語言課程偏好中、前方位置，因此座位引起的學習焦慮

並不明顯。第六，「對他人評價的看法」的焦慮得分為第二低分，代表其實

來自同儕或是老師的評價並不是造成日籍學習者口說學習焦慮的主要原因，

學習者表示當他們身在課室環境中，大家都一樣還在學習的階段，因此就算

犯了錯，同學之間不會互相取笑，也知道學習過程中犯錯是必經的歷程；當

自己犯了錯，老師的糾正和評價也是有助學習的，因此不會感到焦慮。第七，

「教師在教學中採取的方法和措施」是最不會引起焦慮的一項因素，可能因

為本次受訪者普遍認為學藝大學的中文老師都很親切、態度很友善，上課的

時候不會給學生過多的壓力，因此焦慮得分最低。 

2. 日籍華語學習者感到最焦慮的五個題項 

     統計完所有問卷之後，按照每題的得分平均高低排列，發現焦慮得分

最高，即最令日籍華語學習者感到焦慮的題項依序為：21、15、6、22、19，

其平均得分如下： 

表四- 3 口說焦慮情況調查表得分最高的五個題項 

題號與內容 平均分數 排名 

21. 在沒有充分準備的情況下而我必須在課堂上說話時，我會覺得很焦慮。  4.18 1 

15. 中文課的口說考試時我不會緊張。 3.89 2 

6. 用中文和中文母語者說話時，我會緊張。 3.76 3 

22. 在中文課說話時，我總是覺得自己說得不好。 3.61 4 

19.上課的時候被老師點到名，我覺得很焦慮。 3.41 5 

    

在日籍華語學習者感到最焦慮的五個題項中，有四題屬於學習者的外在

因素，而這四題外在因素的題目中有三題屬於「對公開發言的恐懼」：第 21、

15、19題；一題屬於「媒介」：第 6題。只有一題第 22題為內在因素，為

「使用中文時的自信程度」。 

第 21 題  

    「在沒有充分準備的情況下我必須在課堂上說話時，我會覺得很焦慮。」

此題得到日籍學習者口說焦慮調查表的最高分，說明了許多學習者在課前沒

作好預習或複習，或教學者在要求學生發言前，若未能為學生做好心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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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明確告知教學指示，都可能讓學生不知如何是好而感到焦慮。另外，許多

初級學習者在發言時可能需要較長時間反應及處理接收到的訊息，所以若教

學者沒給足其思考反應時間，許多日籍學習者可能會一下子答不出來而感到

非常焦慮。 

第 15 題 

    「中文課的口說考試時我不會緊張。」此題原來設計雖為「不會緊張」，

但累計焦慮程度分數時為反向記分，即選擇「完全同意」者為低焦慮，記分

為 1；反之，選擇「完全不同意」者為高焦慮，記分為 5。每一個教學單位

所採取的口語評量方式不同，研究者在經由與研究對象（學生）和授課老師

的多次訪談之後得知，本次研究對象班級的口說考試皆為以小組為單位，到

台上將背誦下來的課文對話演出。此題平均得分為第二高分，可看出學生對

於關乎分數、成績的考試表現相當在意。除此之外，根據訪談結果，有多位

受訪者認為，口說考試時不確定自己是否能夠順利背誦出課文會話、並在大

家面前用正確的發音說出台詞，讓他們相當焦慮；又由於考試是由小組為單

位一起進行，有的學生害怕因為自己表現不好，影響到其他人的分數，同儕

壓力讓他們更感緊張。 

第 6 題 

    「用中文和中文母語者說話時，我會緊張。」此題平均得分為 3.69，為

焦慮題項的第三高分，說明了當日籍學習者必須使用目標語與其目標語母語

人士溝通時，仍然是心理上的一大挑戰。根據訪談結果，有受訪者表示，在

學校校園裡遇到的中文母語者幾乎都是留學生，大家都有相當好的日文程度，

因此見面會使用日文溝通而非中文；但是在學校環境以外的場所，若遇到中

文母語人士而自己的中文能力又不及可流暢溝通程度，會感到很緊張，有時

候甚至不想被發現自己會說中文。也有受訪者者認為，在學校環境中若說錯

了會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現象，然而脫離學校環境之後，若因為自己語言能

力的不足造成與他人溝通不良，是一件非常令人沮喪的事情。曾有受訪者回

憶自己在學習中文過程中最令他印象深刻的事件是，在中國留學時因為自己

的發音不佳，造成雙方溝通無法繼續進行而感到十分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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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題 

「在中文課說話時，我總是覺得自己說得不好。」位居第四高分，說明

了大部分的日籍學習者在課堂上發言時，對自己的口說能力自信心不足。許

多學生認為中文的發音、聲調很難掌握，一個小小的聲調錯誤便可能造成傳

達錯意思的後果，而這樣的情況在日文中非常少見；另外，當學習者還尚未

累積足夠的詞彙、語法以讓他們順暢表達時，在課堂發言的時候便很有可能

因查覺自己口說能力的低落而產生挫折感。 

第 19 題 

    「上課的時候被老師點名回答時，我覺得很焦慮。」此題的平均得分為

3.35，為第五高分的題項。教師在上課時點學生回答問題可以確認學生是否

專注或是否理解課程內容，但對於許多學習者而言，在課堂上被老師點名回

答問題時，因為無法預期老師要問的問題內容為何，無法事先最好準備；就

算了解老師的提問，許多受訪者表示他們常常不確定如何正確回答老師的問

題；再加上課堂上點名問答的時間通常較短促，學習者要在短時間內處理外

語輸入（input）、加工（process）再輸出（output）的程序，根據問卷和訪

談的結果都可看出學習者在這樣的情況下較容易產生緊張的情緒。 

3. 日籍華語學習者最不感到焦慮的五個題項 

    討論完焦慮得分最高的五個題項之後，同樣依照每題平均得分作逆向排

序，焦慮得分最低，即日籍華語學習者最不感到焦慮的五個題項依序為：4、

9、18、5、16，其平均得分如下： 

表四- 4 口說焦慮情況調查表得分最低的五個題項 

題號與內容 平均

分數 

排

名 

4. 上課的時候老師用日文說明我會緊張。 1.52 1 

9. 因為不想讓其他同學覺得我中文很好，所以我會表現得和大家一樣。 1.63 2 

18. 老師的表情很嚴肅，所以我上課的時候覺得很緊張。 2 3 

5. 上課的時候老師用中文說明我會緊張。 2.43 4 

16. 因為老師的要求很高，所以我覺得壓力很大。 2.5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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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籍學習者最不感到焦慮的五個題項中，全部為外在因素，分別是屬

於「媒介」的第 4、5 題、「教師在教學中所採取的方法或措施」：第 16、18

題，以及「對他人評價的看法」：第 9題。 

第 4 題 

    「上課的時候老師用日文說明我會緊張。」此題與第 5 題為題組，確定

問卷填答者是否詳讀過題目之後才作答。此題焦慮程度得分最低，符合研究

者預期。當教師以學習者母語記進行外語教學時，對學習者而言，不會有語

言不理解的狀況發生，因此大幅度地減低了學習者焦慮。然而，根據訪談結

果，有多位學生認為，雖然初級課程中，學生大多數時間必須仰賴老師以母

語授課，但若能以符合學生程度的中文進行活動、會話問答，甚至說明，可

以增加學生聽說目標語的機會、增加挑戰性，同時也能提升學生的自信。 

第 9 題 

    「因為不想讓其他同學覺得我中文很好，所以我會表現得和大家一樣。」

此題主要希望了解日籍學生是否會因為自己的中文程度優於其他同學，但卻

不希望自己與眾不同而刻意配合其他同學的程度，不敢坦率地表現出自己的

實際中文水平。此題得分為 1.59，為所有題項中的第二低分，說明了受試對

象並不會為了避免與眾不同或配合同學的程度而刻意隱藏自己的實際程度。

在訪談過程中，也有受訪者提到，在學習外語時被老師或其他同學認為程度

比他人好是很令人驕傲的事，不需要隱瞞；反之，如果是程度不及同學，才

會覺得自己與眾不同而感到不好意思。 

第 18 題 

    「老師的表情很嚴肅，所以我上課的時候覺得很緊張。」此題平均得分

為 1.95，為最不讓學習者感到焦慮的題項第三名，表示本次問卷的受試者認

為老師上課時嚴肅與否並不是造成他們口說焦慮的主要原因，而根據訪談結

果顯示，絕大多數的受訪者認為東京學藝大學的中文老師都很有耐心、上課

態度也很溫柔，有的老師會營造出一種「就算犯錯也沒關係」的課室氣氛，

更是能讓學習者安心的學習，所以問卷受試者多圈選低分選項；然而，在訪

談時也有學生表示如果上課或聽學生發表的時候老師總是皺眉，他們會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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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自己表現不好、不及老師標準，而感到十分不安。因此，此題得到的

分數結果應是對東京學藝大學的中文教師的反饋，而非否定教師態度或表情

在華語教學中的重要性。 

第 5 題 

    「上課的時候老師用中文說明我會緊張。」此題平均得分為 2.38，與第

4題一樣同為最不讓學習者感到焦慮的題項之一。此題說明在華語課堂中，

只要老師能夠妥當掌握目標語的使用、使用符合學習者程度的中文進行活動

或講解，並不會過分引起焦慮，反而還能為學習者製造中文聽、說的機會。

另外，由於東京學藝大學的中文課上，老師多用日文講解，只有簡單會話或

課文教學使用中文，目標語使用的時間短，相對地令學生不理解或產生焦慮

的機率便會降低。 

第 16 題 

    「因為老師的要求很高，所以我覺得壓力很大。」日籍學習者最不感到

焦慮的題項排名第五的此題，平均得分為 2.49，說明多數受試者並不認為老

師的要求與學習者焦慮有直接關係。根據訪談結果，許多受訪者表示雖然東

京學藝大學的老師對於中文發音要求非常高，修習中文的第一個學期幾乎花

掉一整個學期的時間訓練發音、紮底，但是因為老師的態度很友善，經常告

訴學生「語言是從錯誤中學習的」，所以不論是在課堂上發言、犯錯，甚至

被老師糾正，學習者仍能以正面的態度面對，並不會因此退縮。 

三、個人因素與華語學習者焦慮情況之間的關聯    

1. 性別 

    大部分學者認為性別與外語學習焦慮並無顯著相關，如：Aida（1994）

發現男女生在外語學習焦慮上的得分表現雖為男生（97.4）高於女生（95.6），

但兩者在統計學上並不構成顯著差異（p＞0.05）；錢旭菁（1999）也提到，

雖然在她的研究當中，女生的焦慮平均高於男生，但同樣在經過統計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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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57% 

性別 

男 女 

兩者並未構成顯著差異，因此認定學習焦慮程度在性別差異上並無明顯差別。

然而，也有研究者認為性別對外語學習焦慮有一定的影響，如：黃儀瑄（2007）

指出，由於女性受測者的焦慮平均分（96.24）明顯高於男性（91.85），因此

性別對學生焦慮程度有所影響。 

    本次研究的有效問卷共有 209份，其中男性受試者有 89 位，女性受試

者有 120 位，分別占受試人數的 43%和 57%，如下圖示： 

 

 

        

              

 

       

             

          圖四- 1 男女生受試者人數比例圖 

    為調查性別在學習者學習焦慮的各項因素是否具有顯著差異，以下將根

據受試者性別，將男生編號為 1，女生編號為 2，對照先天焦慮性格以及口

說焦慮情況調查表中的七項因素：對公開發言的焦慮、對中文能力的自信程

度、對不確定事物的焦慮、對中文課的態度、媒介、對他人評價的看法、教

師所採取的方法及措施等，計算出各項因素的平均得分。統計後數據如下表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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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5 性別與各項因素統計表 

 性別 平均數 標準差 焦慮得分較高者 

先天焦慮性格平均 
1 2.2258 .26459 

女 
2 2.2804 .29078 

對中文課的態度 
1 3.1573 .94025 

男 
2 2.9083 .91258 

媒介 
1 2.8624 .64183 

男 
2 2.6458 .60944 

不確定的容忍度 
1 3.3146 .86655 

男 
2 3.1972 .90284 

他人評價 
1 2.6989 .75265 

男 
2 2.6000 .68648 

教師採取的方法措施 
1 2.5056 .77706 

男 
2 2.3278 .62769 

公開發言 
1 3.6994 .77256 

女 
2 3.7313 .80189 

自信 
1 3.4326 .66866 

女 
2 3.4958 .61748 

    從上表可看出男、女性在各項焦慮因素的表現有所不同，其中女生在先

天焦慮性格、公開發言和自信三項的焦慮得分較高，其它因素如：對中文課

的態度、媒介、對不確定事物的容忍度、對他人評價的看法和教師因素的焦

慮得分平均則是男生高於女生，即男性學習者對中文課的態度、媒介、對不

確定事物的容忍度、對他人評價的看法和教師因素的焦慮程度高於女性學習

者。在本次研究中，男學生較容易有不想去上課、上中文課時其他課程緊張

以及沒辦法用積極且輕鬆的心情去上中文課的情況，可能與男學生對於教師

在課堂上所使用的媒介語或座位位置、對語言學習模糊性的容忍度、對他人

評價的看法以及他們對老師個人因素的看法有關。 

  根據研究者的幾次課室觀察經驗，較多數的男學生偏好坐在教室後面。

訪談結果也顯示，男性受訪者認為坐在教室前面比較容易被老師點名回答，

而如果是對他們而言較難的課程，自然就不想被老師點到名，所以會選擇偏

後的座位；另外，也有人指出，通常對這門課較不抱持興趣的學生會選擇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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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座位，有許多男同學就是因為學校的必修規定，不得不修，所以對中文課

抱持著拿得到學分就好的心態，所以選擇後面座位。另外，男生對於目標語

接受和使用的焦慮略高於女生，訪談中幾位男性受訪者曾表示，自己曾經上

課聽不懂老師問的中文問題，所以無法回答而感到非常焦慮，最後沒辦法只

好請老師再用日文說明一次；也有學習者曾用中文和母語者談話，但因為發

音不好導致訊息傳遞失敗，至今仍感到非常懊惱。相較之下，男生因對中文

有理解困難而感到焦慮的情況較高，同時也應證了表四-4，本次研究的男性

學習者對於「對不確定事物的焦慮」平均得分（3.31）高於女生（3.20）。 

  從研究者多次課室觀察中也發現，偶爾當老師發現男同學上課不專注，

在座位上聊天或玩手機時，老師會特別點名請該位學生回答問題，在這樣的

情況下，坐在附近座位的其他男學生往往也會跟著緊張起來，幫忙找答案以

提示該生。然而，因為上課不專心而被老師點名提醒的幾乎都是男學生，沒

有女學生。再加上東京學藝大學的中文老師多數為女性老師，師生的性別差

異可能也是造成男性學習者在教師個人因素上感到焦慮程度高於女性學習

者的原因之一。 

2. 學習時間長短 

    學者針對學習時間長短對於學習焦慮影響各有看法。MacIntyre & 

Gardner（1991）認為隨著學習時間和語言水平的增加，學習者的學習焦慮

會日漸減少；然而，Llinas & Garau（2009）針對西班牙文學習者的研究卻

顯示，隨著學習時間的拉長、學習者程度的提升所感受到的焦慮較高，與

Ewald（2007）同樣針對西班牙文學習者所做的學習焦慮研究結果相同。另

外，Saito & Samimy（1996）和黃儀瑄（2007）同樣都發現學習者的焦慮會

隨著學習時間先降後升。 

    本研究將研究對象分為修習中文課程一年和兩年以上（含兩年），共兩

組，並將修習一年的 148位學習者設定為群組 1，兩年以上的 61位學習者

設定為群組 2，探討兩組學習者與不同焦慮因素之間的關係，統計之後的結

果如圖四-2及表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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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2 中文課程修習年數的人數比例圖 

 

表四- 6 修課時間與各項因素統計表 

學習時間 平均數 標準差 焦慮程度較高者 

先天焦慮性格平均 
1 
2 

2.2791 .28560 
一年 

2.2041 .26273 

對中文課的態度 
1 
2 

2.9977 .93030 
兩年以上 

3.0546 .93725 

媒介 
1 
2 

2.7027 .62362 
兩年以上 

2.8238 .64605 

不確定的容忍度 
1 
2 

3.2703 .86622 
一年 

3.1913 .94175 

他人評價 
1 
2 

2.6068 .70466 
兩年以上 

2.7279 .73940 

教師採取的方法措施 
1 
2 

2.4820 .66699 
一年 

2.2131 .74295 

公開發言 
1 
2 

3.6740 .80319 
兩年以上 

3.8238 .74491 

自信 
1 
2 

3.4392 .65829 
兩年以上 

3.5410 .58840 

     

從上表的平均數可看出學習時間達兩年以上的學習者的焦慮得分在對

中文課的態度、媒介、對他人評價的看法、公開發言以及自信等五項皆高於

71% 

29% 

中文課程修習年數的人數分布 

一年 兩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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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的學習者，多於學習時間僅有一年的三項焦慮因素：先天焦慮平均、對

不確定事物的容忍及教師所採取的方法及措施。由此也可看出在本次研究中

學習時間越長的學生，越容易感到焦慮。 

 

3. 目標語國家經驗 

    學習者所擁有的經驗與學習焦慮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除了先前的學

習經驗以外，是否曾經去過目標語國家、與當地母語者互動的情況……等因

素都可能成為學習焦慮的變因。Zhao & Whitchurch（2001）指出，有去過

中國經驗的中文學習者認為，他們的中文聽說能力因為在中國時與母語者的

頻繁互動而明顯有所增進，以至於他們能更有自信地使用中文和母語者溝通

或完成各種日常任務。因此，有到過中國的經驗是有助於學習者的中文能力、

提升信心，換句話說，能夠幫助學習者降低他們的語言焦慮。 

  本次研究對象中有 34人有去過台灣或中國（即以中文為母語的國家）

的經驗，將此類別受試者歸類為代號 1；另外 175 人不曾去過台灣或中國，

將其歸類為代號 2，統計結果如下表： 

 

表四- 7 目標語國家經驗與各項因素統計表 

目標語國家經驗 平均數 標準差 焦慮程度較高者 

先天焦慮性格平均 
1 

2 

2.3250 .31388 
有 

2.2440 .27266 

對中文課的態度 
1 

2 

2.7353 1.10639 
無 

3.0686 .88574 

媒介 
1 

2 

2.7059 .65848 
無 

2.7443 .62741 

不確定的容忍度 
1 

2 

3.1275 .85680 
無 

3.2705 .89370 

他人評價 
1 

2 

2.5882 .76426 
無 

2.6526 .7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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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因素 
1 

2 

2.4020 .64500 
無 

2.4038 .71079 

公開發言 
1 

2 

3.7059 .79170 
無 

3.7200 .78931 

自信 
1 

2 

3.4329 .60600 
無 

3.6544 .77120 

 

    從表中的得分平均來看，所有焦慮因素皆以曾經去過台灣或中國的學習

者焦慮得分較低，即說明了曾經去過中文為母語國家的學習者較沒去過中文

為母語國家的學習者，對中文課的態度更為積極，並且對於自己的中文能力

更有自信。 

    根據研究者訪談的結果，去過中文為母語國家的受訪者多表示不論是旅

行或是留學，對他們學習中文的動機都有更加提升的幫助。其中有一位受訪

者表示，在他決定學習中文之前曾經到台灣旅行，來了台灣之後發現同樣都

是使用漢字的國家，有些漢字他卻怎麼樣都猜不到意思，再加上來了台灣實

際感受到使用中文的環境和氣氛，讓他在回到日本之後決心學習中文；偶爾

上課的時候學到應證當初旅行經驗的事物，更是讓他感到興奮和成就感。另

外一位受訪者則是表示，學習外語時一但有了想溝通的對象、有了想向對方

傳達的訊息，那種「我想用這種語言表達」的念頭會變得很強烈，而直接到

目標語國家便是最直接的方式。除了去過中國或台灣的幾位受訪者之外，不

曾出國或不曾到過中文為母語的國家的受訪者也都表示，他們相信若是能夠

到目標語國家，在當地的環境，由於自己不得不開口說話、不得不與當地人

互動，如此一來不僅語言能力能夠有所長進、更能體會到當地的社會文化和

生活習慣，對於學習中文有極大的幫助。 

4. 有無外國朋友（不限中文母語者） 

    如前所述，學習者所擁有的經驗與學習焦慮有極大關係，除了類似的

先前學習經驗、目標語國家經驗以外，學習者是否有與外國人互動的經驗、

是否有外國朋友，也是研究者所希望研究的變項。本次研究對象中有 9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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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與外國朋友交往、互動的經驗，將此類別受試者歸類為代號 1；另外 113

位沒有外國朋友，將其歸類為代號 2，統計結果如下表： 

表四- 8 是否有外國朋友與各項因素統計表 

是否有外國朋友 平均數 標準差 焦慮程度較高者 

先天焦慮性格平均 1 

2 

2.2842 .27630 
有 

2.2356 .28702 

對中文課的態度 1 

2 

2.9509 .96262 
無 

3.0390 .89864 

媒介 1 

2 

2.7711 .66210 
有 

2.7050 .59372 

不確定的容忍度 1 

2 

3.2372 .87315 
無 

3.2596 .90986 

他人評價 1 

2 

2.4905 .71683 
無 

2.7622 .68571 

教師因素 1 

2 

2.3018 .69967 
無 

2.4685 .68811 

公開發言 1 

2 

3.6789 .81514 
無 

3.7320 .76701 

自信 1 

2 

3.4816 .69596 
有 

3.4505 .58467 

     

    根據統計，有外國朋友的學習者僅在先天焦慮性格平均、媒介以及使用

中文時的自信程度高於沒有外國朋友的學習者，而相較於沒有外國朋友的日

籍華語學習者，有外國朋友的人對於他人評價及教師個人因素所引起的焦慮

程度較低。 

  根據訪談結果，有受訪者表示在日本認識了一些外國朋友幫助他改變了

他對外語學習的一些觀念，比方說：因為受訪者的外國朋友也正在學習日文，

而當他們用日文跟他說話的時候，他並不會因為覺得對方日文說得不好而取

笑他們，反而很願意幫助他們，這樣的經驗讓他反過來想到，如果是自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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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外語，其實母語者或者其他人也不會因為自己的語言能力不夠好而暗自取

笑自己，自此以後這位受訪者在說中文的時候便變得不在意他人的眼光，也

不那麼緊張。另一位受訪者則是表示，他從他的外國朋友身上觀察到：許多

最後能把日文說得很好的外國朋友都是因為在學習過程中不怕犯錯、不怕被

糾正，所以他開始改變他的語言學習觀念：不論中文能力怎麼樣，應該勇於

嘗試，不要害怕在別人面前犯錯丟臉，因為一來，也許根本就沒有人會因為

你的錯誤而取笑你；另外，當你犯了錯，對方告訴你正確的用法，那會是最

快、最有效的方式。 

  有和外國朋友交往的經驗幫助學習者降低了他們對他人評價的看法所

帶來的學習焦慮之後，學習者對於他們所無法控制的外在因素－教師個人因

素（如：對學生的要求、表情、態度等）的焦慮也進而隨之降低。因為他們

在與外國朋友交流互動的過程中發現到：不論國籍，任何外語學習都是由不

停的犯錯與改正所累積而成的，有許多負面的緊張情緒可能都只是自己假想

出來的，因此調整自己的態度，在對他人評價的看法和老師個人因素兩項上

的焦慮程度都明顯較低。 

5. 不同程度的先天焦慮性格組別 

    學習焦慮可能受到先天性格因素和後天的環境因素影響，本節將討論在

屬於不同程度的先天焦慮性格組別中的學習者，其對於口說焦慮情況因素的

反應為何。 

    根據 Charles D. Spielberger（1970）所編製的「情境－特質焦慮量表」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其中取其「特質焦慮」部分以測試日籍學

習者在不受外界環境因素影響之下，其先天的焦慮傾向，即受試者是否本身

是否為容易焦慮的性格。本調查表共有 20 道題，總分介於 20到 80分之間，

得分越高者即焦慮性格傾向越強。根據此次的研究結果，最高得分為 61分，

最低得分為 31，平均得分為 45.2，標準差為 5.6。再根據受試者的焦慮值高

低，以 33%為分組參考基準，找出劃分出先天焦慮性格低、中、高三組的

基準分數，各組分數分布情況為：31～42、43～46、47～61，而各組人數分

別為 78、62、69人。由於上述劃分標準為以本次研究對象的分數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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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等份的方式先找出劃分標準再依此分類，因此是組內比較之後的結果，

而非絕對值。之後再以 Microsoft Office Excel 算出低、中、高各組在各項因

素的得分平均表現，各組間的統計結果如下表：  

表四- 9 不同先天焦慮組別學習者在各項因素的平均分數 

  先天焦慮組別 

因素類別  
低（31～42 分） 中（43～46分） 高（47～61分） 

得分平均 
組內

排名 
得分平均 

組

內

排

名 

得分平均 
組內

排名 

對公開發言的焦慮 3.55 1 3.68 1 3.9 1 

對中文能力的自信程度 3.08 3 3.44 2 3.57 2 

對不確定事物的焦慮 3.08 3 3.09 3 3.53 3 

對中文課的態度* 3.09 2 2.74 4 3.16 4 

媒介 2.64 5 2.65 5 2.89 5 

對他人評價的看法 2.5 6 2.59 6 2.81 6 

教師因素* 2.35 7 2.45 7 2.41 7 

    根據上表可看出，先天高焦慮性格組別的學習者在大部分因素中的焦慮

得分是最高的：對公開發言的焦慮、對中文能力的自信程度、對不確定事物

的焦慮、對中文課的態度、媒介、對他人評價的看法；但是在教師因素一項

則是第二高分，最高分由中焦慮組拿下。而先天低焦慮性格組別的學習者同

樣拿下大部分因素的最低焦慮得分，除了對中文課的態度一項的最低分是先

天中焦慮性格組別的學習者。依照研究者預期，低、中、高三組先天焦慮組

別對於七項因素的排名也應該與總體排名相同，雖然大部分的排名都符合總

體排名，但從其中兩項因素的不同也可以看出，語言焦慮可能受到各式各樣

的個體因素影響，而仍有些因素是研究者尚無法掌握的，因此出現諸如此類

微小的不符預期的現象。 

  另外從低、中、高各組別在七項因素中其得分高低的排序來看，中、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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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的排序和總體排序完全符合，即得分最高者為對公開發言的焦慮，接著依

次為對中文能力的自信程度、對不確定事物的焦慮、對中文課的態度、媒介、

對他人評價的看法，最後是教師因素。三組中唯一與總體排序結果稍微有異

的是先天低焦慮性格組，得分最高仍是對公開發言的焦慮，其次為對中文課

的態度，接著才是同分的對中文能力的自信程度、對不確定事物的焦慮兩項

因素，以下 5～7名則同樣都是媒介、對他人評價的看法和教師因素。雖然

在低焦慮組中，對中文課的態度為第二高分，高過對中文能力的自信程度和

對不確定事物的焦慮，但是仔細看三者得分平均，對中文課的態度的得分

3.09僅多出另外兩項因素 0.01 分，分數差距其實非常細微，因此也無法推

斷低焦距組和中、高焦慮組別在因素排行上有顯著差異。 

 

第二節 訪談調查結果 

  本節將整理訪談結果，並將依序討論學習者學習中文的動機與態度；可

能影響學習者焦慮的背景因素，如：中文課堂情況、教師因素及學習者的個

人經驗等，其中中文課堂情況又包含：學習者對教學語言的看法、遇到不理

解情況時的解決方式、課堂上公開發表時的感覺、教室座位的選擇偏好等；

而教師因素探討的範圍包含教師態度以及學習者喜歡什麼樣的語言教師等；

學習者的個人經驗則是包含學習者的目標語國家經驗和與外國人士交往的

經驗等；最後，則是綜合整理學習者自述的中文學習焦慮經驗。 

一、學習者的動機及態度 

1. 學習動機 

    學習動機對於外語學習的成功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經過訪談之後發

現，有的受訪者的學習動機是單純出於對中文有興趣而選課的、有考慮到國

際政治經濟局勢而認為有中文技能在身，對未來發展有幫助的、也有因為學

校外語選課規定而逼不得已才選課的，各式各樣的理由，正好說明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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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可以分類，但是也有許多學習者的學習動機是由許多複雜的因素所構成

的，而這些因素可能不僅屬於一種分類。 

  出自本身興趣而選課的學習者有受訪者 G：「因為我主修書道，所以想

把中文學好……之前曾經去過中國約一個禮拜，現在偶爾也還會跟當初寄宿

家庭的家人聯絡，希望以後可以用中文和他們溝通。」受訪者 M：「高中的

時候認識了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從那個時候開始對中文產生興趣。」受訪

者 P：「我很喜歡和外國人說話……未來也想做可以用到中文的工作，所以

我是真的為了學好中文而選課的，而不是只為了拿學分。」 

  另外，因為國際局勢變化，所以認為學中文將有助未來而選課的有受訪

者 R：「現在中國的經濟和人口都成長得很快，因為我未來想從事與外國相

關的工作，所以學了中文之後感覺會對未來有所幫助。」而受訪者 Q 則是

因為受到中日政治事件的啟發，覺得若有好的溝通能力必能減少國與國之間

的磨擦，而語言正是良好溝通的必要工具：「去年日本和中國之間發生了『尖

閣諸島9』事件，那個時候我想為什麼中國和日本不能好好地相處呢？我知

道美國和日本之間有很密切的關係，我覺得如果中日也能夠好好地交流的話，

一定也會有很好的互動的。我就是抱著這樣的使命感想把中文學好。」 

  最後，因為學校的修業規定而被迫選課的受訪者則說：「因為學校規定

一定得選第二外語課，又聽學長說中文課的學分很好拿，所以才選了中文，

沒想到中文和日文差那麼多、發音那麼難。」 

  由以上訪談結果可知每一個學生選課的目的和對自己修課的期待都不

一樣，如果教學者能觀察到這些現象，持續保持高動機學習者的動機、為其

設定合適的學習目標，提供學習者自我實現的機會；對於那些迫於無奈選課

的學習者，也能幫助他們找到語言學習的好處，就算不能長期持續修課，至

少在修課期間能夠好好享受學習的樂趣。 

2. 對於中文或中文課的態度 

    大部分接受訪談的學習者對於中文或中文課堂都表示相當積極的態度。

                                                      
9
 台灣稱「釣魚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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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開始學習中文的契機，有受訪者表示是對於外語學習的興趣，如：受訪

者 Q：「我喜歡用外語跟在不同環境中生活的人說話。」、受訪者 N：「中文和英

文及日文很不一樣，沒有時態，我覺得很有趣。」、受訪者 R：「和大家一起

學從來沒學過的語言和知識，雖然很辛苦但是我覺得很有趣。」、受訪者 O

則說：「在其他的一般課程，通常是學生坐著聽老師說話，但是在中文課我

們可以開口跟老師練習說中文，所以我覺得很好玩。」 

有人則是因為受到旅行經驗的啟發，開始對中文興趣，如受訪者 J：「開

始學習中文的契機是因為高中的休學旅行到台灣，看到台灣的漢字，會想試

著猜測中文裡漢字的意思，我從那個時候開始對中文產生興趣，因此進入大

學以後開始選修中文課。」另外，有人是因為國際政經局勢而選擇學習中文，

如受訪者 I：「說中文的人口是目前世界上最多的，如果學了中文，我可以

和更多人溝通。」受訪者 K：「因為知道中國的勢力越來越強，中文也越來

越多人學，我希望可以與更多人交流，所以選擇中文。」 

而針對中文課程的看法，大部分持積極態度的受訪者，如受訪者 B表

示：「我很喜歡學校的中文課，老師們的學術涵養也很深。但我認為語言學

習重要的還是要看自己，是不是做了充足的準備。」受訪者 I：「學藝大學

讓我們在一、二年級的時候花了很多時間練習發音，到了三年級則是讓我們

翻譯，這樣的課程安排讓我們在各方面都被訓練到了。」受訪者 O 和 R則

是認為中文課和其他課程不一樣，可讓學生開口與老師練習，也可以和同學

一起學習從來沒學過的語言知識，很有意思。 

另外，對中文課的安排另有見解的受訪者則說，初級的課程多注重學習

者的背誦能力（如：漢語拚音、課文），會覺得課程很枯燥乏味。受訪者 P

則表示部分課程很少讓學習者有開口練習的機會，有些課程的教授內容則是

過難、不實用，除此之外，他也希望老師可以多聽聽每一個學生的發音，給

予糾正，否則他所得到實際學習效益並不高。 

二、可能影響學習者焦慮的背景因素 

  在中文學習過程中有各式各樣可能影響學習者學習效果或學習焦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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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或因素，本節將依序討論可能影響學習者焦慮的各種因素，如：中文課

堂情況、學習者對教師因素的看法，以及學習者的個人經驗等。 

1. 中文課堂情況 

    以下將依序討論中文課堂情況，包含學習者對於課堂進行中教學語言使

用的看法、遇到不了解的情況時學習者如何應對解決、在中文課上發言是否

會在意他人眼光、必須在老師同學面前公開發言時感覺如何，以及課堂中座

位的選擇。藉由以上主題的訪談，更深入了解學習者在課堂進行過程中可能

遭遇的焦慮來源，並從其回應中找出可以作為日後教學建議的意見。 

（1）對教學語言的看法 

    由於大部分受訪者都是一、二年級的學生，中文聽說能力仍屬初級，

因此現階段的課程多以日文為主要的課堂教學語言，僅在特定教學活動中，

如：會話練習、課文朗讀等，才會讓學生練習中文，然而，針對教學語言

的使用，受訪者各表示了不同的意見。部分學習者認為若用過多的中文可

能會引起學習者的焦慮，甚至排斥，如受訪者 A：「我的中文程度還很糟，

所以如果老師用中文上課的話，我會聽不懂而非常緊張。有一位中國老師

上課的時候總是說中文，而我完全聽不懂老師在說什麼，幸好老師之後還

會再用日文說明一次，否則我可能就會呆坐在教室裡，什麼都沒學到了。」；

但是全日文上課又失去了聽說的學習機會，如受訪者D：「因為我們在日本，

平常也沒有什麼機會可以接觸到中文，所以希望老師在上課的時候能夠盡

量讓我們聽中文。」 

    除此之外，也有學習者認為應該視教學重點作調整，如：發音位置說

明、文法解釋時應該多用日文，以確認學習者能夠完全理解。受訪者 F：「學

期一開始在學中文發音的時候，希望老師用日文詳細地向我們介紹中文發

音的規則，比方說：舌頭的位置、嘴型之類的。如果我們在一開始學習中

文的時候，不能掌握中文的發音規則，我想之後學習中文會變得比較困難。」

受訪者 I：「文法的部分，覺得應該用日文說明比較清楚，我們也比較容易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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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遇到不理解情況時的應對方式 

  大多數人在外語學習的過程中，多少都曾有聽不懂的經驗，可能是自

己上課時不夠專心、也有可能是老師使用不符合學習者程度的教學語言。

這樣的情況往往會引起學習者的焦慮，因為聽不懂老師的說明或指示代表

學習者在課程的銜接上將出現斷層，有時候甚至會因為沒聽懂教學指示而

無法進行下一個教學活動。因此，學習者對於不理解情況採取什麼樣的應

對方式將會對影響其學習效果，同時也反應出其對不理解情況的焦慮程

度。 

  訪談結果經過整理，研究者發現大部分的日籍學習者即使遇到聽不懂

的情況，也不會在課堂上直接向老師提問，總結其背後原因都指向「怕自

己給其他人（包含老師和其他同學）帶來困擾，所以選擇『遠慮する10』。」

即因為怕自己的提問中斷老師的上課或影響其他人的學習節奏，故忍住不

在課堂上提問；而是自己查字典、先在不懂的地方做記號，下課之後再去

請教老師或者問隔壁同學。 

  根據受訪者的經驗，可能影響日籍學習者不願在課堂上公開發問的原

因包含：班級人數多少、與同學之間的熟識程度、個人責任等。受訪者 E

說：「如果是人數多一點的班級，感覺如果問了問題會耽誤大家的進度；但

是如果是像現在人數比較少的小班制，大家比較能夠較無顧慮地在課堂上

向老師提問。」受訪者 P則是說：「剛開學的時候不認識其他同學，所以上

課的時候會考慮很多因素，然後『遠慮する』。」也有部分學習者認為聽不

懂老師上課的內容是自己的問題，可能是準備或程度不足，把責任攬到自

己身上，便更加不敢公開發問，如受訪者 M：「上課的時候不敢問問題是

因為怕自己會打斷整個上課的流程和節奏，而且也會覺得自己聽不懂可能

是因為準備不足，所以更不敢直接問老師問題。」 

    另外也有一類的學習者雖然同樣不直接發問，但是會用其他取代的方

                                                      
10 遠慮する：人に対して、言葉や行動を慎み控えること，即考慮到他人會如何看待自

己的行為，而謹慎控制自己的行為，甚至壓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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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如：臉部表情）告訴老師他聽不懂。受訪者 R：「如果老師用中文問我

問題，有時候因為我無法將聲音和意義作連結，所以我會重複老師的問題，

邊露出疑惑的樣子，再想不出來我才會問同學或老師。」受訪者 K 則是表

示上課聽不懂的時候，他會作出「嗯？」之類的反應或表情，但不會直接

舉手發問。最後，最消極的學習者則是可能選擇直接放棄，如受訪者 A：「如

果真的是很難的內容，那我會覺得不懂就不懂，自己先放棄」和 K：「……

下課之後也不會去問老師問題，一方面是因為我對上課的內容沒甚麼興趣，

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因為中文課之後，我還有其他課或其他事情。」 

    由以上訪談結果可看出，日籍學習者因為對於他人感受的顧忌，就算

上課的時候有不理解的情況，也只有極少數的學生會主動提問，讓老師知

道他們哪裡不理解；但是有部分學生雖然不會直接舉手提問，但會以表情

或動作表示他們的疑惑，因此教師應該更仔細地觀察學習者在課堂上表現

的各種細節，因為這些細節背後都可能隱藏了學習者的不理解甚至焦慮。 

（3）中文課發言時是否會在意他人眼光 

  在公開發言的感覺一項中，大多數的受訪者表示在大家面前說話確實會

讓他們感到緊張，但是學習者所在意的原因卻有所不同。受訪者 G 表示：「雖

然當別人在說中文的時候，自己並不會用評價的眼光去衡量別人，也很清楚

當自己在發言的時候，別人應該也不會用那種眼光衡量自己，但要在他人面

前發言，還是會不由自主地緊張起來。」 

  當被問及公開發表時是否在意他人眼光時，部分學習者坦承，那確實是

讓他們緊張的部分原因，而所謂的他人又包含老師和同儕。受訪者 N 說：「跟

同學的評價比起來，我更在意老師的評價，因為其他同學和我程度差不多，

我們可能會犯同樣的錯誤。」受訪者 P 則說：「會在意老師的評價是因為我

覺得我很努力學中文，這樣全力學習，我也希望能夠得到老師的肯定。」受

訪者 G 則是表示：「…我會在意老師的評價和成績，但是如果我的表現和成

績無關的話，我就不會緊張了，所以和『成績』有很大的關係。」另外，認

為自己會在意同儕眼光的受訪者則表示在公開發表的情況之外，在考試表現

上他們也會有與同儕比較的行為。受訪者 P:「偶爾會跟朋友比較成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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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考完試會彼此詢問成績，希望自己考得比別人好；如果考得比別人差，我

會有點著急然後更努力學習。」 

  學習者除了在意來自他人的評價以外，有人更在意自己的能力表現，如

受訪者 C：「與其說在意別人對自己的眼光或看法，我更在意的是自己的能

力，自己能做到多少，所以我反而完全不會在意別人的眼光。」受訪者 Q：

「我覺得我應該不會因為太在意他人眼光而緊張…曾經因為在台上太緊張

而把原來背下來的東西全都忘了…但是如果只是在台前拿著書朗讀的話就

比較不會那麼緊張，我想應該是跟自己是否能夠背得下來所有內容有關。」 

  最後，也有學習者在公開發言時完全不在意他人眼光，受訪者 B：「要

想自己發表的內容就已經用盡心力了，當我站在台上的時候實在沒有餘力再

去注意其他人的眼光。」H：「我不太在意，因為老師或同學會給我提示，

就算最後真的答不出來，最後大家也會一笑置之；而在發表之後，老師給我

們的回饋也都很中肯、很友善。」 

  除了他人評價會引起學習者在公開發言時感到焦慮，有受訪者指出隨著

學習中文的時間越長，其對發表的焦慮感便越強烈，受訪者 I：「一、二年

級的時候反而不那麼緊張，因為那個時候大家都是初學者，說錯了是理所當

然的，老師也會告訴我們犯了錯沒關係。但是現在已經學了一段時間，不能

再像從前一樣把犯錯當成理所當然的事情，所以反而越學越多越容易緊張。」 

（4）在他人面前發言是否會緊張（中文課和一般日文課程的

比較） 

  幾乎所有受訪者都指出自己在他人面前發言會緊張，但是他們認為令他

們緊張的原因有所不同，其中包含班級人數、同儕程度、發表內容或方式、

班級氣氛及老師態度等。如受訪者 A 認為會不會引起緊張感的關鍵在於班

級人數和同儕程度：「像我們學校的外語課程，通常班級人數較少，而且我

們都認識同一個班級的同學，中文程度也和自己差不多，所以相對其他一般

課程，我在中文課發表比較不緊張。」而受訪者 D 同樣也指出同儕程度是

關鍵：「我知道我中文課的同學大家程度都差不多，跟我一樣說得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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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相對其他課來說，我在中文課發表的時候比較不那麼緊張。」 

  其他受訪者則是認為發表內容、方式是影響他們是否感到緊張的因素，

如受訪者 E：「在其他的課上發表，我可以帶著我的稿子上台邊看邊讀，所

以不那麼緊張；但是中文課的發表，我們必須把自己要發表的內容背下來，

所以與其說是因為得在大家面前說話而感到緊張，我覺得我緊張的原因是因

為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夠記住發表的內容，並且順利說出來。」另外，受訪

者 L則是表示老師決定發表順序的方式若是可預測的，便能降低他的焦慮：

「…再加上老師總是按照順序點人回答，所以我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應該說什

麼，在那之前我也可以先準備…，我是那種只要準備充分就不會緊張的人。」 

    認為班級氣氛和老師態度才是主要影響學習者發表時是否緊張的因素

的受訪者說：「中文課的人數比較少而且大家都認識，所以比較不那麼緊張。

對我來說，跟是不是外語課程沒有太大的關係，反而和我是不是認識班上同

學有比較大的關係。」另外，認為老師態度是關鍵的受訪者 H 則表示：「我

覺得應該和老師給人的壓迫感有關，如果老師覺得學生理所當所應該知道答

案的時候，被老師點到名就會非常緊張。但是中文課的氣氛比較輕鬆，所以

我不會緊張。」由此可見，不論是班級氣氛的營造或是教師個人的態度、語

氣，甚至表情都有可能影響學習者的學習焦慮，因此教學者應該更小心謹

慎。 

（5）教室座位的選擇 

  在座位的選擇上，學習者各有偏好，有人喜歡前面的位置、有人喜歡

偏後的位置。喜歡偏前位置的學習者大多表示坐在教室前面比較能夠清楚地

聽到、看到老師的發音和嘴型，坐在前面也比較容易專心，而通常對中文課

較有興趣、學習動機較強的學生會選擇坐在教室前面。受訪者 G：「上課的

時候，老師大部分時間都站在前面，所以如果要學好發音、要看清楚老師的

嘴型和發音方式的話，坐在前面比較能夠聽得清楚、看得清楚。除此之外，

對我而言，坐在後面可能會受到其他同學的影響，比較難專心。」受訪者 L

表示：「我喜歡坐在前面，我覺得仔細聽是很重要的。坐在後面的話，可能

前面的同學一說話，坐在後面的人就聽不清楚。既然選了外語課程，若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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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清楚老師上課的話，我會覺得很可惜；但如果是其他我不感興趣的課程，

我可能就會選擇坐在後面。」 

  而偏好教室後面位置的學習者則是表示可能因為不想被老師點名回答

問題、可以觀察到全班的反應，或是因為受到同學影響。如受訪者 J：「我

喜歡坐在後面，感覺坐在前面的話很容易被點到回答問題，如果是很難的課，

我不希望被老師點到回答問題。」受訪者 I 則是表示：「坐在後面可以看到

大家（老師和同學）的反應，比方說，是不是大部分的同學都跟我一樣不懂

每一個部分，或者大家都懂了，只有我不懂的話，回家應該更努力學習。」 

2. 教師因素 

  由於教師因素同為學習焦慮的來源之一，因此，此部分將從學習者的角

度出發，探討他們對教學過程中教師態度的看法，同時了解日籍學習者心目

中理想教師所應具備的特質。 

（1）教師態度 

  關於「教師態度」這個主題，研究者的提問方式是「老師什麼樣的態度

會令你很緊張？什麼樣的態度可以令你放鬆地學習？」受訪者認為上課時願

意支持鼓勵學生的老師，以及了解學生的程度，以符合學生程度的語言提問

或說明的老師較能讓學習者輕鬆地學習。受訪者 E 指出：「了解我們每一個

人的中文程度，並用適合我們程度的問題來問我們，比較能讓我輕鬆地學習；

相反的，在大班課的時候，可能會有老師不太認識我們的情況，所以老師問

問題的時候可能不符合我們的程度，或是老師就直接照著點名表上的順序點

人回答。」受訪者 Q 則是表示:「在學藝大學上中文課很安心，因為老師會

營造一種就算犯錯也沒關係的課堂氣氛，老師也會看著我們的眼睛認真地聽

我們回答。」G：「在我因為答不出問題而陷入沉默的時候，如果老師可以

給我一點提示，打破這種尷尬的氣氛，會讓我比較有時間反應。」R：「如

果老師在我說對的時候，給我強烈的肯定或是讓我覺得我有辦法用中文和老

師溝通，我會覺得比較安心。」 

  反之，如果教師不能適時給學習者支持或提示，無法營造出讓學習者能

夠自在地發揮或犯錯的氛圍，甚至帶給學生壓迫感，那麼對學習者而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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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態度便成為學習焦慮的來源。受訪者 G：「我比較不喜歡會給人壓迫感的

老師，比方說我回答不出來老師的問題，但是老師卻一臉『這麼簡單的事情

也不會嗎？剛剛不是說過了嗎？』的表情，會讓我很焦慮。」M：「一年級

的時候，老師常常邊聽我們說話，邊看著教科書皺眉，那會讓我覺得一定是

因為我的發音很糟，然後我就會因為老師的表情很緊張。」 

  在外語課堂上，老師通常是學習者所注目的對象，來自老師的評價或肯

定對學習者而言都具有很大的意義，由上訪談結果更可驗證教學者在課堂上

對於學生犯錯的反應、課室氣氛的營造，甚至表情態度都將影響學習者對課

程的感受。 

（2）受訪者認為理想中文老師的特質 

    受訪者各自提出他們認為是理想中文老師的特質，而這些特質主要有

「簡單易懂的解釋說明能力」、「時而嚴格、時而溫柔的教學風格」、「鼓勵學

生挑戰嘗試，並且能夠營造出輕鬆自在的課室氣氛」、「藉由介紹目標語文化

或其它相關事物來引起學習者學習動機。」 

  受訪者 A 指出「一個好的中文老師應該能用很淺顯易懂的方式把語言

知識教給我們，另外，好的中、日文能力也很重要，因為如此一來，老師才

知道如何用簡單的話向我們說明發音規則或文法。」受訪者 B、P則是分別

表示「我喜歡有時嚴格、有時溫柔的老師。從前遇過上課很鬆散的老師，所

以常常不懂就不懂、矇混過關。但是今年換了新老師，老師要求多一點，所

以我們也更有收穫。」「我喜歡就算有點嚴格、作業有點多，但是可以激勵

我們學習中文動機的老師……就算學生犯了錯也不會生氣，會清楚溫柔地告

訴我們正確說法的老師。」 

  而重視課堂學習氣氛的學習者則說法如下，受訪者 G：「我喜歡在上課

的時候能夠營造出一種讓大家都願意說話的氣氛的老師、可以讓我們覺得犯

了錯也沒關係、鼓勵學生勇於挑戰的老師。」受訪者 I：「我喜歡開朗一點

的上課氣氛，上課的時候不是只有老師在說話，師生之間有很多機會對話，

學生有問題的時候也可以自然地提問。」受訪者 P：「我喜歡可以營造出很

友好的課堂氣氛的老師，因為如果課堂氣氛很好，大家就可以輕鬆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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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或練習的時候也不會太緊張或過度在意別人的眼光。」 

  也有學習者認為能夠在課堂上向學生介紹常用的日常會話、目標語言背

後的文化、生活習慣或是其他一些相關趣聞，藉以引起學習者的學習動機的

老師更是難得。受訪者 L：「日本人學外語的時候，很多人喜歡從文法開始，

所以就算學了一段時間可能還是無法對話。所以如果老師可以從一些有用的

日常會話開始教學，我覺得會很有幫助。」受訪者 F：「除了語言知識以外，

如果老師還能向我們介紹中國相關的經驗或新聞，不但可以引起學生的興趣，

也會讓我更想學好中文。我身邊比較沒有能夠接觸到中國的事物，所以如果

能夠在上課的時間，透過老師的介紹讓我更了解這個國家、這個文化，我想

對學生會有很大的幫助。」受訪者 R：「如果老師可以告訴我們一些和中國

文化或生活相關的事情，不僅可以增廣我們的見聞，也能增加我們對這個語

言文化的興趣。」 

3. 個人經驗及對中文學習的期待 

  在個人經驗的部分，研究者主要針對日籍學習者是否有目標語國家經驗

或母語者交往經驗，以期了解這些個人經驗對於學習者學習中文的態度是否

有所影響。大部分受訪者沒有目標語國家的經驗，但是對於留學或旅行都抱

持著相當積極的態度；而有到中國或台灣旅行或留學經驗的受訪者則是因個

人經驗不同，對於其目標語國家經驗有不同的感受。 

  認為目標語國家經驗對中文學習沒有太大助益的受訪者 A 表示：「雖然

我在中國留學三週左右的時間，但是在那邊認識的中國朋友日文都非常好，

再加上中國的口音、語氣非常重，讓我很不能適應，所以整體而言我覺得上

一次的留學經驗對我現在學習中文沒有太大的幫助。」然而曾到台灣旅行過

兩次的受訪者 E 則認為旅行的經驗提高了他學習中文的動機：「之所以會去

台灣是因為想去感受說中文的環境和氣氛，而在那一次的經驗中，比方看到

路上的招牌會想用日文的漢字去猜想意思，但是怎麼樣都想不出正確的意思，

之後自己查字典或在上課的時候學到會有一種『原來如此！』的感覺，讓我

印象更深刻。所以我覺得那些旅行的經驗對我學習中文很有幫助。」 

  沒有目標語國家經驗的受訪者多表示若曾到過中國或台灣旅行或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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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驗對於中文學習一定會有幫助，如受訪者 B：「我很希望能有這樣的經

驗。在日本我們沒有聽說中文的機會，所以應該很難達到很好的程度。如果

想把一個外語學好的話，我覺得直接到目標語國家去學習、生活，應該是最

快的辦法。」受訪者 I、J、M：「如果有可以去留學的機會我想試試看，因

為在當地生活就一定得說中文，如此一來不僅可以增進自己的聽說能力，還

能多認識不同的文化。」 

  除了目標語國家經驗之外，是否有與中文母語的朋友交往的經驗也是研

究者的另一主題。大部分受訪者遇到的中文母語朋友都生活在日本，或是日

文程度不錯，所以基本上溝通還是多以日文為主，對學習者的中文學習並沒

有太直接的幫助，但是他們同時也表示，因為和外國朋友交往的過程中改變

了他們在學習外語時的一些觀念。如受訪者 G：「我和中文母語者說話的時

候不那麼緊張的原因是，當外國人用日文跟我說話時，我不會因為他們說得

不夠好而在心裡嘲笑他們，所以我想我的外國朋友應該也跟我有差不多的想

法，或許他們還會因此教給我正確的用法。」受訪者 P：「我從我的外國朋

友身上學到的是，就算不太會說或者說得不好，也應該勇敢嘗試，不要怕丟

臉」受訪者 Q：「我的外國朋友雖然每個人的母語都不同，但是有這些朋友

對我學習外語有很大的幫助，因為一但有了想說話的對象，有了想傳達的事

情，那種『想用這種語言表達』的念頭會變得很強烈，同時也就提升了我的

學習動機。」 

三、受訪者自述學習中文的焦慮經驗 

    所有受訪者在學習中文的過程都有感覺焦慮的經驗，研究者根據每一位

受訪者最焦慮的經驗內容大致將這些焦慮經驗大致分為以下五類：公開發表、

上課被老師點名回答、考試焦慮、與母語者溝通以及教師態度等，以下將討

論受訪者的回答內容。 

  認為其最焦慮的中文學習經驗為「公開發表」的受訪者 K、L、M表示，

當他們必須背下課文中的內容，以小組為單位一起到台前表演時，如果前一

天準備不足或者表演過程中忘詞或發音發得不清楚，會讓他們感到十分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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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I 則是指出，發表的時候是以小組為單位，所以如果自己犯了錯可能

會影響到其他組員的成績，有連帶責任，因此壓力更大。受訪者 B 則是表

示，他覺得他的中文課班級學生程度不一，而他的口說程度偏低，因此要在

其他程度較好的同學面前發表，讓他感到非常焦慮。 

  然而，受訪者 R 則認為，雖然發表的時候也會稍感緊張，但是發表是

自己知道內容，並且可以事前準備的，然而在課堂上「被老師點名回答問題」

時無法預測老師會問什麼樣的問題，有的時候也不知道應該如何正確回答，

因此對他而言，上課被點到回答問題比發表更令他焦慮。受訪者 N、P、Q

則是認為比起公開發表，「考試」更讓他們感到焦慮，因為如果拚音或聲調

記不起來，那麼考試的時候就不會寫，但是如果是表演或任何口說的活動，

不確定的地方小聲地說或許還能矇混過關，有的時候老師在一旁也會提供協

助，因此考試更讓這些受訪者不安。 

  另外，受訪者 A 曾到中國短期留學，對他而言最焦慮的經驗是當他試

著「用中文與母語者溝通」時，卻因為對方聽不懂他的發音、無法持續對話，

讓他當下感到非常焦慮，而這個經驗至今仍讓他感到非常挫折。 

  最後，有些受訪者則是認為「教師態度」與他們的學習焦慮有很大的關

係，比方說：受訪者 B曾有與老師一對一練習發音的經驗，但是老師只告

訴學生發音錯了，卻沒告訴他們錯在哪裡、應該如何改正，再加上老師的態

度很兇，要求又嚴格，讓學生對這位老師感到非常畏懼。 

  從學習者自述的焦慮經驗可以發現，任何教學細節都可能是造成學習者

焦慮的原因，從學習者發表的方式、分班情況、師生互動情況、課程驗收、

學習者個人經驗、糾錯方式以及教師態度…等。為了避免過度的焦慮妨礙了

教學活動的進行和學習效果，教師應該在教學設計針對學習者特性做調整，

並在教學進行過程中特別留意學生表現和反應。 

四、訪談結果總結 

  從質化訪談結果可以發現，雖然關於學習焦慮，前人已花了許多心思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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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分類出許多種類，也找出各式各樣可能引起學習焦慮的因素，但是每一個

學習者都是獨立的個體，有不同的個體因素、學習背景、性格傾向，自然而

然每一個人的學習焦慮程度、焦慮經驗和對於特定場合或事件的感受便有所

不同。 

  當被問及焦慮經驗，大多數學習者的經驗都發生在課堂上，如：公開發

表、上課被老師點名回答、考試以及教師態度，只有一位受訪者的焦慮經驗

是與中文母語者對話時發生的。本研究的受訪者為日籍大學生，這些受訪者

能夠接觸到中文的場合多為學校環境，因此他們所提供的焦慮經驗也多發生

在課堂上，而從這些學習者分享的焦慮經驗中，筆者也將在第六章提出一些

教學建議。在學習動機方面，多數受訪者表現積極態度，如：本身對中文的

興趣或了解學習外語的重要性，只有一位受訪者坦承是因為學校的修課規定

才選修中文課，所以如果教學者能留意到學生不同的選課動機，給予不同程

度的要求和鼓勵以保持或提高學習動機，將會更有針對性。 

  在中文課堂情況調查中，大多數學生對中文或中文課都表現積極態度，

和學習動機大致相同。至於課堂教學語言的使用，東京學藝大學的中文教師

在一、二年級時因為考慮學習者程度尚不足，所以多以日文進行教學，僅在

少數活動，如：課前招呼、課文領讀、句型練習時才使用中文。這樣的教學

情況，大多數學生表示焦慮程度較低，因為他們可以完全理解老師的意思，

但是也有部分學生表示，如果老師能夠增加中文的使用比例，讓平時極少有

機會接觸中文的他們多一點聽、說的語言輸入，將課程的挑戰性再稍微提高，

或許能讓他們有更好的學習效率。 

  當日籍學習者在課堂上遇到聽不懂老師說明的情況時，大部分學生不會

直接向老師提問，而是自己查字典解決、問隔壁同學或是下課之後再請教老

師，因為許多受訪者表示，上課聽不懂可能是自己準備不足，若再舉手發問

可能打斷老師的上課節奏或影響同學的聽講，所以日籍學習者通常不會在課

堂上主動提問。然而，大部分受訪者表示當自己必須在課堂上公開發言時，

他們可能因為會因為班級人數、同儕程度、發表內容或方式、班級氣氛及老

師態度等因素而感到緊張，但當被問及「是否會在意他人眼光」時，受訪者

有不同回應，有人坦承會在意同儕的眼光和老師的評價，因為老師的評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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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和成績有所關聯；另有受訪者表示，他們更在意的是自己的表現或是完全

不在意別人的眼光，因為光在台上發言就已經用盡他們所有心力，無法再去

關注他人眼光。而在教室座位的選擇上，受訪者對於前後位置各有所好，喜

歡前面座位的人認為外語課應該坐離老師近一點，如此一來可以清楚地聽見

老師的發音、看見老師的嘴型，上課時也能專心一點；喜歡後面位置的學習

者則表示，坐在教室後面可以看得到全班上課的情況，讓他們更有安心感。

此外，受訪者也提到，通常對於該課程較有興趣的學生會選擇偏前座位；反

之，學習動機較低或者只是為了學分才來上課的學生通常較常選擇偏後座

位。 

  能夠在低焦慮、低壓迫的課堂上學習是學習者所期望的，在受訪者心目

中能夠讓他們低焦慮地學習的教學者特質包含：上課時經常支持鼓勵學生，

並且了解學生的程度，以符合學生程度的語言提問或說明。以上因素也同時

為學習者所喜歡的教師特質，除此之外還包含：具有簡單易懂的解釋說明能

力、要求嚴格但態度溫柔的教學風格，以及能夠藉由介紹目標與文化、風俗

習慣或相關軼聞趣事的教學方法來引起學習者動機。 

最後，不論學習者有沒有目標語國家經驗或與外國人士交往的經驗，受

訪者對此多抱持著積極態度，認為有相關經驗對於中文學習應該有所幫助，

因為若能到目標語國家旅行或生活，那段時間將會是完全沉浸在中文環境中，

如此一來不僅能有提升中文能力的機會，對於中國文化或其風俗習慣也能多

加認識，益多於害。而藉由和外國友人交往的經驗，許多受訪者也表示雖然

不一定能對中文能力有直接的幫助，但是幫助他們從另一個角度看語言學習，

也因此改變了他們一些無益的學習態度，更能以開放的心態學習，提高學習

動機。 

從一對一的學習者訪談，筆者發現許多從紙筆問卷上看不到的學習者想

法，這些意見具體、具針對性，對教學也有實質上的幫助，但學習者的想法

並非表層現象，而是需要教學者多拉近師生關係，藉由平時談話或仔細觀察，

才能發現的。因此建立師生之間良好的溝通互動關係便顯得格外重要，如此

一來教學者才能發掘學習者的障礙、問題，進而協助學習者面對並克服這些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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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華語學習焦慮因素討論 

    本章將歸納前一章的調查結果，並對比前人相關研究，進行較全面、完

整的討論。以下討論將分為兩大部分，首先討論最容易引起學習者口說學習

焦慮的因素—對公開發言的恐懼，以及其他內、外在因素分別對口說學習焦

慮情況的影響；又由於個體差異會影響學習者在各種焦慮因素上的表現，因

此第二部分主要討論研究中各項個體因素－性別、學習時間、目標語國家經

驗、與外國人士接觸經驗等，反應在焦慮因素上的情況，並且針對日籍學生

的情況提出舉證和說明。 

第一節 日籍學習者口說學習焦慮因素 

一、對公開發言的恐懼 

  根據第四章的研究結果發現，日籍學習者在「對公開發言的焦慮」一項

的焦慮得分最高，在口說情況情況調查表中焦慮得分最高的前五的題項中，

也有三題屬於「對公開發言的焦慮」。這樣的調查結果再一次證實讓學習者

以目標語在眾人面前發言是會引起高度焦慮的，在第二章的文獻探討中，

Campbell（1999）和錢旭菁（1999）所提出的相關觀點可為之支持。 

  「對公開發言的恐懼」之所以成為日籍學習者的最大焦慮來源之一，是

因為它符合了許多會引起焦慮的情境特質，其中包含「新情境」、「熟悉度」、

「注目」和「評價」四項。日本學生在課堂中並不常有公開發言或與教師互

動的經驗，大部分時間為被動地聽講，然而在外語學習課堂中，總是會遇到

學習者必須發表、演出或被點到名以目標語回答問題的機會，此時外語課堂

便成為「新情境」，再加上受試者多為學習中文一、二年的學生，每週課時

不長，學習者除了課堂時間，平時也幾乎沒有中文使用的機會，許多學習者

甚至表示，雖然修了一、兩年的中文課，但他們認為自己的中文溝通能力仍

然處於低水平，毫無信心。由此可知，受試者對於中文的掌握尚未穩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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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一定水準，即學習者不僅對該情境感到陌生，對於目標語言本身的「熟

悉度」也遠遠不足。 

  此外，在公開發言的情境類別中，也有學習者表示在沒有充分準備的情

況下必須發言和被老師點到名回答問題會讓他感到極度緊張（此兩題同時也

分別為最令日籍學習者感到焦慮的第一名和第五名），其原因也與「熟悉度」

有直接的關係。當老師要求學習者當眾發表，通常會給學習者一些事前準備、

練習的時間，對於自己要發表的內容及進行的模式較為熟悉；然而，在學習

者沒有充分準備的情況和上課突然被點到名的情況，學習者無法預期老師會

問自己什麼樣的問題、無法準備，在這樣的情境下，學習者對問題和發言內

容的熟悉度極低，因此引起的焦慮便居高不下。 

  「對公開發言的恐懼」除了與學習者對公開發表情境和發言內容的熟悉

度有直接相關之外，與其對觀眾的熟悉度也有所關連。一位受訪者這麼說道：

「對我來說，跟是不是外語課程沒有太大的關係，和我是不是認識班上同學

有比較大的關係。」當人們與自己所熟悉的對象談話時，總是會比與初次見

面的對象來得輕鬆自在許多，同樣在學習的情境中，若學習者和其同儕或教

師相當熟識，了解彼此的性格、評價、互動方式等，那麼自然而然，學習者

對於發表、演出或是其他教學活動的焦慮感也就會隨之降低。由上可知，學

習者的「熟悉度」的範圍不僅包含發言情境、發言內容，其與觀眾的關係也

是一大因素。 

  與公開發言具有極大關聯性的另一因素為「注目」。當個體受到注目時

即表示自己的所有表現都將在眾人面前顯露無遺，其中當然也包含了自己的

弱點。而如上所述，當學習者對中文的熟悉度仍未達一定水平，對自我語言

能力也尚未產生自信，就得在眾人面前用自己不擅長的語言說話，接受所有

觀眾的目光，這對學習者而言確是一大挑戰。當學習者意識到自己的弱點或

錯誤正暴露在眾人的「注目」之下，接著引起焦慮的因素變成為學習者對「評

價」的態度了。 

  每個人對「他人評價」的態度和容忍度有所不同，但不可否認的是當我

們處於被評價的情境之下，焦慮感會油然而生，而外語課堂的公開發言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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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評價最明顯的情境之一。受訪者也坦承在公開發表時，必須承受來自老

師和同學的眼光和評價會讓他們不由自主地緊張起來。 

  由上文可知「公開發言」確實符合了許多會引起外語學習者焦慮的情境

特質，再加上日本文化中的「團體意識」－個體不出鋒頭，盡量向團體靠攏，

以及「恥感文化」的作用，日籍學習者不常主動開口練習，一旦到了非得上

台公開發言的時候，其焦慮程度之高也是可以想見的。 

二、內、外在因素對比 

  影響外語學習者的學習焦慮可分為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而根據問卷調

查的結果，研究者發現除了外在因素的「對公開發言的恐懼」以外，內在因

素和外在因素呈有系統的排名分佈。內在因素中的三項：使用中文時的自信

程度、對不確定事物的焦慮和對中文課的態度分別為因素排名的第二、三、

四名；然而，外在因素的媒介、對他人評價的看法和教師個人因素則是位居

其後，分居第五、六、七名。以下將分別討論內、外在因素對日籍學習者學

習焦慮的影響。 

（一）內在因素 

  內在因素主要考慮的是學習者本身對於自我語言能力、不確定事物和中

文課程的態度，而這三項內在因素的排名高於另三項的外在因素，說明了除

了「對公開發言的恐懼」之外，內在因素對於日籍學習者學習焦慮的影響重

於外在因素。歸其所以，內在因素皆屬於學習者本身具備的特質，無法在短

時間內調整改變，因此相較於由環境引起的外在因素，內在因素對學習焦慮

的影響力更為明顯。 

1. 使用中文時的自信程度   

即學習者對其語言能力的自我評價，自信越低的學習者越容易認為自己

中文總是說得不好、其他同學總是說得比自己好，而學習者越是這麼認為，

自信程度越是低落，其中文的口說焦慮便隨之提高，因此自信與學習焦慮乃



日籍學習者的華語學習焦慮研究 

70 
 

一種循環關係。由「自信程度」在焦慮因素之間排名第二便可看出，本次研

究的受試者普遍對中文能力的自信不高；訪談時多位學生也不斷表示「我的

中文不好」、「我的聽力／口語能力不好」或「我之所以覺得緊張是因為不知

道自己是否能夠順利地記住內容，然後順利說出來」……等，這些發言都反

映出受訪者自信程度的低落。 

  而另一原因則是本次受訪者絕大多數為一、二年級的學生，在學校課程

授課時數不長、課堂活動多注重背誦而非溝通、課堂人數較多，缺少個人練

習的機會，以及在日本極少中文口說練習環境的情況之下，學習者對目標語

本身以及使用目標語情境的熟悉度極低，因此造成學習者對自我語言能力感

到不甚滿意。 

2. 對不確定事物的焦慮 

    此部分研究者調查的是學習者因為語言輸入不理解、不知道外語學習方

法以及是否能順利取得學分的情況而引起的焦慮情形。當學習者在課堂環境

中不確定自己是否正確地理解了老師的目標語輸入、解釋或者活動說明，可

能會因此而感到無所適從，焦慮感進而上升。另外，雖然日本也隸屬於亞洲

的漢字圈內，中文與日文仍是完全不同的語言系統，學習者必須發展出一套

中文學習的方法，但若學習者掌握不好學習方法，用錯誤的觀念看待語言學

習，又沒有提供協助、引導的對象，不論學習者花了多少心思學習，其所得

到的回饋和學習成效都可能使學習者感到失落，進而影響動機且提高焦慮

感。 

  此外，日本許多大學在修業規定上規定學生必須修習外語課程，部分學

生或許對外語學習並不感興趣，修課只是為了滿足修業規定。在東京學藝大

學內，也有這樣的修課學生，對於這樣的學習者而言，是否能夠順利地得到

學分便成為他們最在意的事情，然而，若學習者對自己的表現不夠肯定、不

知道自己為什麼被評價、對評價標準不清楚，因而不知道應該如何表現才能

達到標準以取得學分……這些種種情況都可能讓學習者感到不知所措，焦慮

感因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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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中文課的態度 

  學習者對學習情境，即中文課程的整體態度是其在外語習得過程中一大

重要內在因素。若學習者總是在上課前感到不安，進而不想出席課堂、出席

了之後也無法安心自在地在課堂上學習、對中文課堂的一切無法產生積極正

面的態度，那麼在學習過程中若遇到不合意的教學活動或學習挫折，這樣的

學習者都比其他學習者更有可能產生學習焦慮。 

  對中文課的態度一項，在本次問卷調查的焦慮因素中排行第四位居中間，

即問卷受試者對中文課的態度不特別積極，但也不特別消極；單題的分數統

計結果，屬於中文課態度的題項也多集中在中間。然而，從訪談結果來看，

絕大多數的受訪者都對中文本身和中文課表現出積極態度，認為中文課可以

開口練習、各年級的課程安排也訓練到每一項語言技能，再加上他們可和同

學一起向學術涵養深厚的老師們學習從前沒接觸過的語言，中文課程是很有

趣的。只有少數受訪者表示初級課程多注重背誦，因此顯得枯燥乏味；另外

有些課程內容則是過難、不實用。受訪者對於中文課的態度雖然訪談時呈現

褒多於貶的情況，但問卷結果顯示此題結果居中，代表在未接受訪談的學習

者中可能褒貶參半、甚至貶略多於褒。 

（二）外在因素 

  外在因素不同於內在因素，是由個體以外的環境產生的作用力，乃個體

只能被動接受而本身無法控制改變的事物，然而一旦這些外在環境改變，個

體的焦慮可能會隨之消失。 

  在外語學習焦慮中外在因素的涵蓋範圍包含媒介、對他人評價的看法、

教師在教學中所採取的方法及措施，以及對公開發言的恐懼等。因為對公開

發言的恐懼為所有因素當中焦慮得分排行的第一名，為影響日籍學習者口說

學習焦慮的最重要因素，同時也超越內在因素的排名，故研究者將其獨立出

來，已在本章第一節的第一部分與以討論。其他三項因素，由於排名集中在

內在因素之後，分別為焦慮得分的第五、六、七名，因此將在此部分共同呈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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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媒介（含語言和環境） 

  媒介包含教師在課堂上所使用的教學媒介語、學習者與母語人士接觸的

互動媒介語，以及課堂上座位的選擇。教學媒介語是教師在外語課程中必須

謹慎拿捏的一項要素，目標語的輸入不夠，浪費了學習者在課堂上接觸目標

語的機會，失去了「i+1」的學習效益；目標語的輸入過多、過難，對學習

者而言則是可能因不可理解而成為沒有意義的訊息，也無法達到學習成效。 

  從本次的問卷和訪談結果可看出，媒介並非主要引起學習焦慮的因素。

由於本次受試者主要為初、中級學生，多數教師考慮到學習者的語言水平，

課堂上主要使用日語，僅有簡單的會話練習和課文領讀時，才會使用中文，

對學習者而言，少有不理解的情況發生，因媒介語而生的學習焦慮感也就

相對較低。然而這樣的情形，學習動機較強的學習者傾向認為目標語輸入

不夠，受訪者 D 即表示：「因為我們在日本，平常也沒有什麼機會可以接

觸到中文，所以希望老師在上課的時候能夠盡量讓我們聽中文。」或者應

針對不同的教學活動作調整，如：在發音位置、規則和文法說明時，為了

讓學習者更有效率、更直接地了解，應使用日文，但在進行其他教學活動

時，教師可增加使用中文的頻率，提供學習者目標語的接觸機會。 

  在屬於「媒介」的題項中，單題的最高焦慮得分落在「用中文和中文

母語者說話時，我會緊張」一題，此題同時也在所有題項中排名第三高分。

這表示雖然學習者在課堂中並不太容易因為教師使用中文或日文而感到焦

慮，然而一旦脫離了課室環境，進入到真實的溝通情境中，使用目標語與

人溝通仍然是一大挑戰。受訪者表示在校園環境中使用中文，壓力不會那

麼大，因為大家會了解他仍處於學習階段，犯錯或說得不好是理所當然的

情況；但若在校園環境以外的場合遇到必須使用中文的情況，他人或許會

對其語言能力寄予更高的期望，因此學習者所感受到的壓力便升高。除此

之外，很少學習者能在日本的日常生活中有與中文母語者接觸的機會，「中

文母語者」對日籍學習者而言是一個熟悉度極低的群體，因此暫且不論學

習者的中文掌握度如何，面對一個不熟悉群體，應該如何應對、如何互動，

或許就已經構成學習者的焦慮了，更遑論還得加上一個他們尚無法妥善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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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的語言因素。 

  最後，座位的選擇也反應出學習者在課堂中的焦慮程度，許多學者指

出，通常高焦慮學習者傾向選擇邊緣或偏後的座位，因為如此一來能減少

與老師的互動。但是因為本研究的受試者在中文課堂有選擇座位的自由，

因此在座位選擇的題項上並未表現特別高或低的焦慮程度。 

2. 對他人評價的看法 

    關於此因素的調查結果與研究者預期略有出入，研究者先前預期和許

多前人文獻的討論結果相同，都傾向認為日籍學習者因受到其民族文化性

格的影響，如：恥感和團體意識，較容易對他人評價感到焦慮；然而實際

的調查結果卻顯示日籍學習者因他人評價所產生的焦慮程度並不高，在因

素排名中僅排行倒數第二。 

  訪談過程中問及是否會在意課堂上來自老師或同學的眼光或評價時，

大多數的受訪者表示不會在意同學的評價，因為其他同學和他們程度差不

多，會犯的錯誤也大致相似，所以在進行口說活動時不會特別在意同學的

眼光；但是因為有的學習者希望得到老師的肯定，而且老師的評價關係到

學習成績，因此學習者表示會更在意老師的評價。同樣的情況也可從問卷

的各題得分表現看出，針對老師評價的題 12和 14得分（分別為 3.11和 2.9）

高於針對同儕評價的題 9、10、11。 

  調查結果與預期有所落差的原因，研究者推測與以下兩點有關：一、

東京學藝大學的中文課多為 2、30人的班級，相對其他一般通識或專業課

程的大班授課，中文課是人數少、同學之間容易相互認識、變熟，而且是

同儕程度相仿的課堂環境。受訪者 A、N、O 也皆表示學校語言課程的學

生人數較少，同學之間也彼此認識，所以不太會因為在意同學眼光而感到

焦慮，即因為學習者與其同儕之間的「相似度」和「熟悉度」高，而降低

了學習者的焦慮感。 

  除此之外，研究者認為學習者對於老師評價的焦慮程度高於同儕評價

也與師生之間的相對權勢和地位相關，即 Brown & Levinson（1987）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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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將評論加諸於他人上」。由於教師擁有較高的語言知識、學術能力、

以及其身為教師的上位身分和對學習者的表現具有評價、給分的掌控權等

差距因素，使得課堂上師生之間存在明顯的的權勢差距，也因此身處弱勢

地位的學習者會對來自權勢上位的教師的評價，感到較為焦慮。 

  另一原因則是與日本年輕族群的觀念改變有關。本次受訪者多為一、

二年級的大學生，年紀都在二十歲上下。在國際化的趨勢影響下，日本在

科技、產業、甚至文化方面也都受到歐美國家的影響。隨著日本社會與歐

美文化的大量互動，源自西方國家的個人主義11價值觀也漸漸地改變了新世

代年輕人的觀念。從前固有的日式團體意識和恥感文化，即蕭曦清和早坂

隆所謂的「個體因過於顧及週遭的目光，而刻意壓抑自我以配合群體的行

為模式」也逐漸地滲入了一些個人主義。許多年輕的日籍學習者開始重視

自我價值，以自我觀感為判斷標準，同時也能尊重他人的行為表現，而非

予以貶低的評價態度。正如本研究中受訪者所表示的「當別人在說中文的

時候，自己並不會用評價的眼光去衡量別人；也很清楚當自己在發言的時

候，別人應該也不會用那種眼光來看自己。」和「與其說在意他人對自己

的眼光或看法，學習者更在意的是自己的能力表現，自己能做到多少，反

而完全不會在意別人的眼光。」或許不是所有的學習者都擁有這樣的態度，

但是研究者發現，這樣的受訪者並不在少數。這再一次證明了個人主義正

逐漸融入在日本年輕文化當中，並同時調整了許多日本人的外語學習態度。

在中文學習的過程中，當學習者不再受到恥感文化和過度在意他人評價的

束縛，其焦慮就會較為降低。 

3. 教師教學時所採取的方法和措施 

  教師在教學時所採取的方法和措施是焦慮得分最低的一項，問卷題目調

查的主題包含教師對學習者的要求、是否會給學習者思考、回答的緩衝時間，

以及上課時的表情等，在教師所採取的方法措施的題項中有兩題名列最不令

日籍華語學習者感到焦慮的前五名題項之中，這表示在本次研究中，此項最

                                                      
11

 個人主義概念可能涉及：個人自主性、自我依賴、個人作為目的、個人作為自我認同範圍、以

自身為判斷標準、強調個人利益追求、強調與他人間關係的斷裂、即對自身以外個人的尊重等（齊

力，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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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易引起學習者焦慮。 

  在訪談結果中，絕大多數的受訪者都表示東京學藝大學的中文老師都很

有耐性，性格溫和，也不會對學生提出不符合語言程度的要求，再加上學生

發表時若遇到困難或忘詞的情況，多數老師也會適時地提供協助，所以受試

者並不認為教師因素是引起他們口說學習焦慮的重要關鍵。 

    除此之外，由於本研究進行的時間為 12月，依日本的學制時間來看已

屬於當年的第二學期，因此即便是第一年修習中文課的學生，也已接觸該班

授課教師超過半年的時間，他們對於老師的上課方式、態度，甚至個人的聲

音、臉部表情都有相當高的熟悉度；至於第二年或第三年修習中文課的學習

者而言，有了先前經驗的準備，對學藝大學的中文老師的教法和態度更能盡

快適應，因此絕大多數學習者都不認為教師在教學時所採取的方法措施會引

起他們的緊張感。 

  針對教師個人因素，這樣的調查結果反映出該校的教師情況，但研究者

並不認為教師因素與學習焦慮沒有重大關連。對初級的學習者而言，由於語

言知識尚不足，課堂上特別需要依賴教師的帶領，教師的態度、神情，甚至

教師語言的選用都會影響到學習者對語言學習的觀感、動機，以及焦慮。因

此教師的個人因素在外語教學上也是不可忽略的一大環節。 

第二節 個體因素對口說學習焦慮因素的影響 

  在上一節，我們討論了可能造成華語學習焦慮的各種因素，以及內、外

在因素的表現差異。這一節將著重在個體因素與日籍學習者口說學習焦慮之

間的關聯，而本節將探討的個體因素包含性別、中文學習時間、目標語國家

經驗及與外國人士接觸的經驗等，並將逐一進行討論。 

一、性別 

  針對性別因素在各項口說學習焦慮因素的表現，研究者發現在「先天焦

慮性格」，女生的焦慮得分確實高於男生，即女生確實較男生容易產生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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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結果與許多研究結果相符，普遍來說，女生比男生更容易感到不安、

焦慮。但在中文口說學習焦慮因素的表現上，卻有不同的結果。 

  男生在對中文課的態度、媒介、對不確定事物的容忍度、對他人評價的

看法以及教師採取的方法或措施等五項上的焦慮得分較高，而女生僅在公開

發言和自信兩項的得分高過男生。本研究針對性別在中文口說學習焦慮因素

上的表現，整體來說男性高於女性，這樣的結果與 Campell（1999）的研究

結果相符，即男性學習者的高焦慮與其必須在課堂上使用目標語，以及他們

對於學業表現失敗的恐懼有直接相關。 

  綜合討論本研究和 Campbell（1999）的結果，當學習者必須在課堂上

使用目標語，這將可對應到本研究中的媒介和對不確定事物的容忍度，因為

當男性學習者因媒介語問題造成訊息傳達不佳、不理解的狀況，其對不確定

事物的容忍度又不夠高，學習焦慮將隨之提高。除此之外，根據訪談和研究

者的課室觀察經驗，男性學習者對於座位的偏好較為明顯，許多人因為學習

動機不強、對中文課不抱持太大興趣，因此喜歡偏後的位置以避免課堂上與

老師的互動，因此在環境媒介因素上，男女表現也有所差別。 

  而根據 Campbell（1999）的說法，男性學習者害怕在學業表現上失敗，

而這個情況也反應在他們在他人評價和教師因素上的焦慮程度。個體想知道

自己的語言表現如何，觀察他人評價是一個方法，其中來自教師的評價和學

習者的成績有直接相關，因此更容易引起學習者的焦慮；另外，教師在上課

時或對學生表現的要求及反應，對學習者而言同樣象徵教師的評價，男性學

習者在這兩項因素的表現也較高。最後，在多重因素的影響之下，男性學習

者對於中文課的態度自然也就較容易感到焦慮了。 

  在女性學習者的表現上，由於她們先天焦慮性格較高，影響到同屬內在

因素的自信，而公開發言這項活動又需要自信支持，因此這三項因素互相連

結，解釋了女性學習者在先天焦慮性格、對中文能力的自信和對公開發言的

恐懼等三項因素的焦慮表現高於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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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文學習時間 

  本研究在修課時間長短和學習焦慮因素的統計情況顯示學習中文僅一

年的學習者在先天焦慮性格、對不確定事物的容忍度和教師個人因素等三項

的焦慮得分較高；而修課兩年以上的學習者則是在對中文課的態度、媒介、

他人評價、公開發言和自信方面的焦慮程度較高。 

  此發現與MacIntyre & Gardner（1991）所提出的隨著學習時間和語言水

平的增加，學習者的學習焦慮會逐漸減少有所出入。但符合 Ewald（2007）

所認為的學習者的學習時間越長，對自我表現的要求越高，因此其所感受到

的焦慮程度也就越高一說。 

  學習者可能因為外語學習時間增長，對自我能力的期望也隨之提升，但

是當在實際課堂中，學習者的表現不符其自我理想，在許多方面的焦慮程度

便會提高。在第二年或第三年的中文課上，教學者通常會增加目標語輸入的

份量，一位三年級的受訪者也表示：「從前大部分時間都是日文上課，但是

現在老師訓練我們中日文翻譯能力，所以課堂上多了很多聽說中文的機

會……但是老師要注意我們是不是聽得懂……。」因此，雖然學習者的語言

程度提高了，但在課堂上所要面臨的學習難點也更多了。 

  同樣地在語言輸出時，學習時間較長的學習者可能給自己設立更高的標

準，希望自己做得更好，以符合自己預設的理想，因此他們對公開發言的表

現越在意，對他人評價也就越敏感。而當這些學習者意識到自己的表現可能

不如預期的時候，其對自我語言能力的自信便會下降，集結以上種種因素，

學習時間在兩年以上的人對於中文課的態度便不如初學一年的學生積極

了。 

  反過來，對於初學者來說，因為他們剛開始接觸到中文，對於許多語言

的相關知識都還不熟悉，因此對於不確定事物，如：學習方法、不理解或是

否能順利取得學分等問題，相較有經驗的學習者更容易感到不安。也正因為

他們對整體語言知識都尚不熟悉，課堂上必須大量依靠教師，因此教師的一

舉一動、表情、態度等，對於這些初學者而言便有較顯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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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根據數據，修課兩年以上的學習者的先天焦慮低於僅修課一

年的學習者，有兩種可能的解釋：一、語言學習經驗改變了學習者本身的性

格；二、先天焦慮性格較低的個體才能夠持續地學習外語，故得到上述結果。

Chen & Bond （2010）的研究指出，許多人在使用外語時，會根據他們對

於該語言文化中基準的人格特質的感知來調整自己的性格。而語言本身，包

含與其關聯的一些相關因素（如：該語言的使用者）則是提供感知的線索，

並引發該語言使用者調整自我成為與其文化規範相符的性格特質。雖然研究

中並未說明外語使用者應在多長的學習時間或達到什麼樣的語言程度之後，

才會進行自我調整，但是就本研究的數據顯示，不同時間長度的語言學習經

驗確實會影響學習者的先天性格焦慮。 

 

三、目標語國家經驗 

  在目標語國家經驗一項中，本研究中的兩組受試者在焦慮因素的表現相

當一致：沒有目標語國家經驗的受試者在所有焦慮因素的得分皆高於有目標

語國家經驗的受試者，而有目標語國家經驗的受試者僅在先天焦慮型格得分

高於沒有目標語國家經驗的人。這樣的情況清楚地說明了即便是先天性格較

容易感到焦慮的學習者，在有了中國或台灣等中文母語國家的經驗之後，其

中文學習的焦慮在各方面都會降低。這樣的研究結果與 Aida（1994）「去

過日本的美籍日語學習者較沒去過者，語言焦慮明顯較低」和 Zhao & 

Whitchurch（2001）「有去過中國的經驗是有助於學習者提升信心的」的說

法相符合。 

  本研究的訪談結果也顯示，不論是留學或旅行，曾經到過中國或台灣的

受訪者皆表示這些經驗對他們學習中文具有正面積極的影響；不曾到過中文

為母語國家的受訪者也表示，他們非常期待能有相關的經驗，因為他們相信

到過台灣或中國之後，除了有實際語言使用的機會以外，還能親身感受說中

文的環境和當地的風俗民情，對中文學習將會有很大的助益。 

  目標語國家的經驗有長短之分，雖然未必所有經驗都能對學習者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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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有實質上的幫助和提升，但是藉由和當地母語人士的接觸，學習者能夠

親自體會外語學習的重要性和實用性。而當學習者發現自己辛苦所學的知識

能有用武之地或在當地得到驗證時，必能提升其自信；若是目標語國家停留

時間較長，能夠直接提升學習者的語言能力（通常為聽、說能力），那麼學

習者會更有意願用目標語與當地母語人士溝通，如此一來，將會形成良性循

環，對外語學習有極大的幫助，中文也不例外。 

四、與外國人士接觸經驗（不限中文母語者） 

  在與外國人士接觸的經驗方面，學習者在對中文課的態度、對不確定事

物的容忍度、對他人評價、教師因素的看法，和對公開發言的恐懼上，符合

研究者預期－無外國友人的學習者的焦慮程度較高。研究者的假設為外語學

習者可能因為有外國朋友，更能接受不同語言或文化，對一個全新語言當中

不可避免的模糊性情況也較能包容；並且因為想和外國友人溝通交流，因此

對外語學習產生更大的學習動機，也因為有更多接觸外語或與外國朋友使用

學習者母語的機會，觀察到很多時候他人的負面評價很有可能是自己幻想出

來的，實際上，大多數人並不會批評或評價正在學習中的外語學習者的語言

能力。除此之外，學習者更有機會體會到語言學習是由不停的嘗試、犯錯和

糾正累積而來的，更能珍惜外語學習的情境，並用正向積極的態度去面對。 

  然而，在先天焦慮性格、媒介和自信等三項因素，有外國朋友的學習者

反而呈現較高的焦慮程度，從自信層面來看，這是可以解釋的現象。根據訪

談情況，大部分受試者所接觸到的外國朋友，多是來到東京學藝大學留學的

外籍學生，這些外籍學生來到日本之前必須達到一定的日文程度，因此日文

能力都不在話下。而當本研究的研究對象與這些校園內的國際學生接觸時，

很容易就能察覺自己的外語能力較對方的日語程度低落，因此對與自身外語

能力的自信程度漸趨下降，焦慮自然產生，最後與外國朋友的溝通語言也自

然而然變成日文。另外，針對有中文母語者為朋友的學習者而言，若他們能

與中文母語者朋友練習，必能對其中文能力有所幫助，然而，在此同時學習

者會在溝通交流的過程中發現很多驗證自己語言知識的機會，當他發現自己

的語言能力不如預期，經常需要友人的協助或糾正時，他對自我中文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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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便可能因此消退，進而產生焦慮。 

  總而言之，有與外國友人交往經驗的學習者，由於有實際跨文化、跨語

言的經驗，親身體會過溝通交流過程中可能會遭遇到的障礙，可能是語言能

力不足、文化差異等因素造成訊息傳達困難，在經歷過這些過程以後，學習

者在使用外語時，其因媒介和自信不足所產生的焦慮程度提高也是可預期的

現象。   

第三節 總結 

    本章重點共有三大部分：首先，針對影響日籍華語學習者口說學習焦慮

最主要的因素－「對公開發言的焦慮」提出解釋；接著，討論內、外在因素

對華語學習焦慮的影響，並探討每一項因素的表現；最後，討論個體因素與

華語學習焦慮之間的關聯。 

  「對公開發言的焦慮」之所以成為影響日籍學習者口說學習焦慮情況最

重要的因素，是因為它符合了許多會引起焦慮的條件，如：「新情境」、「熟

悉度」、「注目」和「評價」等，日籍學生在課堂環境並不常有公開發言的經

驗，這樣的情境對他們而言是新而且不熟悉的，除此之外，在公開發言時，

發言者還必須接受來自聽眾的注目和評價，努力以他們不熟悉也掌握不佳的

中文說話，其焦慮程度必然節節攀升。 

  在內、外因素比較，除了「對公開發言的恐懼」以外，內在因素更容易

引起日籍學習者的學習焦慮，因為內在因素皆為個體本身具備的特質，無法

在短時間內改變，而內在因素包含三項：使用中文時的自信程度、對不確定

事物的焦慮和對中文課的態度。反之，由於外在因素是由個體以外的環境所

引起的，個體只能被動接受，無法控制改變，然而一旦這些外在事物改變，

個體的焦慮也會因而減弱或消失。而外在因素依序為：媒介、對他人評價的

看法、和教師教學時所採取的方法及措施。 

  至於在個體因素與學習焦慮的關聯部分，討論了性別、中文學習時間長

短、目標語國家經驗和與外國人士接觸的經驗等四項變因。從性別來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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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雖然在先天焦慮程度確實高於男生，但是進入中文學習情境之後，男生的

焦慮得分普遍高於女生，因為男性學習者對學業表現失敗的恐懼較強烈。中

文學習的時間長短在不同的焦慮因素上則是表現不一，修課時間較長的學習

者因為學習時間增長，對自我能力的期望也隨之提升，因此在其對中文課的

態度、媒介、他人評價、公開發言和自信等方面的焦慮程度較高；而修課僅

一年的學習者則是因為初學對許多事物尚不熟悉，因此在對不確定事物的容

忍度和教師在教學時所採取的方法和措施等因素的焦慮得分略高。在目標語

國家經驗部分，表現一致，去過中國或台灣等地的日籍學習者，其中文的學

習焦慮均低於沒有目標語國家經驗的學習者，此一結果也再一次證明目標語

國家經驗對外語學習者具有正面積極的影響。最後，與外國人士接觸的經驗

方面，有外國朋友的學習者因為擁有跨語言、跨文化的經驗，知道與不同文

化的人溝通時障礙為何，因此在媒介、自信等因素上表現出較高的焦慮程度；

反之，沒有與外國人士接觸經驗的學習者在剩下的其它因素上表現較為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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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教學建議與結論 

    本章將對本研究的研究結果進行歸納和總結，並根據研究分析的成果，

對華語教師的實際教學提出一些建議。第一節是本研究的結論，將再次統整

本研究架構及研究成果；第二節則是以第五章的討論為基礎，提出一些教學

建議，以供教學對象為日籍華語學習者的教學者作為參考；第三節將以本研

究在發展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困難和限制為鑑，提出未來相關研究可再改善並

延伸發展的方向，期望能作為後進研究完善中文學習焦慮領域的參考。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主要針對日籍學習者在學習華語的過程中可能遭遇的學習焦慮

進行探討，並將主要研究內容分為內、外在因素對華語學習焦慮的影響差異，

以及學習者個體因素與學習焦慮之間的關係。本研究藉由文獻探討、問卷調

查、訪談調查等方式了解日籍學習者的華語學習焦慮情況，以及可能引起焦

慮的各種因素，希望除了能夠了解焦慮對華語學習所造成的影響之外，也期

待能幫助教學者從學習者的角度檢視他們在學習過程中所需要的協助，同時

針對這些焦慮成因提出因應或解決的方式，以營造出一個焦慮程度適中並且

能夠達到好的學習成效的課室環境。 

  研究結果
12
發現，在眾多學習焦慮因素當中，最令日籍學習者感到焦慮

的是「對公開發言的恐懼」，因為此項因素符合了如：「新情境」、「熟悉度」、

「注目」和「評價」等容易引起焦慮的條件，即因為公開發言情境對學習者

而言並不常見，熟悉度低，同時會在該情境中個體會受到眾人注目，甚至評

價，同時這也是所有學習焦慮因素當中符合最多條件的一項，因此成為最令

日籍學習者焦慮的因素。在內、外在因素的比較上，除了「對公開發言的恐

懼」以外，三項內在因素（使用中文時的自信程度、對不確定事物的焦慮、

對中文課的態度）的焦慮得分皆高於外在因素（媒介、對他人評價的看法、

教師教學時所採取的方法及措施）。造成此結果的原因推論為，內在因素不

                                                      
12

 詳細討論內容請見第五章第一節，p.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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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外在因素，影響來自個體以外的外界作用力，而一旦外界的影響改變或被

移除，學習焦慮可能隨之減低，甚至消失；然而，內在因素來自個體本身的

想法或態度，為長時間累積而成的結果，難說變就變，因此對焦慮情況的影

響也就相對較明顯。 

  在個體因素
13
（性別、中文學習時間長短、目標語國家經驗、與外國人

士接觸的經驗）與焦慮因素之間的關聯性方面，女性學習者雖然在性格上較

男性學習者容易焦慮，但在中文學習情境中，男生卻因必須在課堂上使用中

文及對學業表現失敗的恐懼，焦慮得分普遍較女生高。而學習中文時間較長

的學習者則是因為隨著自己語言程度的提升，對自我能力的期許也跟著提高，

然而當學習者在課堂上實際使用中文時卻發現自己表現不如預期，焦慮便伴

隨著挫敗感油然而生。在目標語國家經驗部分，研究結果相當一致，沒有目

標語國家經驗的學習者普遍較有目標語國家經驗的學習者焦慮，而不論實際

經驗有無，大多數受訪者皆認為有目標語國家經驗對中文學習有正面的影響，

因為除了能夠有效提升語言能力，藉由與當地環境、人事互動，體會到中華

文化、風俗，進而了解到語言學習的重要性，利大於弊。最後，有外國友人

的學習者雖在多項因素表現較不焦慮，如：不確定事物的容忍度、對他人評

價、教師所採取的方法措施，以及對公開發言的恐懼等，但由於這些學習者

有過跨文化交流的經驗，了解與不同文化的人相處或溝通可能會面臨到哪些

挑戰，因此在媒介和自信方面焦慮得分較沒有外國友人的學習者高。 

  由以上敘述可知，焦慮因素之間的關係和與個體因素之間的互動是非常

緊密的，而這些因素造成了不同的焦慮情況，進而可能影響到學習者的學習

成效，因此為幫助學習者達到好的外語學習效果，以下將以本研究第四、五

章的研究結果及討論為主軸，提出教學建議。 

 

第二節 教學建議 

  藉由問卷和訪談的調查方式，發現日籍華語學習者確實在華語學習過程

                                                      
13

 詳細討論內容請見第五章第二節，p.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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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對各種因素感到不同程度的焦慮，歸納這些情況以及焦慮成因，以下將針

對華語教師在面對日籍學習者進行教學時，為降低學習者焦慮從不同面向提

出幾點建議。 

一、重視個體差異 

1. 性別 

  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雖然女生的先天焦慮性格高於男生，但是男生較容

易感到焦慮的因素多於女生較容易感到焦慮的因素，而容易引起男女生焦慮

的因素有所不同。由於男性學習者對於學業失敗的恐懼感較高，造成他們對

於中文課的態度、媒介、對不確定事物的容忍度、對他人評價的看法以及教

師因素較為焦慮，因此當教師發現學習者有因為聽不懂或不理解而感到沮喪、

失去自信，甚至產生不耐煩的情況時，應該告訴學生這是大部分外語學習者

都會經歷的過程，並多支持、鼓勵學生；同時應該避免因為覺得「男生一定

比較堅強，比較不會感到挫折」而忽略男生的情緒表現，而是根據兩性在不

同教學活動中呈現的焦慮情況調整教師的應對方式。 

2. 語言程度 

  隨著中文修課時間、程度的增加，通常學習者對自我語言能力的期待也

會變大，而在此同時，課程難度和教師的信息輸入量也會隨之提升，學習者

若未能表現符合自我期待，其對中文學習的焦慮感也會不降反升。因此教師

在面對學習時間較長的學習者時，不可忽略他們的情緒反應，應適時地讚美

學生，幫助他們意識到自己的進步。另外，當學生的語言能力與日俱增，可

利用一些教學活動讓學習者專注於語意的溝通，讓他們自主地進行師生或生

生的互動對談，藉此讓他們從實際的外語使用過程當中得到自信。除此以外，

依照學習者的程度訂定不同的學習目標，每一個程度的學習者語言學習進步

的速度有所差異，初級學生或許能在短時間內達到令人刮目相看的語言程度，

但是進入中、高程度之後，進步的空間和速度會隨之減慢，若教師能明確地

告訴學習者這樣的觀念，並為其設定具挑戰性但可達成的目標，那麼將能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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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學習時間較長的學習者的焦慮感。 

  至於初級學習者，由於背景知識和語言能力不足，因此在課堂環境當中

相當依賴教學者。為減低初學者的緊張感，教授初級課程的教師應更具耐性

與同理心，多用鼓勵的方法、嚴而不厲的態度為學生紮好穩固的基礎，同時

奠定初學者正確的外語學習觀念，告訴學習者每一種語言都有其獨特的語言

系統，有時在外語習得的過程中會遭遇許多與母語相差甚遠的信息，但若學

習者能夠接受並容忍這樣的情況，將更能夠將外語系統內化，減少焦慮感。 

  此外，教學單位在班級編排時，也應留意學習者程度差距，避免將程度

落差過大的學生安置在同一班級。對中文學習者而言，同儕是影響學習成效

的一大因素，若同個班級中同時存在不同程度的學生，對程度較佳的學生而

言，可能會覺得教學進度和內容過慢、過易，而失去學習動機；反之對程度

較不足的學生，他們將在同儕比較之下失去自信，在必須公開發言的場合也

容易感到過度焦慮。因此，在編排班級時，除了學習時間長短為一大考量，

學習者的實際語言程度更是重要依據。 

3. 跨文化經驗 

  從之前的研究結果可看出，跨文化的經驗如：到目標語國家旅行、留學

和與外國朋友接觸、交往的經驗，對於中文學習是有正面影響的。因此，教

學者可鼓勵學習者放開心胸，多參與校內、外跨文化交流活動，除了能夠拓

展人脈、增廣見聞以外，藉由這樣的機會，接受異文化的刺激，同時對其外

語學習也有意想不到的幫助。 

  對經濟條件許可的學習者來說，報名參加中國或台灣等地的短期語言文

化遊學團是一個可以更直接、更深入地體驗跨文化交流的選擇。許多人認為，

為期幾週、甚至幾個月的遊學團，名為遊學，實在玩樂，無法實際提升學習

者的語言能力，因此對外語學習毫無幫助。但是根據本研究的調查結果，目

標語國家經驗為學習者提供最直接與該外語接觸的機會，即便不在課室環境

當中，學習者為了完成生活中的大小任務，必須使用目標語與當地的母語人

士溝通，而在溝通的過程中，學習者能親身體會到語言學習的重要性，並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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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驗證自己所學到的語言知識，甚至從中得到自信與滿足，進而提升其學習

動機、減低學習焦慮。因此，跨文化的經驗不僅是多與人接觸，親自到該目

標語國家，與當地的文化、人民、生活習慣互動等，都是對外語學習有幫助，

並且值得被鼓勵的。 

除此之外，當學習者來到目的語國家，這更是為沉浸式（immersion）

語言教學提供了最佳環境與條件。沉浸式語言教學最大的特點是教師在課堂

中全程以目的語教學（郭國蘭，2009），讓學習者在充滿目標語的環境中耳

濡目染，養成自然而然使用外語的習慣。對於日籍華語學習者而言，到了台

灣或中國等中文為母語的國家，若能在課堂上大量接受中文母語者教師的語

言輸入，並習慣以中文輸出表達，再配合適當的任務型作業，多與課堂之外

的母語者接觸、語言實踐（如：訪談活動），讓學習者能在不同情境中熟悉

中文的使用方式。如此一來，可以將學習者身處目的語國家的優勢發揮到極

致，同時也讓學習者在沉浸式的環境中，從語言實踐的過程裡找到外語學習

的價值，也提升其學習動機，一舉多得。 

二、促進教學過程中的人際互動 

  「互動」是兩個或兩個人以上，互相交換思想、情感及想法的歷程（Brown, 

2001：210）課程是由教師和學生共同參與而成的，因此不論是師生之間的

互動抑或是生生之間的互動方式都是課堂學習環境的重要因素，教師若能調

整課堂互動方式，使其課室氣氛認真積極，同時輕鬆自在，那麼學習者將能

在最適當的焦慮程度下，達到最好的學習成效。以下將針對生生之間以及師

生之間的互動提出幾點建議： 

1. 學習者之間的互動： 

  在同一個課室學習環境中的同儕熟悉度是影響日籍華語學習者的口說

焦慮程度的重要指標之一。若學習者與同儕之間能夠建立起良好的互助關係，

那麼無論公開發言或是被點到名回答問題，學習者對於同儕的眼光和評價的

敏感度將會大幅降低，學習過程中的焦慮感也就跟著減少。因此教學者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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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的第一堂課可以安排破冰（ice breaking）活動，即可讓學生互相認識、

熟悉的教學活動，同時藉此作為中文課堂的暖身，活絡氣氛。在學習者互相

熟悉之後，課堂學習氣氛會更自在愉悅，對教學者而言，教學活動的推動也

會更順利。 

  在課堂進行過程中，教學者不妨多設計可讓學習者合作學習的教學活動

或讓學習者以組為單位完成任務型作業，如此一來在學習者共同思考和解決

問題的過程中，每個人得以發揮各自的長處，互相幫助、協調，不但能使學

習者對彼此更加熟悉，更能減低同儕之間的競爭心理，進而培養出班級向心

力，對教學進行和學習者的學習成效都有莫大助益。 

  除此之外，為增加學習者之間的互動機會，教師可引導學習者互相問答，

正如 Brown（2001）所說的，老師必須扮演好互動的開啟者與維護者的角色。

若老師提出的問題，能讓學生有機會和動機主動使用中文發言，並且開啟學

生之間的互動鏈，讓他們樂於互相問答，那麼不但學習者在課堂上使用練習

中文的頻率增加，老師也能退居觀察者與維護者的角色，以便觀察、發現學

生的學習難點，如語法或語音上的偏誤，並且對症下藥；再加上如此一來可

使學習者之間更加熟悉、降低學習焦慮，增加學習者之間的互動一舉數得。 

2. 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  

  除了學習者之間的互動，教師和學生之間的互動更是是否能夠形成良好

的第二語言課堂、以及控制學習者焦慮程度的重要因素。師生之間的互動方

式很多元，舉凡教師課前問候、提問、回饋和學習者發問等，都包含其中，

以下將針對這些實際的互動情形提出建議。 

  教師的課前問候是外語課堂中看似無關緊要，但卻不可忽略的一個環節。

適當的課前問候不但可以表現出教師對學生的關心、了解學習者當天狀況，

還能讓未收心的學習者將注意力集中到教學者身上，並為中文課堂做暖身活

動，幫助學生進入學習情境，減低焦慮。因此教師不妨在中文課程進行之前，

以問候、關心學生或時事分享的方式開啟教學，可能會產生意想不到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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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在課堂提問方面，教學者應該留意避免在提出難度較高、學習者較

難立刻掌握的問題時，經常指定課堂上程度較不足或容易害怕犯錯而焦慮的

學生第一個回答，因為當被指定的學生無法立刻反應老師的問題而陷入焦慮，

導致空白時間拉長，課堂氣氛將會陷入尷尬；反之，若教師熟知學習者的程

度與個性，在較具挑戰性的題目時，指定那些有能力回答或不害怕嘗試和犯

錯的學習者，即便他們答不出正確答案，也不至造成學習者過大的心理壓力，

再加上若是由程度較佳的學習者首先回答，程度較不足的學習者也能先觀察，

多一點時間思考。然而，指定答題學生的時候，教師應拿捏妥當，偶爾也可

讓程度較落後的學習者試著挑戰難題，否則倘若教師過度明顯地劃分學習者

的程度，總是不讓某些固定學生嘗試新題或難題，學生的自尊也有可能因此

受到打擊。 

  除此之外，當教師提問之後，學習者因為太過緊張或程度不足而答不出

來時，教師應在沉默時間過長之前，適度給答題學生提示，或者可以請其他

同學（如：同組組員或其他知道答案的學生）幫忙，緩和尷尬氣氛，也可營

造出課堂上師生及同儕之間具支持性的學習氣氛。而另一表示教師對學生支

持的方法便是多鼓勵和適度的讚美。黃儀瑄（2007）提出，作為華語老師應

該接受並且欣賞學生，認可每個學習者都是擁有自身價值的獨立個體；對於

學生在過程中付出的每一份心力都應予以重視並讚揚，對於學生在交際過程

犯的錯誤，雖然不可視而不見，但糾錯時也應採取鼓勵的態度、肯定取代指

責、譏諷，才有助於學習者口語表達時的自信。真心、適度的鼓勵和讚美能

拉近師生距離，也讓學習者知道他們的努力和表現是受到肯定的，許多學習

者會因此而提升其學習動機。 

  課堂上除了教師主動提問以外，由學生向教師發問也是另一種互動方式，

只是根據研究結果顯示，絕大多數的日籍學生因為顧及其他人的感受，即便

上課不理解老師教授的內容，也不會主動發問而失去了澄清疑問的機會。教

師應該在課堂上向學習者灌輸：在外語課程當中當學生有不理解的情況時，

主動向教師提問是被鼓勵的。當學習者發現自己聽不懂老師的說明時，其他

同學很有可能也處於同樣處境，因此若能主動告知老師不理解的情況，不僅

能讓老師了解學習者的吸收狀況，也同時能為自己和其他同學得到澄清疑惑



第六章 教學建議與結論 

 

89 
 

的機會。因此，教師應該多鼓勵學習者主動提問。 

  最後，教師若能提供固定的請益時間，並鼓勵學生不論是語言知識方面

的不理解，或是在學習過程遇到挫折、心理上經常感到焦慮，都可多利用教

師的請益時間進行一對一的面談和諮詢。教師也可藉此機會清楚地了解學生

的學習狀況及學習難點，並給予最直接的建議與回饋，更可增進師生之間的

信任感，答到最有效的溝通，也能讓教師成為學習者在中文學習過程中最大

的協助者。 

三、教學安排循序漸進 

  對日籍學習者而言，公開發言是他們最大的焦慮來源，其中原因之一是

因為一般日籍學生對於公開發言的情境並不熟悉，若是教學者在安排教學方

法時能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引導學生，增加學習者口說練習的機會，讓他們漸

漸習慣在眾人面前以中文發表的感覺，那麼當他們身處必須以中文公開發言

的情境時，其因為不熟悉、畏懼他人評價的情況便會減少。在中文課堂上，

能訓練學習者口說能力的方式有許多，教師可先實施兩兩一組的配對練習活

動，接著擴大分組人數至 3至 5人，讓學生先試著與組員交流，在彼此熟悉

之後再讓個人對小組組員發表，最後期中或期末驗收再進行個人或小組對全

班的中文發表，如此一來，學習者經過循序漸進的練習、隨著聽者人數的增

加，逐漸習慣公開發言的情境，焦慮程度也不會在短時間內攀升，對學習者

造成太大的負擔。 

  在課程內容設計方面，本研究的訪談結果也顯示，多數日籍學生希望教

師能在課堂上多分享一些與中國文化、當地生活習慣相關的訊息，甚至是時

事新聞，不但能夠增廣學習者見聞，更能幫助學習者認識中文及其背後的文

化價值，甚至提高學習者的學習動機。 

四、以正確態度面對學習壓力 

  減輕學習者的焦慮，除了可以從教師的課堂設計各部份著手調整，更重



日籍學習者的華語學習焦慮研究 

90 
 

要也是更直接的方法是幫助學習者了解自己，找出影響自己最大的焦慮因素，

並且用最適合自己的方式克服焦慮，達到最好的學習成效。 

  首先，教師應該讓學習者了解在外語學習的過程中，感到緊張或焦慮是

幾乎每個人都有的經驗，只是讓每個人感到焦慮的原因不同，程度也不同，

因此學習者應該正視學習焦慮以及隱藏在其背後真正的焦慮來源，積極面對

並解決而非消極迴避。在找出原因之後，尋求專業人士如：教師的協助以及

適當的發洩方式。同時黃儀瑄（2007）也提出，教師應該告知學習者，在華

語學習的過程中，學習焦慮並不會一成不變，只要能夠找出原因，努力減輕

焦慮，仍然可以達到好的學習成效。 

  最後，在接受焦慮確實存在外語學習過程中的事實之後，教師若發現學

習者一些對於中文學習既有的錯誤觀念，也應立即給予糾正。如：有些日籍

學生認為中文語音很難，學校、課程花了很長時間為學習者建立正確的中文

語音系統，但是在一、兩個學期學完語音之後，他們依舊無法開口與人溝通，

因此沮喪地斷定自己無法將中文學好。然而，每一種語言對不同的學習者而

言有不同的挑戰，中文語音是將中文學好的一大根基，發音必須從初學的時

候扎根，有了穩固的基礎對於將來學習事半功倍。而要想要用中文與人流利

地溝通，並非一蹴可幾的事，除了在課堂上專心聽講、把握機會練習，多和

校園內來自中文為母語國家的留學生交流，再加上為自己訂立可實行且合理

的學習目標，按部就班地學習，要把中文學好並非難事。 

第二節 後續研究建議 

    語言學習焦慮因素涉及的層面極廣，複雜性也很高，許多焦慮因素之間

互相關聯，錯綜複雜，隨著研究者越深入了解日籍學習者的學習焦慮，越是

深刻感受到這個主題值得更多教學者和研究者的關注。本研究由於存在種種

限制，仍未能涵蓋整個主題的全貌，日後若有學者有意深入研究，可參考以

下建議使研究更為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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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隨機抽樣方式選取受訪者 

  由於本研究所採用的受訪者募集方式為自願性報名，因此必須承擔自願

接受訪談的學習者可能本身中文學習動機就較高、學習焦慮較低、或者心態

較開放，願意與中文母語者接觸，即受訪者只代表研究對象的一部分，而未

必具有整體代表性的風險。後續研究者若能得到研究單位的配合及許可，可

將回收的問卷編號，並以簡單隨機抽樣
14
的方式選取受訪者，更能提高選取

樣本所具有的母群體代表性。 

二、擴大訪談對象範圍至教師及其它背景學習者 

  此外，若能將訪談對象擴大至教師，將能從教學者的角度探討學習焦慮

的成因、學習焦慮對學習成效和教學的影響，以及教師實際運用且有效的應

變措施。而從調查範圍來看，若能將調查對象擴大至在更多其他機構或不同

國家學習的日籍學習者，更能從不同角度深入了解日籍學習者學習華語時真

正的焦慮來源。 

三、將學習者的學習成效列入考量 

  本次研究發現對公開發言的恐懼所造成的學習焦慮程度最高，若想究其

背後原因是否也與學習者的中文能力、表現及成績有所關聯，那麼研究者建

議在後續的研究中將學習者的學習成績也列入考量項目，如此一來更能應證

學習焦慮與學習表現之間的相關性。 

四、利用專業的統計方式分析數據 

  最後，建議後續研究者問卷製作完成之後可參考利用專業統計方式，以

檢驗研究者本身的題項分類方式是否符合統計程式的分析結果；而在完成問

卷蒐集之後，更可從專業的統計方式計算因素與學習焦慮之間的相關性，如

此一來將更具說服力和科學性。

                                                      
14

 即無任何人為的主觀判斷或取捨，完全以個體一機率原理自然出現的情形為準，進行抽選（吳

明清，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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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華語學習焦慮狀況調查問卷 

 

 

 

 

 

 

 

 
 
 
 

1. 性別： 1 男  2 女 

2. 授業名称： 1 中国語基礎 II   2 中国語基礎 IV  3 その他＿＿＿＿＿＿＿＿＿＿ 

3. 大学に入る前に中国語を学んだことがありますか？ 1 はい  2 いいえ 

4. 中国語学習時に一番焦りや不安を感じるのはどの分野ですか？ 

1 聞く   2 話す   3 読む   4 書く 

 
 
 
 
 
 

 

ほ
と
ん
ど
な
い  

 

 

と
き
ど
き
あ
る   

よ
く
あ
る  

ほ
と
ん
ど
い
つ
も 

1. 楽しい気分である。  1        2          3          4 

2. 神経質で落ち着かない。  1        2          3          4 

3. 自分に満足している。  1        2          3          4 

4. とり残されたように感じている。  1        2          3          4 

5. 気が休まっている。  1        2          3          4 

6. 冷静で落ち着いている。  1        2          3          4 

7. 困ったことが次々に起こり克服できないと感じる。  1        2          3          4 

8. 本当は大したことでもないのに心配しすぎる。  1        2          3          4 

9. しあわせだと感じる。  1        2          3          4 

10.いろいろなことが頭に浮かび仕事や勉強が手につかない。  1        2          3          4 

11.自信がない。  1        2          3          4 

学生の皆さんへ： 
このアンケートは中国語学習時に生じる緊張感や不安に関する調査です。本調査は学業成績とは全く関係の

ないもので、全て学術研究のための資料として使用し、それ以外の私的目的のための使用を一切行いません。
また、研究への使用後は責任を持って情報の漏えいがないように処理いたします。安心して記入してください。
各質問に多くの時間を費やす必要はありません。気負わず気楽な気持ちで回答してください。どうぞよろしく
お願い致します。 
                                         台湾国立師範大学華語文教学研究所 

            院生 李宜家 

一、個人データ 
個人に関する質問です。最も適していると思う部分を黒く塗ってください。例：1→●。記入漏れがないよ 
うに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 

 

 

二、あなたのいつもの気分についての質問 

1～20までの文を読んで、あなたがふだん、どう感じているか、最もよくあてはまる番号を各項目の左の欄から

選んで、その番号を黒く塗ってください。例：1→●。深く考えないで、あなたがふだん感じている気持ちを
一番あらわ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るものを選んで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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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安心感がある。  1        2          3          4 

13.すぐに物事を決めることができる。  1        2          3          4 

14.力不足だと感じる。  1        2          3          4 

15.心が満ち足りている。  1        2          3          4 

16.つまらないことが頭に浮かび悩まされる。  1        2          3          4 

17.ひどく失望するとそれが頭から離れない。  1        2          3          4 

18.落ち着いた人間だ。  1        2          3          4 

19.気になることを考え出すと緊張したり混乱したりする。  1        2          3          4 

20.うれしい気分である。  1        2          3          4 

  

 

 

 

 

 

 

全
く
そ
の
通

り
で
あ
る                                               

 

そ
う
思
う 

  

ど
ち
ら
で

も
な
い 

 

そ
う
思
わ 

な
い 

 

全
く
そ
う

思
わ
な
い                                      

                                                                           

 

1. 中国語の授業に行きたくない時がよくある。 1       2         3         4        5 

2. 中国語の授業は他の授業より緊張する。 1       2         3         4        5 

3. 授業に出席する時、積極的且つ気楽な気持ちでいる。 1       2         3         4        5 

4. 授業時先生は日本語で説明するので緊張する。 1       2         3         4        5 

5. 授業時先生は中国語で説明するので緊張する。 1       2         3         4        5 

6. 中国語で中国語母語話者と話す時緊張する。 1       2         3         4        5 

7. 先生の話す中国語が聞き取れない時、不安でしょうがな

い。 

1       2         3         4        5 

8. 中国語の勉強方法がよく分からないので、 

焦りや不安を感じる。 

1       2         3         4        5 

9. クラスメイトに自分の中国語が上手だと 

思われたくないので、他のみんなに合わせる。 

1       2         3         4        5 

 

10. クラスメイトの前で間違えたらとても恥ずかしい。 1       2         3         4        5  

11. クラスメイトの前で中国語を話すのが恥ずかしい。 1       2         3         4        5               

12. 授業で先生の評価が気になるので、 

中国語を話すとき緊張する。                          

1       2         3         4        5 

13. 中国語の授業の単位が取れ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 

不安になる。 

1       2         3         4        5 

14. 先生が自分の発音や文法など中国語の誤りを一字一 1       2         3         4        5 

三、中国語学習時に感じている気持ち 

  中国語学習時にどう感じているかを聞いている質問です。1～28までの文を読んで、あなたがどう感じている
か、最もよくあてはまる番号を各項目の左の欄から選んで、その番号を黒く塗ってください。例：1→●。記入漏れ
がないように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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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指摘する時緊張する。                 

15. 中国語のスピーキングテストの時、あまり緊張しない。 1       2         3         4        5 

16. 先生の要求が高いので、プレッシャーが大きい。 1       2         3         4        5 

17. 先生はいつも自分が話し終わるまで待ってくれるの

でそんなにプレッシャーを感じない。 

1       2         3         4        5 

18. 先生の表情が厳しいので授業中緊張する。 1       2         3         4        5 

19. 授業中先生が自分を指名する時，あせりを感じる。 1       2         3         4        5 

20. 中国語を話す時に発音、声調など注意すること 

が多いので緊張になる。   

1       2         3         4        5 

21. 十分な準備をしてない状態で、授業中話さなければい

けない時、あせりを感じる。                             

1       2         3         4        5 

22. 中国語の授業で話をする時いつもよくできていないと感

じる。 

1       2         3         4        5 

23. 教室の後ろに座ると安心感があるので後ろの席が好き。 1       2         3         4        5 

24. 十分に準備をしていても、うまく話せていないのでは 

ないかと心配になる。 

1       2         3         4        5 

25. 中国語の授業で発言する時自信を持って発言する。 1       2         3         4        5 

26. 他のクラスメイトは私よりも上手に中国語を話せる。 1       2         3         4        5 

27. ①中国や台湾に行ったことがある。（中国語を公用語とする国）  1はい     2いいえ  

(「いいえ」を選んだ人は直接 28.問目に進んで下さい。) 

②中国や台湾に行ったことがあるので、中国語を話す時そんなに緊張しない。1はい    2いいえ 

28. ①外国人の友達がいる。（国籍問わず） 1はい  2いいえ (「いいえ」を選んだ人はここで終わりです。) 

②外国人の友達がいるので、中国語母語話者と話す時もそんなに緊張しない。 1はい   2いいえ  

 

 

 

 

 

 

 

 

 

 

 

 

 

 

 

★ お疲れ様でした。お手数ですが最後にもう一度漏れがないか確認してください。御協力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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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個別訪談提問內容 

1. 請說一說你在學習中文過程中，曾經遇過令你最緊張、最焦慮的經驗。 

2. 你為什麼選修中文課？你喜歡中文或中文課嗎？說一說為什麼。 

3. 上課的時候你喜歡老師用中文或日文教學？為什麼？你覺得哪一種教學語言對你的

學習更有幫助？有什麼部分你覺得老師應該用中文／日文教？ 

4. 你有沒有曾經聽不懂老師的上課內容的經驗？上課聽不懂老師教的內容時，你怎麼

辦？ 

5. 在中文課說中文的時候，你會在意別人的眼光嗎？ 

6. 在老師、同學們面前發表會令你緊張嗎？為什麼？在其他日文課程上發表也一樣嗎？ 

7. 老師什麼樣的態度會令你很緊張？什麼樣的態度可以讓你放鬆地學習？ 

8. 上中文課時，你喜歡坐在教室的什麼位置？為什麼？ 

9. 你有來自中國或台灣的朋友嗎？你去這些國家旅行過嗎？你覺得這樣的經驗對你的

中文學習有幫助嗎？如果沒有，你期待有這些經驗嗎？為什麼？ 

10. 請描述你心目中理想的中文老師。 


